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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伸缩辊道机，架体上部位于输出端一侧

前后安装两条滑轨，伸缩移动车底部设有与滑轨

相匹配的滑轮；架体上部安装伸缩板支架，伸缩

板支架和输入端架体上部安装上侧梁，前后上侧

梁之间均布安装驱动滚筒和固定滚筒，驱动滚筒

连接驱动电机，前后车板上对称设有移动槽，前

后伸缩板支架上与车板上移动槽相对应位置设

有移动槽，两端的伸缩板下端通过移动螺栓安装

于伸缩板支架的移动槽内。本实用新型的伸缩辊

道机，随着后端输送设备末端的上下移动做前后

移动，使辊道机在长度方向做伸缩移动，解决了

装车机辊道升降所导致的升降随动皮带机前后

移动所出现的输送机之间距离变化的问题，满足

了自动装车的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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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架体（11）上部位于输出端一侧前后安装两条滑轨

（12），伸缩移动车（15）底部前后两侧分别设有与滑轨（12）相匹配的滑轮（13）；架体（11）上

部位于输入端一侧前后对称安装伸缩板支架（111），伸缩板支架（111）和输入端架体上部安

装上侧梁（119），前后的上侧梁（119）之间均布安装驱动辊筒（118）和固定辊筒（116），驱动

辊筒（118）一端连接驱动电机（121）；前后两个车板（17）上对称设有移动槽（14），位于伸缩

移动车一端的外伸缩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移动槽（14）内；前后伸缩板支

架（111）上与车板（17）上移动槽相对应位置设有移动槽（14），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侧的

内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安装于伸缩板支架（111）的移动槽（14）内；伸缩板

包括外伸缩板（18）和内伸缩板（130），内伸缩板（130）和外伸缩板（18）两两互相连接，内伸

缩板（130）和外伸缩板（18）上端固定于辊筒（114）的前后两端，内伸缩板（130）和外伸缩板

（18）下端活动连接，内伸缩板（130）和外伸缩板（18）交叉处活动连接；辊筒（114）、固定辊筒

（116）和驱动辊筒（118）外部设有辊筒链条（1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位于伸缩移动车一端的前

后外伸缩板（18）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外伸缩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

于下连接杆（113）端部，外伸缩板（18）位于车板（17）内侧，移动螺栓（110）位于移动槽（14）

内，移动螺栓（110）外部设有轴套（132），轴套（132）的高度大于车板（17）厚度并凸出于车板

（17）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

端的前后内伸缩板（130）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内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

（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内伸缩板（130）位于伸缩板支架（111）内侧，移动螺栓

（110）位于移动槽（14）内，移动螺栓（110）外部位于内伸缩板（130）和伸缩板支架（111）之间

安装阶台型隔套（1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伸缩板

（130）和外伸缩板（18）下连接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内伸缩板（130）和外伸缩板（18）

下连接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移动螺栓（110）外部位于内伸缩

板（130）和外伸缩板（18）之间安装隔套（1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伸缩板

（130）和外伸缩板（18）交叉处之间设有上连接杆（112），内伸缩板（130）和外伸缩板（18）交

叉处通过过渡链轮（147）和锁紧螺栓（115）固定于上连接杆（112）端部；所述内伸缩板（130）

和外伸缩板（18）上端通过锁紧螺栓（115）和隔套（123）固定于辊筒（114）端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移动车（15）位于外侧

通过绞轴连接角板（16）安装与升降皮带机相连接的连接转动绞轴（1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槽（14）为长条形纵向

凹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板（17）底边内侧安装滑

轮架（125），两个滑轮轴（126）对称安装于滑轮架（125）和车板（17）上，滑轮轴（126）上安装

槽型的滑轮（13），滑轨（12）为与槽型的滑轮（13）的凹槽相匹配的方形滑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辊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1）上部前后边缘处

分别安装前侧罩板（127）和后侧罩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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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伸缩辊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料传输设备领域，尤其涉及食用菌生产线传输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将菌包装袋完成后放入菌筐，然后采用人工装车或辊道机

水平输送到装车机上，人工装车速度慢，生产效率较低。采用升降随动输送机将辊道传输机

传输过来的菌筐进行装车虽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装车机升降架升降会导致升降随动

输送机前后移动，出现升降随动输送机输入端与辊道机之间距离变化的问题，间隙过大从

而影响了菌筐的输送，二者之间不能顺利过渡和衔接，从而造成装车困难，满足不了大型生

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的生产过程要求，运行不稳定。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实现辊道机与升降皮带机之间顺利过渡和衔接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

种伸缩辊道机。

[0004]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伸缩辊道机，架体11上部

位于输出端一侧前后安装两条滑轨12，伸缩移动车15底部前后两侧分别设有与滑轨12相匹

配的滑轮13；架体11上部位于输入端一侧前后对称安装伸缩板支架111，伸缩板支架111和

输入端架体上部安装上侧梁119，前后上侧梁119之间均布安装驱动滚筒118和固定滚筒

116；前后车板17上对称设有移动槽14，位于伸缩移动车一端的外伸缩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

栓110固定于移动槽14内；前后伸缩板支架111上与车板17上移动槽相对应位置设有移动槽

15，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侧的内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安装于伸缩板支架111的

移动槽15内；伸缩板包括外伸缩板18和内伸缩板130，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两两互相

连接，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上端固定于辊筒114的前后两端，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

130下端活动连接，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交叉处活动连接；辊筒114、固定辊筒116和驱

动辊筒118外部设有辊筒链条117。

[0005] 所述位于伸缩移动车一端的前后外伸缩板18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外伸缩

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外伸缩板18位于车板17内侧，移动螺

栓110位于移动槽14内，移动螺栓110外部设有轴套132，轴套132的高度大于车板17厚度并

凸出于车板17内侧。

[0006] 所述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端的前后内伸缩板130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内

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内伸缩板130位于伸缩板支架

111内侧，移动螺栓110位于移动槽14内，移动螺栓110外部位于内伸缩板130和伸缩板支架

111之间安装阶台型隔套133。

[0007] 所述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下连接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

113，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下连接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移动

螺栓110外部位于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之间安装隔套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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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交叉处之间设有上连接杆

112，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交叉处通过过渡链轮147和锁紧螺栓115固定于上连接杆

112端部；所述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上端通过锁紧螺栓115和隔套123固定于辊筒114

端部。

[0009] 所述伸缩移动车15位于外侧通过绞轴连接角板16安装与升降皮带机相连接的连

接转动绞轴19。

[0010] 所述移动槽15为长条形纵向凹槽。

[0011] 所述车板17底边内侧安装滑轮架125，两个滑轮轴126对称安装于滑轮架125和车

板17上，滑轮轴126上安装槽型滑轮13，滑轨12为与槽型滑轮13的凹槽相匹配的方形滑轨。

[0012] 所述架体1上部前后边缘处分别安装前侧罩板127和后侧罩板128。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伸缩辊道机，设置移动车和与移动车连接的伸缩板，移动车连接升

降随动输送机的输入端，物料（菌筐）进入辊道输送机后，伸缩辊道机随着后端升降随动输

送机的上下移动做前后移动，使辊道机在长度方向做伸缩移动，将食用菌行业装袋生产线

装筐后的菌包自动输送到后端随动升降输送机上，解决了装车机辊道升降所导致的升降随

动输送机前后移动所出现的与辊道输送机之间距离变化的问题，稳定性和随动性好，满足

了自动装车的生产需要。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侧视图。

[0016] 图3是图2中A部分放大结构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拉伸状态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收缩状态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伸缩板与车板之间安装结构图。

[0020] 图7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车板与轴套安装结构图。

[0021] 图8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内外伸缩板安装结构图。

[0022] 图9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内外伸缩板与隔套安装结构图。

[0023]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伸缩板与伸缩板支架之间安装结构图。

[0024] 图11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辊道机阶台型隔套结构图。

[0025] 图中：11、架体，12、滑轨，13、滑轮，14、移动槽，15、伸缩移动车，16、绞轴连接角板，

17、车板，18、外伸缩板，19、连接转动绞轴，110、移动螺栓，111、伸缩板支架，112、上连接杆，

113、下连接杆，114、辊筒，115、锁紧螺栓，116、固定滚筒，117、滚筒链条，118、驱动滚筒，

119、上侧梁，120、电机链条，121、驱动电机，123、隔套，124、电机座，125、滑轮架，126、滑轮

轴，127、前侧罩板，128、后侧罩板，129、脚杯，130、内伸缩板，131、连接梁，132、轴套，133、阶

台型隔套，147、过渡链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实用新型的伸缩辊道机结构如图1和图2所示，架体11上部位于输出端一侧前后

安装两条滑轨12，伸缩移动车15前后两车板17之间通过连接梁131连接，伸缩移动车15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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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滑轮架125，车板17底边内侧安装滑轮架125，两个滑轮轴126对称安装于滑轮架125和

车板17上，滑轮轴126上安装槽型滑轮13，滑轨12为与槽型滑轮13的凹槽相匹配的方形滑

轨，滑轮和导轨轨吻合，移动方向稳定，伸缩板不易在移动伸缩中变形，如图3所示；伸缩移

动车15位于外侧通过绞轴连接角板16安装与升降皮带机相连接的连接转动绞轴19。架体11

上部位于输入端一侧前后对称安装伸缩板支架111，伸缩板支架111和输入端架体上部安装

上侧梁119，前后上侧梁119之间均布安装驱动滚筒118和固定滚筒116，驱动滚筒118一端连

接驱动电机121，驱动电机121通过电机座124安装于架体11上，驱动滚筒118一端通过电机

链条120连接驱动电机121；前后车板17上对称设有移动槽14，位于伸缩移动车一端的外伸

缩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移动槽14内，如图6和图7所示，位于伸缩移动车一端的

前后外伸缩板18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外伸缩板18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

接杆113端部，外伸缩板18位于车板17内侧，移动螺栓110位于移动槽14内，移动螺栓110外

部设有轴套132，轴套132的高度大于车板17厚度并凸出于车板17内侧，轴套高大于车板厚

使轴套隔离出伸缩间隙，轴套上下移动方向稳定。前后伸缩板支架111上与车板17上移动槽

相对应位置设有移动槽14，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侧的内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

安装于伸缩板支架111的移动槽14内，如图10和图11所示，位于伸缩板支架111一端的前后

内伸缩板130下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内伸缩板130下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

杆113端部，内伸缩板130位于伸缩板支架111内侧，移动螺栓110位于移动槽14内，移动螺栓

117外部位于内伸缩板130和伸缩板支架111之间安装阶台型隔套133。伸缩板包括外伸缩板

18和内伸缩板130，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两两互相连接，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伸缩

板18和外伸缩板130交叉处之间设有上连接杆112，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交叉处通过

过渡链轮147和锁紧螺栓115固定于上连接杆112端部；所述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上端

通过锁紧螺栓115和隔套123固定于辊筒114端部。如图8和图9所示，前后两侧位置对应的内

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下连接端之间设有下连接杆113，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下连

接端通过移动螺栓110固定于下连接杆113端部，移动螺栓110外部位于内伸缩板18和外伸

缩板130之间安装隔套123；所述内伸缩板18和外伸缩板130上端通过锁紧螺栓115和移动隔

套123固定于辊筒114端部；辊筒114、固定辊筒116和驱动辊筒118外部设有辊筒链条117，架

体1上部前后边缘处分别安装前侧罩板127和后侧罩板128。

[0027] 使用时，将连接传动绞轴19固定在后端升降随动皮带机上，皮带输送机左端随后

端装车机进行上下移动，因皮带机右端固定在此伸缩棍道机上，高度一定，因此右端在做左

右移动。辊道机通过驱动电机121实现驱动滚筒118的旋转，从而进一步通过辊筒链条117带

动固定滚筒116和辊筒114的旋转，实现物料传输。通过伸缩移动车15的左右移动带动伸缩

板的拉伸和收缩，移动槽14为长条形纵向凹槽，伸缩板平行移动带动移动螺栓110在移动槽

14内做上下运动，从而实现了辊道机与皮带机之间的随动，辊道机拉伸状态和收缩状态分

别如图4和图5所示。本随动伸缩式辊道机解决了食用菌生产线上菌包筐自动装车的连续性

问题，使得前端生产的菌包能够连续顺利地装到灭菌车上，更主要的是解决了后端随动升

降输送机升降时相对装车机所产生的前后移动的问题，使后端升降随动皮带机能够平稳的

前后移动，提高了菌包生产线自动化水平。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3536117 U

5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1 页

6

CN 213536117 U

6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1 页

7

CN 213536117 U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1 页

8

CN 213536117 U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1 页

9

CN 213536117 U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11 页

10

CN 213536117 U

10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1 页

11

CN 213536117 U

11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1 页

12

CN 213536117 U

12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1 页

13

CN 213536117 U

13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1 页

14

CN 213536117 U

14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10/11 页

15

CN 213536117 U

15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1/11 页

16

CN 213536117 U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