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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

(57)摘要

本发明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

带车，属于履带车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了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

采用变速差速系统，减小组件体积和重量，使用

锥环式无级变速并进行转向，随意控制旋转半

径，加入倒车系统，使履带车真正可以自由行使，

悬挂组件可随意拆装，分解车体总重量，使成年

人可随意搬运；解决该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

为：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包

括踏板、支撑架、驱动组件、悬挂组件和操作杆，

踏板设置于支撑架上部，支撑架为框架结构，其

内部空腔处设置有驱动组件，支撑架的两侧分别

设用于插装悬挂组件的花键轴，悬挂组件为两

个，分别插装在支撑架的两侧；本发明可广泛应

用于履带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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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踏板（1）、支撑架（2）、驱

动组件（3）、悬挂组件（4）和操作杆（10），所述踏板（1）设置于支撑架（2）上部，所述支撑架

（2）为框架结构，其内部空腔处设置有驱动组件（3），所述支撑架（2）的两侧分别设用于插装

悬挂组件（4）的花键轴，所述悬挂组件（4）为两个，分别插装在支撑架（2）的两侧，所述操作

杆（10）设置于支撑架（2）的前侧；

所述驱动组件（3）包括驱动装置（5）、启动装置（6）、变速差速系统（7）和倒车系统（8），

所述驱动装置（5）的输出轴与启动装置（6）连接，所述启动装置（6）的输出轴与变速差速系

统（7）连接，所述变速差速系统（7）包括第一滚锥组（71）、第二滚锥组（72）和主传输轴（73），

所述第一滚锥组（71）与第二滚锥组（72）对称设置于主传输轴（73）上，所述第一滚锥组（71）

包括第一主动滚锥（711）、第一从动滚锥（712）、第一传动环（713）和第一转向器（714），所述

第一传动环（713）套装于第一主动滚锥（711）上并通过第一主动滚锥（711）实现轴向旋转，

所述第一从动滚锥（712）为与第一主动滚锥（711）形状完全相同的滚锥，并与第一主动滚锥

（711）反向设置，所述第一从动滚锥（712）通过与第一传动环（713）的摩擦力实现旋转，所述

第一转向器（714）设置于第一传动环（713）的外侧并调节第一传动环（713）的轴向位置和水

平角度，所述第二滚锥组（72）的结构与第一滚锥组（71）的结构完全相同，所述第二滚锥组

（72）包括第二主动滚锥（721）、第二从动滚锥（722）、第二传动环（723）和第二转向器（724），

所述倒车系统（8）包括第一倒车系统（81）和第二倒车系统（82），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和

第二倒车系统（82）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相同，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与第一从动滚锥（712）

的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二从动滚锥（722）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悬挂组件（4）包括第一悬挂组件（41）和第二悬挂组件（42），所述第一悬挂组件

（41）和第二悬挂组件（42）为结构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所述第一悬挂组件（41）与第一倒车

系统（81）的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二悬挂组件（42）与第二倒车系统（82）的输出轴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悬挂组件（41）包括履带（411）、小传动轮（412）、大传动轮（413）、支撑轮（414）和骨架（415），

所述小传动轮（412）、大传动轮（413）和支撑轮（414）均设置与骨架（415）上，所述骨架（415）

上设有用于与支撑架（2）上的花键轴配合的花键孔（416），所述小传动轮（412）与第一倒车

系统（81）的输出轴连接，所述小传动轮（412）通过第一倒车系统（81）实现正转或反转，所述

小传动轮（412）与大传动轮（413）之间设置有用于传动的链条（417），所述小传动轮（412）通

过链条（417）带动大传动轮（413）旋转，所述履带（411）通过大传动轮（413）的旋转实现运

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倒车系统（81）包括行星结构（83）和换档结构（84），所述换档结构（84）包括花键套（841）、第

一啮合齿轮（842）、第二啮合齿轮（843）和用于调节花键套位置的花键套调节器（844），所述

行星结构（83）设置于第一啮合齿轮（841）内部，所述花键套（841）为两端开口中部设有挡板

（847）的圆柱结构，所述花键套（841）的一端套装于第一啮合齿轮（842）上和第二啮合齿轮

（843）上，所述第二啮合齿轮（843）的外侧设有用于固定第一倒车系统（81）位置的外壳

（85），所述花键套（841）的另一端在倒车时套装于外壳（85）上，所述花键调节器（844）包括

永久磁铁（845）和电磁铁（846），所述永久磁铁（845）镶嵌于挡板（847）上，所述电磁铁（846）

设置于外壳（8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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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倒车系统（81）包括正向导轮（86）、换向轮（87）、反向导轮（88）、传输轮（89）和传动轴（80），

所述正向导轮（86）固定于第一从动滚锥（712）的尖端，所述正向导轮（86）与第一从动滚锥

（712）均通过轴承与传动轴（80）连接，所述正向导轮（86）远离第一从动滚锥（712）的一面设

有传动齿，所述反向导轮（88）与正向导轮（86）同轴设置并通过轴承与传动轴（80）连接，所

述反向导轮（88）靠近正向导轮（86）的一面设有传动齿，所述换向轮（87）设置于正向导轮

（86）和反向导轮（88）之间并可在传动轴（80）上滑动，所述换向轮（87）的两个侧面均设置有

传动齿并通过花键与传动轴（80）连接，所述传输轮（89）设置于第一主动滚锥（711）的输入

端，所述传输轮（89）与反向导轮（88）之间通过链条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转向器（714）和第二转向器（724）均通过舵机调节旋转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启动

装置（6）为液力变矩器、湿式离合器或干式离合器。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轮（414）为多个，设置于骨架（5）上并支撑和传输履带（411）。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倒车系统（81）和第二倒车系统（82）的输出轴为花键轴，所述小传动轮（412）的轴孔为花键

孔。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架

（415）上设有用于缓冲的缓冲弹簧。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换

向轮（87）通过拨叉调整其轴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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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属于履带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个人履带车作为一种越野性强、能适应严酷环境及路况的行走工具，越来越多的

被人们所使用，现有技术中的履带车在变速上和转向上需要两套系统，即变速系统和转向

系统，变速系统通常使用的是传送带式无级变速，传统的无级变速器执行机构速比变化时

所需要较大的功率，在换挡过程中导致不必要的延迟，转向系统同样是在皮带传输的基础

上通过与可变直径的带轮进行配合实现左右履带的差速，这种方式会导致履带车的转弯半

径很大，不易转弯；使用这两个系统会占用车体内的大部分空间，整体设备重量较大，同时，

在现有技术中的履带车没有倒车功能，也无法实现两条履带的反向行驶实现原地转弯，这

就导致在一些狭小空间或地形复杂的地区，无法实现履带车的随意行驶。

[0003] 目前市面上最小质量的个人履带车重量达到90公斤，这就意味着，在无法行驶的

地区，如河流或爬陡坡等，需要两个以上人力才能对履带车进行搬运，可在履带车无法行驶

的地区，通常人类行走也是很困难的，在行走困难的情况下多人抬履带车行走几乎是无法

实现的，这使得履带车的适用范围降低。

[0004] 在操作方面，现有技术中，转向系统所采用的可变直径带轮的调节轮位置需要靠

使用者脚下的踏板角度来控制，当履带车遇到较高较陡的破路时，如要在坡路上切线行驶，

由于重力，使用者必然会身体向外侧倾斜，这时为了平衡身体脚上的力度会向踏板内侧转

移，从而导致踏板角度变化，使得履带车在爬陡坡的时候自行转向，且不易控制方向。

[0005] 对于倒车系统，现有技术中使用的是拨叉对花键套进行调节，然而对于履带车，倒

车系统长期暴露在外部，拨叉的表面必然会附着杂质，长期拔插会将拨叉的表面磨损，影响

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

车，采用变速差速系统，即将变速系统和差速系统融为一体，使操作更简易且减小驱动组件

的体积，减少整体设备的重量，使用锥环式无级变速并进行转向，结构简单，需要的功率低，

在机械效率和传递扭矩之间实现自动机械式调节，转向时可随意控制旋转半径，不需要电

子传感器和电控或液压系统，节省成本的同时保证工作的可靠性；加入倒车系统，使履带车

真正可以自由行使；与此同时，将两侧履带改为悬挂组件，悬挂组件可随意拆装，在无法行

驶地区将悬挂组件取下，分解车体总重量，使成年人可随意搬运。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

卸式履带车，包括踏板、支撑架、驱动组件、悬挂组件和操作杆，所述踏板设置于支撑架上

部，所述支撑架为框架结构，其内部空腔处设置有驱动组件，所述支撑架的两侧分别设用于

插装悬挂组件的花键轴，所述悬挂组件为两个，分别插装在支撑架的两侧，所述操作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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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撑架的前侧；

[0008] 所述驱动组件包括驱动装置、启动装置、变速差速系统和倒车系统，所述驱动装置

的输出轴与启动装置连接，所述启动装置的输出轴与变速差速系统连接，所述变速差速系

统包括第一滚锥组、第二滚锥组和主传输轴，所述第一滚锥组与第二滚锥组对称设置于主

传输轴上，所述第一滚锥组包括第一主动滚锥、第一从动滚锥、第一传动环和第一转向器，

所述第一传动环套装于第一主动滚锥上并通过第一主动滚锥实现轴向旋转，所述第一从动

滚锥为与第一主动滚锥形状完全相同的滚锥，并与第一主动滚锥反向设置，所述第一从动

滚锥通过与第一传动环的摩擦力实现旋转，所述第一转向器设置于第一传动环的外侧并调

节第一传动环的轴向位置和水平角度，所述第二滚锥组的结构与第一滚锥组的结构完全相

同，所述第二滚锥组包括第二主动滚锥、第二从动滚锥、第二传动环和第二转向器，所述倒

车系统包括第一倒车系统和第二倒车系统，所述第一倒车系统和第二倒车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完全相同，所述第一倒车系统与第一从动滚锥的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二倒车系统与第二

从动滚锥的输出轴连接；

[0009] 所述悬挂组件包括第一悬挂组件和第二悬挂组件，所述第一悬挂组件和第二悬挂

组件为结构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所述第一悬挂组件与第一倒车系统的输出轴连接，所述

第二悬挂组件与第二倒车系统的输出轴连接。

[0010] 所述第一悬挂组件包括履带、小传动轮、大传动轮、支撑轮和骨架，所述小传动轮、

大传动轮和支撑轮均设置与骨架上，所述骨架上设有用于与支撑架上的花键轴配合的花键

孔，所述小传动轮与第一倒车系统的输出轴连接，所述小传动轮通过第一倒车系统实现正

转或反转，所述小传动轮与大传动轮之间设置有用于传动的链条，所述小传动轮通过链条

带动大传动轮旋转，所述履带通过大传动轮的旋转实现运动。

[0011] 其中，所述第一倒车系统的一种优选结构为：包括行星结构和换档结构，所述换档

结构包括花键套、第一啮合齿轮、第二啮合齿轮和用于调节花键套位置的花键套调节器，所

述行星结构设置于第一啮合齿轮内部，所述花键套为两端开口中部设有挡板的圆柱结构，

所述花键套的一端套装于第一啮合齿轮上和第二啮合齿轮上，所述第二啮合齿轮的外侧设

有用于固定第一倒车系统位置的外壳，所述花键套的另一端在倒车时套装于外壳上，所述

花键调节器包括永久磁铁和电磁铁，所述永久磁铁镶嵌于挡板上，所述电磁铁设置于外壳

上。

[0012] 其中，所述第一倒车系统的另一种优选结构为：所述第一倒车系统包括正向导轮、

换向轮、反向导轮、传输轮和传动轴，所述正向导轮固定于第一从动滚锥的尖端，所述正向

导轮与第一从动滚锥均通过轴承与传动轴连接，所述正向导轮远离第一从动滚锥的一面设

有传动齿，所述反向导轮与正向导轮同轴设置并通过轴承与传动轴连接，所述反向导轮靠

近正向导轮的一面设有传动齿，所述换向轮设置于正向导轮和反向导轮之间并可在传动轴

上滑动，所述换向轮的两个侧面均设置有传动齿并通过花键与传动轴连接，所述传输轮设

置于第一主动滚锥的输入端，所述传输轮与反向导轮之间通过链条连接。

[0013] 所述第一转向器和第二转向器均通过舵机调节旋转角度。

[0014] 所述启动装置为液力变矩器、湿式离合器或干式离合器。

[0015] 所述支撑轮为多个，设置于骨架上并支撑和传输履带。

[0016] 所述第一倒车系统和第二倒车系统的输出轴为花键轴，所述小传动轮的轴孔为花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4890745 B

5



键孔。

[0017] 所述骨架上设有用于缓冲的缓冲弹簧。

[0018] 所述换向轮通过拨叉调整其轴向位置。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采用变速差速系统，即将变速系统和差速系统结合为一体，减少整个系统的体

积和重量，使履带车更易携带和操作。

[0021] 2、采用锥环式无级变速方式避免了现有履带车辆在增加车辆传动扭矩的同时，也

在增加车辆控制所需力的这一矛盾，减少了传动中的动力损耗，控制简单。

[0022] 3、采用两组滚锥组和舵机控制其转向，在变速的基础上实现任意转向，两侧履带

高比率差速，全面提高履带车的灵活性，解决了原有履带车转弯角度过大的问题，摆脱了因

脚部被动控制踏板产生的履带车自动转向的弊端。

[0023] 4、在变速差速系统的两个输出端分别加装倒车系统，实现履带车的倒车功能，真

正实现履带车的自由行使，即可实现车辆圆心转弯又可在一些狭窄空间或无法转向的情况

下，将履带车倒车开出。

[0024] 5、将倒车系统中控制花键套位置的花键调节器由拨叉改进为电磁式控制器，避免

了尘土杂质对拨叉的影响，系统运行更平稳，还可根据不同环境下的实际情况快速安装和

拆卸。

[0025] 6、使用可拆卸式悬挂组件，在一些特殊地形或履带车无法行驶的情况下，可将履

带车的两套悬挂组件摘下，履带车被分成三大部件后，各个部件的重量较轻，成年人完全可

以承受其重量并随身携带，同时，拆卸后的车身可作为动力源对外界提供动力，其输出轴可

连接气泵等设备，在救援或外界无动力环境时使用。

[0026] 7、本履带车在整体上组装简单，制造成本低，养护更加便利。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传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驱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的倒车系统正转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的倒车系统反转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的悬挂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倒车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1为踏板、2为支撑架、3为驱动组件、4为悬挂组件、41为第一悬挂组件，411为

履带、412为小传动轮、413为大传动轮、414为支撑轮、415为骨架、416为花键孔、417为链条、

42为第二悬挂组件、5为驱动装置、6为启动装置、7为变速差速系统、71为第一滚锥组、711为

第一主动滚锥、712为第一从动滚锥、713为第一传动环、714为第一转向器、72为第二滚锥

组、721为第二主动滚锥、722为第二从动滚锥、723为第二传动环、724为第二转向器，73为主

传输轴、8为倒车系统、80为传动轴、81为第一倒车系统、82为第二倒车系统、83为行星结构、

831为主动轮、832为从动轮、84为换档结构、841为花键套、842为第一啮合齿轮、843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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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合齿轮，844为花键套调节器、845为永久磁铁，846为电磁铁、847为挡板、85为外壳、86为

正向导轮、87为换向轮、88为反向导轮、89为传输轮、10为操作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一

[0037] 如图1—图6所示，本发明兼具无级变速和倒档的可拆卸式履带车，包括踏板1、支

撑架2、驱动组件3、悬挂组件4和操作杆10，所述踏板1设置于支撑架2上部，所述支撑架2为

框架结构，其内部空腔处设置有驱动组件3，所述支撑架2的两侧分别设用于插装悬挂组件4

的花键轴，所述悬挂组件4为两个，分别插装在支撑架2的两侧，所述操作杆10设置于支撑架

2的前侧。

[0038] 所述驱动组件3包括驱动装置5、启动装置6、变速差速系统7和倒车系统8，所述驱

动装置5的输出轴与启动装置6连接，所述启动装置6的输出轴与变速差速系统7连接，所述

变速差速系统7包括第一滚锥组71、第二滚锥组72和主传输轴73，所述第一滚锥组71与第二

滚锥组72对称设置于主传输轴73上，所述启动装置6的输出轴连接于主传输轴73上，当驱动

装置5运行时，带动启动装置6运转，所述启动装置6可为液力变矩器、湿式离合器或干式离

合器，此实施例中优选液力变矩器，通过软连接，使得履带车从静止到低速时的平稳起步，

在加速过程中，较大动力输出时，增大扭矩，提高整个履带车的性能。

[0039] 当动力由驱动装置5传输到主传输轴73后，主传输轴73将动力转入第一滚锥组71

和第二滚锥组，所述第一滚锥组71包括第一主动滚锥711、第一从动滚锥712、第一传动环

713和第一转向器714，所述第一传动环713套装于第一主动滚锥711上并通过第一主动滚锥

711实现轴向旋转，所述第一从动滚锥712为与第一主动滚锥711形状完全相同的滚锥，并与

第一主动滚锥711反向设置，所述第一从动滚锥712通过与第一传动环713的摩擦力实现旋

转，所述第一转向器714设置于第一传动环713的外侧并调节第一传动环713的轴向位置和

水平角度，所述第一转向器714通过舵机的控制可以在工作空间内做一定角度的转动，所述

第二滚锥组72的结构与第一滚锥组71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完全相同，所述第二滚锥组72包括

第二主动滚锥721、第二从动滚锥722、第二传动环723和第二转向器724，同样的，所述第二

转向器724也通过舵机进行角度的控制。

[0040] 当履带车需要固定速比输出时，第一转向器714和第二转向器724只需要保持第一

传动环713和第二传动环723在一定的速比位置并与滚锥轴线保持垂直状态即可，同时两个

传动环的水平位置要绝对的对称以确保两侧的履带的移动速度一致；当履带车需要改变速

比时，舵机驱动第一传动环713和第二传动环723同时改变相同角度，两个传动环便会随着

滚锥的运动自行移动，到达需要的速比时，两个转向器将两个传动环转回垂直角度状态即

可，这样的速比调节过程仅仅需要克服传动环和转向器本身的惯量，仅需低功率的电机即

可实现。

[0041] 当履带车需要向右转向时，第二转向器724控制第二传动环723向左移动，从而降

低右侧履带的运行速度，控制第一传动环713和第二传动环723的位置可控制转弯的速度，

当第一传动环713在最左端，第二传动环723在最左端时，右侧转向速度最快，转向角度最

小；同理，当第一传动环713和第二传动环723在最右端式，左侧转向速度最快，转向角度最

小；当想要控制一定的转速和转向角度时，只需调整两个传动环的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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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倒车系统8包括第一倒车系统81和第二倒车系统82，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和

第二倒车系统82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相同，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与第一从动滚锥712的输出

轴连接，所述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二从动滚锥722的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包括

行星结构83和换档结构84，所述行星结构83包括主动轮831和3个从动轮832，所述换档结构

84包括花键套841、第一啮合齿轮842、第二啮合齿轮843和用于调节花键套位置的花键套调

节器844，所述行星结构83设置于第一啮合齿轮841内部，所述花键套841为两端开口中部设

有挡板847的圆柱结构，所述花键套841的一端套装于第一啮合齿轮842上和第二啮合齿轮

843上，所述第二啮合齿轮843的外侧设有用于固定第一倒车系统81位置的外壳85，所述花

键套841的另一端在倒车时套装于外壳85上，所述花键调节器844包括永久磁铁845和电磁

铁846，所述永久磁铁845镶嵌于挡板847上，所述电磁铁846设置于外壳85上。

[0043] 当履带车正向行驶时，花键套841同时与第一啮合齿轮842和第二啮合齿轮843套

装在一起，此时第一从动滚锥712的输出轴带动行星结构83正向转动，由于花键套841同时

与第一啮合齿轮842和第二啮合齿轮843套装在一起，因此整个第一倒车系统81同时正向转

动，此时主动轮831与从动轮832之间没有相对运动；同样的，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一倒车系

统81一样，处于整体旋转的状态，此时两侧的履带随两个倒车系统的正向转动而正向前进。

[0044] 当履带车倒车时，启动花键调节器844，将电磁铁846通电，通电后的电磁铁846吸

引镶嵌于挡板847的永久磁铁845，使得挡板845带动花键套841被吸向外壳85的一侧，同时

花键套841脱离第一啮合齿轮842，与第二啮合齿轮842和外壳85连接，此时，主动轮831正向

转动，使得从动轮832反向转动，由于第一啮合齿轮842的内齿与从动轮832啮合，因此第一

啮合齿轮842反向转动，由于第一啮合齿轮842与花键套841脱离，因此第一啮合齿轮842不

会带动花键套841转动，因此花键套841和第二啮合齿轮843静止，第一啮合齿轮842反向转

动；同样的，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一倒车系统81一样，进行反向转动，此时两侧的履带随两

个倒车系统的反向转动而反向行进，从而实现整个履带车的倒车。

[0045] 所述支撑架的两侧安装有悬挂组件4，所述悬挂组件4包括第一悬挂组件41和第二

悬挂组件42，所述第一悬挂组件41和第二悬挂组件42为结构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所述第

一悬挂组件41与第一倒车系统81的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二悬挂组件42与第二倒车系统82的

输出轴连接，所述第一悬挂组件41包括履带411、小传动轮412、大传动轮413、支撑轮414和

骨架415，所述小传动轮412、大传动轮413和支撑轮414均设置与骨架415上，所述骨架415上

设有用于与支撑架2上的花键轴配合的花键孔416，所述小传动轮412与第一倒车系统81的

输出轴连接，所述小传动轮412通过第一倒车系统81实现正转或反转，所述小传动轮412与

大传动轮413之间设置有用于传动的链条417，所述小传动轮412通过链条417带动大传动轮

413旋转，所述履带411通过大传动轮413的旋转实现运动，所述支撑轮414为多个，设置于骨

架5上并支撑和传输履带411，其中，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和第二倒车系统82的输出轴为花

键轴，所述小传动轮412的轴孔为花键孔。

[0046] 拆卸悬挂组件4时，只需将小传动轮412从倒车系统8的花键轴上拔出，将骨架415

从支撑架2上的花键轴上拔出即可实现拆卸，安装悬挂组件4也是同样的方法，简单方便。

[0047] 于此同时，拆卸悬挂组件后的输出轴可以作为动力输出使用，在救援或需要动力

的时候，可以接入气泵等设备，适用于无法提供动力的情况。

[0048] 另外的，所述骨架415上设有用于缓冲的缓冲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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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实施例二

[0050] 如图1、图3、图6和图7，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所述第一倒车系统81包

括正向导轮86、换向轮87、反向导轮88、传输轮89和传动轴80，所述正向导轮86固定于第一

从动滚锥712的尖端，所述正向导轮86与第一从动滚锥712均通过轴承与传动轴80连接，因

此正向导轮86与第一从动滚锥712可在传动轴80上随意转动，所述正向导轮86远离第一从

动滚锥712的一面设有传动齿，所述反向导轮88与正向导轮86同轴设置并通过轴承与传动

轴80连接，所述反向导轮88靠近正向导轮86的一面设有传动齿，所述换向轮87设置于正向

导轮86和反向导轮88之间并可在传动轴80上滑动，所述换向轮87的两个侧面均设置有传动

齿并通过花键与传动轴80连接，所述传输轮89设置于第一主动滚锥711的输入端，所述传输

轮89与反向导轮88之间通过链条连接。

[0051] 当履带车正向行驶时，换向轮87通过拨叉的调节与正向导轮86啮合，由于第一主

动滚锥711将动力传输给第一从动滚锥712，正向导轮86与第一从动滚锥712固定连接，因此

换向轮87此时随正向导轮86旋转并带动传动轴80旋转，实现动力的输出，由于第一主动滚

锥711与第一从动滚锥712的旋转方向相反，因此当第一主动滚锥711反转时，第一从动滚锥

712正转，并正向传输传动轴80，传动轴80将动力传输给第一悬挂组件41并实现履带车正向

行驶；同样的，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一倒车系统81一样，进行正向转动，此时两侧的履带随

两个倒车系统的正向转动而正向行进，从而实现整个履带车的正向行驶。

[0052] 当履带车倒车时，换向轮87通过拨叉的调节与反向导轮88啮合，此时换向轮87与

正向导轮86脱节，动力通过第一主动滚锥711的传动轴传输给传输轮89，当第一主动滚锥反

转时，所述传输轮89通过链条带动反向导轮88反转，由于反向导轮88与换向轮87啮合，因此

换向轮87反向旋转，换向轮87带动传动轴80反向旋转，传动轴80将动力传输给悬挂系统并

实现履带车反向行驶；同样的，第二倒车系统82与第一倒车系统81一样，进行反向转动，此

时两侧的履带随两个倒车系统的反向转动而反向行进，从而实现整个履带车的倒车。

[0053]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

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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