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545895.5

(22)申请日 2019.04.19

(73)专利权人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地址 313216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

苕溪东街1157号

(72)发明人 傅燕桥　吕永洪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丰禾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14

代理人 刘星海

(51)Int.Cl.

E01H 1/0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

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扫车技术领域，具体公开

了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

包括第二驱动装置(701)和轴承座总成(900)，所

述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转动设置在轴承座总

成的内部，所述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端穿过轴

承座总成后连接有连接法兰(702)，所述连接法

兰的底部设有扫盘(703)，所述轴承座总成的外

壁上转动设有防撞架(704)，所述防撞架上套设

有缓冲件(705)。本实用新型既具有不容易损坏

和驱动装置的寿命不会被影响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12页  附图17页

CN 210529589 U

2020.05.15

CN
 2
10
52
95
89
 U



1.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包括第二驱动装置(701)和

轴承座总成(900)，所述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转动设置在轴承座总成的内部，所述第二驱

动装置的驱动轴端穿过轴承座总成后连接有连接法兰(702)，所述连接法兰的底部设有扫

盘(703)，所述轴承座总成的外壁上转动设有防撞架(704)，所述防撞架上套设有缓冲件

(7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所述

轴承座总成包括轴承座(901)，所述轴承座的内部由上往下依次设有螺母(902)、止动垫圈

(903)、第一隔套(904)、第一轴承(905)、第二隔套(906)和第二轴承(907)，所述第一隔套与

轴承座的内壁面之间设有第一挡圈(908)，所述第二驱动装置设置在轴承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所述

连接法兰包括法兰盘(706)和设置在法兰盘上的连接轴套(707)，所述连接轴套与第二驱动

装置的驱动轴连接，所述螺母、止动垫圈、第一隔套、第一轴承、第二隔套和第二轴承均套设

在连接轴套的外壁面上，所述螺母与连接轴套的外壁面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所述

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第三轴承(708)，所述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对应的第二

挡圈(709)，所述防撞架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所述防撞架上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对应的第

三挡圈(7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所述

防撞架包括第三轴套(711)和刚性圈(712)，所述第三轴套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所述第

三挡圈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内部，所述第三轴套通过若干刚性条(713)与刚性圈连接在一起，

所述缓冲件设置在刚性圈的外壁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

征是：所述缓冲件为充气胎。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其特征是：所述

法兰盘上设有防尘罩(714)，所述防尘罩环绕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外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或7所述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

其特征是：所述第二驱动装置为第二液压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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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扫车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

扫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扫盘处的防撞结构，主要通过在扫盘支架上安装圆弧

形的支架，用支架去碰撞障碍物，通过回位弹簧拉动四连杆结构进行复位，由于前置清扫装

置主要清扫路面上的护栏等中间扫盘无法清扫的区域，障碍物较多，会经常碰撞刚性支架，

使得前置清扫装置或障碍物会被损坏；现有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扫盘，是直接连接在驱

动装置的驱动轴上的，其中驱动装置在提供扫盘清扫动力的同时，还需要承载扫盘自身的

重力，这样机会影响驱动装置稳定的动力提供，也会影响到驱动装置的使用寿命；此外，现

有清扫车中的前置清扫装置在清扫的过程中，经常会有细小绳条缠绕在连接法兰上，当缠

绕过多的绳条后，会影响到驱动装置驱动轴的旋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使得驱动轴直接无

法旋转，带来损坏。

[0003] 因此，现有清扫车中的前置清扫装置，存在容易损坏和驱动装置的寿命会被影响

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清扫车中的前置清扫装置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

了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它具有不容易损坏和驱动装置的寿命不会

被影响的特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包括第二

驱动装置和轴承座总成，所述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转动设置在轴承座总成的内部，所述

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端穿过轴承座总成后连接有连接法兰，所述连接法兰的底部设有扫

盘，所述轴承座总成的外壁上转动设有防撞架，所述防撞架上套设有缓冲件。本实用新型通

过设置轴承座总成，使得第二驱动装置固定在轴承座总成上，其中连接扫盘的连接法兰也

是安装在轴承座总成上，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对扫盘只是提供转动的驱动力，不会再承

担扫盘额外的自身重力，从而保证了第二驱动装置具有良好的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通过

在防撞架上套设缓冲件，当扫盘遇到障碍物时，缓冲件能够减小防撞架与障碍物之间的刚

性作用力，在缓冲件的作用下，扫盘也可以避开障碍物，缓冲件使得扫盘和障碍物均不会因

刚性碰撞而损坏。

[0006] 作为优选，所述轴承座总成包括轴承座，所述轴承座的内部由上往下依次设有螺

母、止动垫圈、第一隔套、第一轴承、第二隔套和第二轴承，所述第一隔套与轴承座的内壁面

之间设有第一挡圈，所述第二驱动装置设置在轴承座上。螺母使得连接法兰稳固的连接在

轴承座的内部，保证连接法兰不会对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产生额外向下的作用力；第一

隔套将螺母和第一轴承隔开，有效的防止了螺母在随连接法兰转动的时候会继续向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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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第一轴承的工作产生影响；止动垫圈能够防止螺母在随着连接法兰一起转动的时候

带动第一隔套一起转动；第二隔套将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分隔开，使得第一轴承和第二轴

承之间的距离固定，不会发生相对的移动；第二轴承也是为了能够实现连接法兰随第二驱

动装置的驱动轴的稳定转动；第一挡圈能够防止第一轴承发生向上移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连接法兰包括法兰盘和设置在法兰盘上的连接轴套，所述连接轴

套与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连接，所述螺母、止动垫圈、第一隔套、第一轴承、第二隔套和第

二轴承均套设在连接轴套的外壁面上，所述螺母与连接轴套的外壁面螺纹连接。连接轴套

能够实现与第二驱动装置驱动轴的稳定连接，法兰盘为扫盘的安装提供了较好的安装位

置。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第三轴承，所述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与第三

轴承相对应的第二挡圈，所述防撞架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所述防撞架上设有与第三轴

承相对应的第三挡圈。第三轴承使得防撞架相对于轴承座能够灵活转动，进而使得扫盘能

够较好的避开障碍物；第二挡圈能够防止第三轴承在述轴承座上发生向下滑动；第三挡圈

能够防止防撞架在第三轴承发生向下滑动，保证防撞架与第三轴承之间连接的相对稳定

性。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防撞架包括第三轴套和刚性圈，所述第三轴套套设在第三轴承的

外部，所述第三挡圈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内部，所述第三轴套通过若干刚性条与刚性圈连接

在一起，所述缓冲件设置在刚性圈的外壁面上。第三轴套能够实现防撞架与第三轴承之间

的稳定连接；刚性圈和刚性条使得整个防撞架的结构更为坚固，刚性圈也为缓冲件提供了

一个较好的安装位置。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缓冲件为充气胎。充气胎构成的缓冲件，缓冲效果较好。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法兰盘上设有防尘罩，所述防尘罩环绕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外部。防

尘罩能够有效的防止细小绳条缠绕在连接法兰上，不会影响到驱动装置驱动轴的旋转，更

不会存在驱动轴直接无法旋转，使得第二驱动装置损坏的问题发生。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驱动装置为第二液压马达。第二液压马达技术成熟，价格低

廉，驱动也较为稳定。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1)通过设置轴承座总成，使得第二驱动装置固定在轴承座总成上，其中连接扫盘

的连接法兰也是安装在轴承座总成上，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对扫盘只是提供转动的驱动

力，不会再承担扫盘额外的自身重力，从而保证了第二驱动装置具有良好的使用寿命；

[0015] (2)通过在防撞架上套设缓冲件，当扫盘遇到障碍物时，缓冲件能够减小防撞架与

障碍物之间的刚性作用力，在缓冲件的作用下，扫盘也可以避开障碍物，缓冲件使得扫盘和

障碍物均不会因刚性碰撞而损坏；

[0016] (3)防尘罩能够有效的防止细小绳条缠绕在连接法兰上，不会影响到驱动装置驱

动轴的旋转，更不会存在驱动轴直接无法旋转，使得第二驱动装置损坏的问题发生。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在前置清扫装置中使用时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在前置清扫装置中使用时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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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是图2中的A-A截面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在前置清扫装置中使用时的第三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在前置清扫装置中使用时的第四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图5中的A处放大图；

[0023] 图7是前置清扫装置中左右摆动机构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移动板处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移动板处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是前置清扫装置中推板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前置清扫装置中止推板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2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一支架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3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二支架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4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一连杆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5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二连杆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6是前置清扫装置中双向油缸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7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一安装架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8是前置清扫装置中第三安装架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9是本实用新型中防撞架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0是本实用新型中连接法兰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1是前置清扫装置安装在清扫车上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2是前置清扫装置模拟在清扫车车头左侧和右侧使用时清扫范围为最大的第

一距离时的使用状态图；

[0039] 图23是前置清扫装置模拟在清扫车车头的左侧或右侧单侧使用时清扫范围为最

大的第二距离时的使用状态图。

[0040] 附图中的标记为：100-安装杆，101-支撑板，102-锁杆，103-锁柱，104-插孔，105-

清扫车，106-底盘，107-抱箍，108-第一距离，109-第二距离，200-导向机构，201-第一横板，

202-第二横板，203-第三横板，204-第一导向槽，205-第二导向槽，206-第一链条，207-固定

板，208-第一调节螺杆，209-卡板，  210-限位块，300-移动机构，301-移动板，302-滑块，

303-安装轴，304-第一驱动装置，305-导向轮，306-  第一链轮，307-第一安装板，308-第二

安装板，309-第三安装板，310-第三安装孔，311-安装槽，312-第四挡圈，313-第四安装板，

314-第五安装板，400-左右摆动机构，401-双向油缸，402-第一转轴，403-第一安装架，404-

第二链条，405-旋转架，406-连接架，407-第一套筒，408-推板，409-第二链轮，410-连接板，

411-止推板，412-拨动杆，413-弹性件，414-限位件，415-第六安装板，416-第二调节螺杆，

417-  第一侧板，418-第一平板，419-第一卡口，420-第一卡板，421-第一长条形孔，422-限

位螺栓，423-支板，  500-上下摆动机构，501-第一支架，502-第二支架，503-第一连杆，504-

第二连杆，505-第一轴套，506-  第二轴套，507-第一U形板，508-第一连板，509-第二连板，

510-第二U形板，511-连接轴，512-腰型孔，  513-第一矩管，514-第一套管，515-锁板，516-

锁块，517-锁孔，518-第一耳板，519-第二矩管，520-第二套管，600-角度调节机构，601-角

度调节油缸，602-第三安装架，603-折弯板，604-筋板，605-第二耳板，606-安装圆孔，607-

限位圆弧孔，608-第二支耳，609-第四安装孔，700-清扫机构，701-第二驱动装置，70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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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703-扫盘，704-防撞架，705-缓冲件，706-法兰盘，707-连接轴套，708-第三轴承， 

709-第二挡圈，710-第三挡圈，711-第三轴套，712-刚性圈，713-刚性条，714-防尘罩，800-

伸缩机构，  801-提升油缸，802-鱼眼螺杆，803-内螺纹，804-外螺纹，805-调节套筒，806-限

位螺母，900-轴承座总成，901-轴承座，902-螺母，903-止动垫圈，904-第一隔套，905-第一

轴承，906-第二隔套，907-第二轴承，908-第一挡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

限制的依据。

[0042] 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中的清扫机构，包括如图5所示的第二驱动装置701

和如图6所示的轴承座总成900，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转动设置在轴承座总成的内部，第

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端穿过轴承座总成后连接有如图20所示的连接法兰702，连接法兰的

底部设有如图4所示的扫盘703，轴承座总成的外壁上转动设有如图19所示的防撞架704，防

撞架上套设有缓冲件705。轴承座总成包括轴承座901，轴承座的内部由上往下依次设有螺

母902、止动垫圈903、第一隔套904、第一轴承905、第二隔套906和第二轴承907，第一隔套与

轴承座的内壁面之间设有第一挡圈908，第二驱动装置设置在轴承座上。连接法兰包括法兰

盘706和设置在法兰盘上的连接轴套707，连接轴套与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连接，螺母、止

动垫圈、第一隔套、第一轴承、第二隔套和第二轴承均套设在连接轴套的外壁面上，螺母与

连接轴套的外壁面螺纹连接。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第三轴承708，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与第

三轴承相对应的第二挡圈709，防撞架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防撞架上设有与第三轴承相

对应的第三挡圈710。防撞架包括第三轴套711  和刚性圈712，第三轴套套设在第三轴承的

外部，第三挡圈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内部，第三轴套通过若干刚性条713与刚性圈连接在一

起，缓冲件设置在刚性圈的外壁面上。缓冲件为充气胎。法兰盘上设有如图2  所示的防尘罩

714，防尘罩环绕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外部。第二驱动装置为第二液压马达。

[0043] 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高速清扫车前置清扫装置，包括如图22所示的安装杆100，

安装杆的一端设有支撑板101，支撑板的中部设有如图21所示的导向机构200，导向机构上

配合设有移动机构300，移动机构上活动连接有左右摆动机构400，左右摆动机构上活动连

接有如图4所示的上下摆动机构500，上下摆动机构上活动连接有角度调节机构600，角度调

节机构上连接有清扫机构700。导向机构包括平行设置的第一横板201和第二横板202，第一

横板横向设置在支撑板上，第一横板通过第三横板203与第二横板相连接，第三横板将第一

横板和第二横板之间的空间分隔为第一导向槽204和第二导向槽205，第一导向槽位于第二

导向槽的上方，第一横板的下部设有处于绷紧状态的第一链条206。第一横板下部的两端均

设有固定板207，固定板上设有第一调节螺杆208，第一链条位于两个第一调节螺杆之间，第

一链条的端部通过销轴与相应的第一调节螺杆相连接。第一横板的下端设有卡板209，第一

链条支撑在卡板上。固定板为L形板。移动机构包括移动板301，移动板的一侧由上往下依次

设有滑块302、一个或多个安装轴303 以及第一驱动装置304，滑块滑动设置在第一导向槽

内，安装轴上设有导向轮305，导向轮滚动设置在第二导向槽内，第一驱动装置的驱动轴端

设有第一链轮306，第一链轮与第一链条相配合；左右摆动机构活动设置在移动板的另一

侧。移动板的一侧由上往下依次设有如图8所示的第一安装板307、如图9所示的第二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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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和第三安装板309，滑块设置在第一安装板上靠近第二安装板的一侧，一个或多个安装

轴设置在第二安装板上靠近第一安装板的一侧，第三安装板上设有第三安装孔310，第一驱

动装置设置在第三安装孔内。安装轴上远离第二安装板的一端设有安装槽311，安装槽内设

有第四挡圈312，第四挡圈与导向轮相接触。第一驱动装置为第一液压马达。移动板另一侧

的中部沿竖向设有相并列的两个第四安装板  313，移动板另一侧的中部沿横向设有相并列

的两个第五安装板314，两个第五安装板的连线位于两个第四安装板之间。

[0044] 左右摆动机构包括如图7所示的双向油缸401和第一转轴402，双向油缸横向设置

在移动板上，第一转轴竖向设置在移动板上，双向油缸的缸筒上设有如图17所示的第一安

装架403，第一安装架的内部设有处于绷紧状态的第二链条404；第一转轴上转动设有旋转

架405和连接架406，旋转架包括第一套筒407，第一套筒套设在第一转轴上，第一套筒上设

有如图10所示的推板408和第二链轮409，推板位于第二链轮的上方，第二链轮与第二链条

相匹配；连接架包括两块平行设置的如图11所示的连接板410，两块连接板转动设置在第一

转轴上，第一套筒位于两块连接板之间，两块连接板通过止推板411连接在一起，止推板上

活动设有拨动杆412，拨动杆的一端与推板相接触，拨动杆上位于止推板和推板之间的部分

套设有弹性件413，拨动杆的另一端设有限位件414；上下摆动机构与两块连接板相连接。推

板所在的平面与第一套筒所在的平面相平行；止推板所在的平面与连接板所在的平面相垂

直，止推板所在的平面与推板所在的平面相平行。双向油缸的缸筒上设有如图16所示的第

六安装板415，第一安装架设置在第六安装板上。第一安装架的两端均设有第二调节螺杆

416，第二链条的端部通过销轴与第二调节螺杆相连接。第一安装架包括两块第一侧板417

和两块第一平板418，两块第一侧板相互平行，两块第一平板相互平行，两块第一平板设置

在两块第一侧板之间，两块第一平板均设置在第六安装板上，第二链条绷紧设置在两块第

一平板之间，第二调节螺杆设置在相应的第一侧板上。第一转轴设置在两个第四安装板之

间，第一转轴的端部设有第一卡口419，第四安装板上设有第一卡板420，第一卡板与第一卡

口相匹配。止推板上部的两端均设有第一长条形孔421，第一长条形孔朝向止推板顶部的一

端开口，拨动杆活动设置在第一长条形孔的内部，止推板上位于第一长条形孔的位置设有

限位螺栓422，限位螺栓位于拨动杆的上方，限位件位于第一长条形孔的外部。弹性件为弹

性橡胶垫或压缩弹簧。双向油缸设置在两个第五安装板之间，双向油缸的活塞杆的端部设

置在第五安装板上。第一套筒上套设有支板423，推板设置在支板的一侧。限位件为限位螺

套。

[0045] 上下摆动机构包括并列设置的如图12所示的第一支架501和如图3所示的第二支

架502，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之间设有第一连杆503和如图15所示的第二连杆504，第一连杆

和第二连杆相对于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均为转动设置，第一连杆位于第二连杆的上方，第

一支架和第一连杆之间设有如图5所示的伸缩机构800，伸缩机构相对于第一支架和第一连

杆均为转动设置。伸缩机构包括提升油缸801和鱼眼螺杆802，提升油缸的底座端转动设置

在第一支架上，鱼眼螺杆的鱼眼端转动设置在第一连杆的底部，鱼眼螺杆另一端的内部为

中空的结构，鱼眼螺杆另一端的中空处设有内螺纹803，提升油缸活塞杆的端部螺纹连接在

鱼眼螺杆另一端的中空处，鱼眼螺杆另一端的外壁上设有外螺纹804，鱼眼螺杆另一端的外

壁上螺纹连接有调节套筒805，调节套筒的端部与提升油缸的缸体相对应；角度调节机构转

动设置在第二支架上。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相平行。第一支架与两块连接板相连接，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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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转动设有两个第一轴套505，第二支架上转动设有两个第二轴套506，第二支架上的第

二轴套与第一支架上的第一轴套相对应，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的两端均连接在相应的第一

轴套和第二轴套上。第一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第一支架上；第二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

置在第二支架上。第一支架包括第一U形板507，第一U形板的平面侧设有相平行的第一连板

508和第二连板509，第一连板和第二连板与相应的连接板连接，第一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

置在第一  U形板的U形侧；第二支架包括第二U形板510，第二U形板的平面侧的上部设有如

图13所示的连接轴511，角度调节机构连接在连接轴与第二支架之间，第二轴套通过销轴转

动设置在第二U形板的U形侧。提升油缸的底座端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第一U形板的U形侧，

提升油缸设置在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之间。第二U  形板U形侧的上部设有向上倾斜的腰型

孔512，腰型孔的倾斜方向朝向第一连杆，第一连杆的一端通过第二轴套和销轴的配合活动

设置在腰型孔内。第一连杆包括第一矩管513和设置在第一矩管两端的第一套管  514，第一

连杆两端的第一套管连接在相应的第一轴套和第二轴套上，第一矩管的上部设有两个如图

14所示的锁板515，两个锁板相平行，两个锁板之间转动设有锁块516，锁块上设有锁孔517。

支撑板的上部设有锁杆102，锁杆与支撑板所在的平面相垂直，锁杆的端部设有锁柱103，锁

柱与锁孔相匹配，锁孔的端部设有插孔104。第一矩管的下部设有两个第一耳板518，两个第

一耳板相平行，鱼眼螺杆的鱼眼端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两个第一耳板之间。第二连杆包括

第二矩管519和设置在第二矩管两端的第二套管520。鱼眼螺杆另一端的外壁上螺纹连接有

限位螺母806，限位螺母位于调节套筒的旁边，调节套筒远离限位螺母的一端与提升油缸的

缸体相对应。

[0046] 角度调节机构包括角度调节油缸601和第三安装架602，第三安装架转动设置在第

二支架的下部，角度调节油缸的两端转动连接在第二支架和第三安装架上；清扫机构设置

在第三安装架上。第三安装架包括如图18所示的折弯板603，折弯板的弯折处设有两个筋板

604，两个筋板相平行，一个筋板上设有两个第二耳板605，两个第二耳板相平行，折弯板的

竖直面上设有安装圆孔606和限位圆弧孔607，安装圆孔位于限位圆弧孔的上方，第三安装

架通过安装圆孔与销轴之间的配合与第二支架转动连接，限位圆弧孔通过销轴与第二支架

转动连接，角度调节油缸的一端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两个第二耳板之间。角度调节油缸的

两端均设有第二支耳608，角度调节油缸底座端的第二支耳与连接轴转动连接，角度调节油

缸活塞杆端的第二支耳通过销轴与第二耳板转动连接，角度调节油缸活塞杆端的第二支耳

位于两个第二耳板之间。第三安装架转动设置在第二U形板平面侧的下部。折弯板为L形板。

[0047] 清扫机构包括第二驱动装置701和如图6所示的轴承座总成900，第二驱动装置的

驱动轴转动设置在轴承座总成的内部，轴承座总成设置在第三安装架上，第二驱动装置的

驱动轴端穿过轴承座总成后连接有如图20所示的连接法兰702，连接法兰的底部设有扫盘

703，轴承座总成的外壁上转动设有如图19所示的防撞架704，防撞架上套设有缓冲件705。

折弯板的水平面上设有第四安装孔609，第四安装孔位于两个筋板之间，轴承座总成设置在

第四安装孔内。轴承座总成包括轴承座901，轴承座设置在第四安装孔内，轴承座的内部由

上往下依次设有螺母902、止动垫圈903、第一隔套904、第一轴承905、第二隔套906和第二轴

承907，第一隔套与轴承座的内壁面之间设有第一挡圈908，第二驱动装置设置在轴承座上。

连接法兰包括法兰盘706和设置在法兰盘上的连接轴套707，连接轴套与第二驱动装置的驱

动轴连接，螺母、止动垫圈、第一隔套、第一轴承、第二隔套和第二轴承均套设在连接轴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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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壁面上，螺母与连接轴套的外壁面螺纹连接。轴承座的外壁上设有第三轴承708，轴承座

的外壁上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对应的第二挡圈  709，防撞架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防撞架

上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对应的第三挡圈710。防撞架包括第三轴套711和刚性圈712，第三轴套

套设在第三轴承的外部，第三挡圈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内部，第三轴套通过若干刚性条713与

刚性圈连接在一起，缓冲件设置在刚性圈的外壁面上。缓冲件为充气胎。法兰盘上设有防尘

罩714，防尘罩环绕设置在第三轴套的外部。第二驱动装置为第二液压马达。第三横板的两

端均设有限位块210，限位块同时位于第一导向槽和第二导向槽内。

[004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49] 四个安装杆100通过抱箍107固定在清扫车105车头下部前端的底盘106上，支撑整

个清扫装置，支撑板101通过螺栓固定在安装杆的端部，第一横板201、第二横板202和第三

横板203通过螺栓连接，组成一个H型的导向槽，具体是位于上方的第一导向槽204和位于下

方的第二导向槽205，第一横板作为内板通过螺栓固定在支撑板上，滑块302通过螺栓固定

在第一安装板307上，放入第一导向槽内，能够在第一导向槽内左右滑动，起支撑和导向的

作用，支撑作用起主导作用；三件导向轮305转动安装在安装轴303  上，通过安装槽311和第

四挡圈312的配合作用限制导向轮在安装轴上的轴向移动，三件导向轮滚动设置在第二导

向槽内，起导向作用；卡板209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横板的下部，第一链条206平铺放置在卡

板上，第一链条的两端通过销轴连接在第一调节螺杆208上，第一调节螺杆固定在固定板

207上，两个固定板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横板下部的两端，通过第一调节螺杆可以调整第一

链条的松紧程度；第一链轮306  通过平键固定在第一驱动装置304的的驱动轴上，第一驱动

装置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三安装板309上，第一驱动装置旋转，带动第一链轮旋转，第一链轮

沿着第一链条移动，带动整个移动机构300左右移动，滑块和导向轮一起起支撑和导向作

用，两个限位块210通过螺栓固定在H型滑槽两端，起限位作用。

[0050] 双向油缸401的活塞杆两端通过螺栓固定在两个第五安装板314之间，双向油缸的

缸筒可以左右移动，第一安装架403通过螺栓固定在双向油缸的缸筒上，第二链条404平铺

放置在第一平板418上，通过第二调节螺杆416和销轴连接后又固定在两个第一侧板417上；

第一转轴402固定在两个第四安装板313之间，通过第一卡板420和第一转轴两端第一卡口

419的配合固定在第四安装板上，第二链轮409焊接在第一套筒407上，连同支板423和推板

408一起组成旋转架405，旋转架转动设置在第一转轴402上，可以绕着第一转轴旋转，第二

链轮和第二链条配合；连接架406通过连接板410套在第一转轴上，可以绕着第一转轴旋转，

通过螺栓将第一支架501的第一连板508和第二连板509固定在连接板410上，第一支架实现

随连接架绕第一转轴旋转，两件拨动杆412的一端始终顶住推板408，拨动杆的中部穿上弹

性橡胶垫，拨动杆的另一端放入第一长条形孔421内，通过限位件414拉紧弹性橡胶垫，其中

弹性橡胶垫也可以更换为压缩弹簧，两件限位螺栓422拧入止推板411，限制拨动杆的上下

跳动，双向油缸401向左或向右移动，液压油推动缸筒向左或向右移动，带动第一安装架403

向左或向右移动，从而带动第二链条移动，带动第二链轮旋转，从而带动旋转架围绕第一转

轴旋转，推板旋转推动拨动杆移动压缩弹性橡胶垫，压缩状态的弹性橡胶垫产生推力传递

到止推板上，带动连接架围绕第一转轴旋转，带动第一支架也围绕第一转轴旋转，第一支架

旋转，从而带动整个扫盘703旋转，旋转角度可以达到180度，进而使得整个扫盘具有较大的

清扫的作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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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第一连杆503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轴套505上，第一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置

在第一U形板507  上，第一连杆的另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二轴套506上，第二轴套通过销

轴转动设置在第二支架502的第二U形板510上，第二连杆504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轴

套上，第一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第一U  形板上，第二连杆的另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

二轴套上，第二轴套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第二支架的第二U  形板上，第一支架501、第二支

架502、第一连杆503和第二连杆504组成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平行四连杆结构，实现整个扫

盘的上下运动；提升油缸801的底座端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第一U形板上，提升油缸的活塞

杆端旋入鱼眼螺杆802中空结构处内螺纹803，鱼眼螺杆的鱼眼端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两个

第一耳板518之间，调节套筒805旋入鱼眼螺杆外壁上的外螺纹804，鱼眼螺杆外壁上的外螺

纹处还安装有限位螺母806，能够防止调节套筒因意外在鱼眼螺杆上发生微小的移动；当清

扫装置作业时，提升油缸801的活塞杆缩短，带动四连杆结构向下，调节套筒的端部顶住提

升油缸的缸筒，四连杆结构停止向下，随着扫盘703上刷毛的磨损，需要调整刷毛的触地压

力，这时只需松动限位螺母806，再转动调整调节套筒，使得调节套筒远离提升油缸的缸筒，

这样四连杆结构就可以继续向下移动了，轻松实现刷毛触底压力调整，作业时，提升油缸

801通过液压锁锁止，始终保持压力，可以保证快速作业时扫盘不跳动，提高清扫效率，停止

工作时，只需将提升油缸的活塞杆伸长，就可以带动平行四连杆结构向上。

[0052] 角度调节油缸601上端的第二支耳608固定在连接轴511上，可以绕着连接轴转动，

角度调节油缸下端的第二支耳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两个第二耳板605之间，第三安装架602

通过安装圆孔606和限位圆弧孔607转动安装在第二支架502上，限位圆弧孔设置在安装圆

孔的下方，安装圆孔通过销轴与第二支架转动连接，限位圆弧孔通过销轴与第二支架转动

连接，限位圆弧孔对第三安装架的转动角度进行了限定，第三安装架可以相对于第二支架

左右转动，角度调节油缸的活塞杆缩回和伸长时，第三安装架便可以相对于第二支架左右

转动，实现扫盘703的角度调整，以便实现清扫装置左右扫时，调整扫盘的外倾角。

[0053] 轴承座901通过螺栓固定在折弯板603上，连接法兰702上的连接轴套707、第一轴

承905、第二轴承907、第一隔套904、第二隔套906、螺母902、止动垫圈903和第一挡圈908组

成轴承座总成900，连接法兰702安装在轴承座总成900的内部，可以旋转，同时不会脱落，第

二驱动装置701通过螺栓固定在轴承座901上，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插入连接轴套内，通

过平键连接，在轴承座总成的作用下，连接法兰及其连接在连接法兰上的扫盘，不会对第二

驱动装置的驱动轴产生向下的拉动作用力，使得第二驱动装置只需要提供转动驱动力就好

了，不会再承受额外的负载，使用寿命不会受到影响；扫盘703通过螺栓固定在法兰盘706

上，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时，驱动连接法兰旋转，从而带动扫盘旋

转，第二驱动装置只负责驱动旋转，不承受其他负载，有效保护了第二驱动装置。

[0054] 防撞架704通过第三轴承708、第二挡圈709和第三挡圈710转动设置在轴承座901

的外壁上，充气胎安装在刚性圈712上，其中的刚性圈为钢圈，充气胎的直径大于扫盘的直

径；清扫装置作业时，障碍物碰到充气胎，力传递到第一支架501，带动连接架406绕第一转

轴402旋转，连接架旋转时，进一步压缩旋转方向的弹性橡胶垫，从而越过障碍物，当越过障

碍物时，因两件拨动杆412上的弹性橡胶垫压力不一样，旋转方向受压的弹性橡胶垫推动连

接架406绕第一转轴402反向旋转，从而带动整个清扫装置自动复位；因防撞架704可以绕轴

承座901旋转，避障的时候可以有效保护充气胎。防尘罩714固定在法兰盘706  上，包裹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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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轴套707外，当路面上的细长绳条爬上扫盘703时，围绕防尘罩714旋转，缠绕在防尘罩外

侧，不会缠绕在连接轴套707上，不会卡死连接法兰702，不会憋坏第二驱动装置。

[0055] 锁块516通过销轴转动设置在两块锁板515之间，锁杆102通过螺栓固定在支撑板

101上，当整个清扫装置收回时，锁杆上的锁柱103插入锁块上的锁孔517，在使用插销插入

插孔104，锁定和支撑整个清扫装置，在运输过程中保障安全。

[0056] 通过清扫车105驾驶室内的对应开关可以控制第一驱动装置304、第二驱动装置

701、双向油缸401、角度调节油缸601和提升油缸801的开和关。图22表示出的是扫盘703分

别在清扫车105最左端和最右端时的假想模拟图，其实扫盘是只有一个，只能是要么是在清

扫车最左端，要么是在清扫车最右端，图中的第一距离108表示的是扫盘可以左右移动的最

大清扫距离范围。图23表示出的是扫盘703在清扫车105  最左端或最右端其中一端时的假

想模拟图，其实扫盘是只有一个，只能是要么是在清扫车最左端，要么是在清扫车最右端，

图中的第二距离109表示的是扫盘在其中一端时静止不动时可以左右摆动移动的最大清扫

距离范围。本实用新型使用在清扫车、洗扫车或吸尘车等专用设备上。

[0057]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导向机构200和移动机构300，其中移

动机构能够与导向机构相配合，使得移动机构能够在导向机构内稳定的滑动，进而使得清

扫装置中的扫盘703在移动机构的带动下，能对道路的左右两侧同时进行清扫，具有了较宽

的清扫范围，也具有了稳定性较好的特点；(2)  通过在移动机构上连接左右摆动机构400，

在左右摆动机构的带动下，使得扫盘703具有了更宽的清扫范围；在扫盘碰到障碍物时，在

左右摆动机构的作用下，扫盘能够进行相应的摆动，进而能够避开障碍物，当扫盘躲避障碍

物之后，左右摆动机构有能够使得扫盘恢复到起初的清扫位置，具有了灵活性较好的特点，

前置清扫装置或障碍物也不容易因碰撞而被损坏；左右摆动机构400的设置，使得清扫装置

中无需使用太长的四连杆结构，避免了清扫车在快速作业时安全隐患的存在；(3)通过在左

右摆动机构400上连接上下摆动机构500，当扫盘上刷毛被不断磨损，扫盘与清扫地面之间

的压力变小，需要调整扫盘与清扫地面之间压力的时候，通过上下摆动机构能够实现扫盘

与清扫地面之间压力的微小精确调节，使得扫盘与清扫地面之间的压力合适，保证扫盘良

好的清扫效果，具有了压力调整精确性较好的特点；(4)通过在上下摆动机构500上又连接

角度调节机构600，使得扫盘703与地面之间的角度可以调节，即使遇到倾斜底面，或者是地

面的凹坑处时，通过角度调节机构的角度调节，扫盘也能够清扫到相应的地面，灵活性较

好；(5)  第一横板201、第二横板202和第三横板203连接后构成一个H的形状，自然的形成了

上下的第一导向槽  204和第二导向槽205，结构简单，为前置清扫装置较宽的清扫范围，提

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起到了支撑和导向的作用，便于扫盘703的大范围移动，稳定性较好；

处于绷紧状态的第一链条206也间接的为扫盘的大范围移动，起到了导向基础和动力传输

基础；第一调节螺杆208能够根据需要对第一链条的松紧程度进行调整，便于第一链条导向

基础和动力传输基础功能的稳定和良好实现；卡板209能够防止第一链条由于自身的重量

而自然下垂，能够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减少了第一链条对两端第一调节螺杆的拉伸作用

力，使得第一链条只提供水平方向导向基础和动力传输基础功能的稳定和良好实现；L形的

固定板207既便于加工和制造，也便于与第一横板201之间的连接，和第一调节螺杆208的安

装；

[0058] (6)滑块302是与第一导向槽204相配合滑动设置，起到了较好的支撑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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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到的是支撑作用；安装轴303比较好是有2～6个，最好是有3～5个，安装轴和导向轮

305与第二导向槽205相配合滚动设置，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第一链轮306与第一链条

206相配合，起到对第一驱动装置304  动力的稳定传导，使得移动机构300能够根据需要在

导向机构200内左右移动，使得扫盘703的大范围清扫的效果能够稳定的实现；第一安装板

307、第二安装板308和第三安装板309的设置，相对应的为滑块  302、安装轴303和第一驱动

装置304提供了良好的安装环境，使得滑块、安装轴和第一驱动装置的相应功能能够稳定实

现；安装槽311和第四挡圈312的配合设置，使得导向轮在安装轴上能够安装和转动稳定，有

效的防止了导向轮在安装轴上的滑动；第一液压马达技术成熟，价格低廉，驱动也较为稳

定；两个第四安装板313和两个第五安装板314具体位置的设定，为左右摆动机构400提供了

较好的安装位置，便于左右摆动机构的稳固安装；(7)双向油缸401的设置，能够带动第二链

条404左右移动，第二链条在带动第二链轮409转动，进而能够实现旋转架405在第一转轴

402上的转动，旋转架在推板408和两个拨动杆412 的作用下，又能够使得连接架406相对于

第一转轴402转动，在双向油缸的带动下，旋转架能够实现180  度的旋转，连接架能够实现

180度的旋转，进而使得扫盘也能够实现180度范围内的清扫作业，具有了更大的清扫范围；

(8)两个拨动杆412上弹性件413的设置，使得扫盘与障碍物发生碰撞时，能够进行躲避，当

扫盘避开障碍物之后，在两个弹性件恢复相互平衡弹性作用力的时候，扫盘又能够恢复到

原来的清扫位置继续进行清扫作用，灵活性较好，避免了扫盘与障碍物之间的刚性碰撞，防

止了前置清扫装置或障碍物的损坏；(9)具体平行和垂直的设置，能够更好的将双向油缸的

作用力，通过旋转架405后传递给连接架406，最终是为了扫盘180度清扫作业范围良好实

现；第六安装板415使得第一安装架403能够稳固的安装在双向油缸401的缸筒上，进而使得

第一安装架能够良好的接受双向油缸的缸筒带来的左右移动作用力；第二调节螺杆416能

够根据需要对第二链条404的松紧程度进行调整，便于第二链条向第二链轮提供稳定的作

用力，能够稳定的驱动第二链轮旋转；(10)两块第一侧板417和两块第一平板418构成的第

一安装架403结构简单，一块第一平板实现了与第六安装板415之间的稳定安装；下部的第

一平板也实现了对第二链条的支撑，防止了第二链条由于自身的重量而自然下垂，减少了

第二链条对两端第二调节螺杆的拉伸作用力，使得第一链条只提供水平方向对第二链轮的

传动作用的良好实现；两块第一侧板为第二调节螺杆提供了稳固的安装位置；整个第一安

装架403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结构设计合理，发挥的作用较多；第一卡口419和第一卡板420

之间的配合设置，使得第一转轴402只起到支撑和活动连接的作用，不会因为第一转轴转动

而影响旋转架405和连接架406之间作用力的传递；

[0059] (11)一端开口的第一长条形孔421的设置，便于拨动杆412的安装和拆卸，也便于

限位螺栓422对拨动杆具体限定作用的观察；限位螺栓的设置能够防止拨动杆在第一长条

形孔不会跳动，使得拨动杆只能在水平方向来回进行有限的往复活动，不会在竖直方向上

发生互动，保证了拨动杆工作的稳定性；弹性橡胶垫或压缩弹簧构成的弹性件413，不久结

构简单，成本低廉，而且形变的恢复性能较好，性价比较高；弹性件使得拨动杆能够始终顶

在推板408上；两个第五安装板314为双向油缸401的水平安装提供了较好的安装条件；支板

423的设置使得推板408不必紧贴着设置在第一套筒407上，使得推板能够更好的为拨动杆

提供作用力；限位螺套的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也能够起到良好的限定作用，使得拨动杆412

能够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限定在推板408和止推板411之间；(12)第一支架501、第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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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第一连杆503  和第二连杆504构成一个可以上下摆动的平行四连杆结构，第一支架和

第一连杆之间伸缩机构800的设置，能够对平行四连杆结构的上下摆动进行精确调节，进而

当扫盘703上的刷毛被磨损，需要调整扫盘与地面之间的清扫压力时，能够精确的调整扫盘

的触地压力；(13)通过提升油缸801带动鱼眼螺杆802活动，进而能够带动平行四连杆结构

上下大幅度的活动，通过在鱼眼螺杆端部的中空处设置内螺纹803，使得提升油缸的活塞杆

螺纹连接在鱼眼螺杆端部的中空处，又在鱼眼螺杆端部的外壁上设置外螺纹804，鱼眼螺杆

端部的外螺纹处设置调节套筒805，调节套筒的端部与提升油缸的缸体相对应，通过调节套

筒在鱼眼螺杆上的调节，可以在小幅度的范围内精确的调整扫盘703的触地压力，使得扫盘

触地压力调节的精确性较好；(14)使得整个平行四连杆结构的上下活动效果更好；两个第

一轴套505和两个第二轴套506的设置，使得整个平行四连杆结构的上下活动更为灵活；销

轴连接，使得安装和拆卸均较为方便，同时也能具有良好的转动效果；第一支架501的结构

设计，在组成平行四连杆结构的同时，也能实现与左右摆动机构400 的良好连接；第二支架

502的结构设计，在组成平行四连杆结构的同时，也能实现与角度调节机构600的良好连接；

销轴连接，使得安装和拆卸均较为方便，同时也能具有良好的转动效果；提升油缸801能够

为平行四连杆结构的上下摆动提供稳定的动力；向上倾斜的腰型孔512的设置，使得在提升

油缸的拉动或者推动作用下，第一连杆503的一端能够在腰型孔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有了一

个过渡距离，使得平行四连杆结构在上下移动时具有了更好的灵活性，使得平行四连杆结

构不会由于连接太死板，而在提升油缸的推拉作用力下因刚性太强而损坏；(15)第一矩管

513的截面为矩形结构，便于加工制造；第一套管514便于第一连杆503与相应第一轴套505

和第二轴套506之间的连接；锁板515、锁块516和锁孔517的设置，使得整个前置清扫装置在

收回时能够被锁定在清扫车105的车头上，在行走过程中保证安全；锁柱103能够与锁块上

的锁孔相配合，实现整个前置清扫装置在收回在清扫车车头上的锁定；锁杆102能够为固定

在清扫车车头上的整个装置提供支撑；两个第一耳板518能够与鱼眼螺杆802的鱼眼端进行

良好的连接，在对鱼眼螺杆的鱼眼端进行连接的同时，有不会影响鱼眼螺杆鱼眼端的转动；

第二矩管519的截面为矩形结构，便于加工制造；第二套管520便于第二连杆504与相应第一

轴套和第二轴套之间的连接；限位螺母806 能够对调节套筒805在鱼眼螺杆802上的移动进

行限定，能够较好的防止调节套筒在鱼眼螺杆上，因意外而发生微小的移动，彻底保证扫盘

与地面之间具有较好的触地压力；

[0060] (16)角度调节油缸601驱动第三安装架602在第二支架502的下部进行合适的转

动，使得扫盘703  能够根据具体的路面情况调整清扫状态，能够同时对倾斜地面或者凹坑

进行清扫，具有了较好的灵活性；两个筋板604一方面能够增加折弯板603的强度，另一方面

能够为两个第二耳板605提供合适的安装位置，安装圆孔606通过销轴与第二支架转动连

接，便于第三安装架能够根据角度调节油缸的作用进行合适转动，进而实现对扫盘的角度

调节，限位圆弧孔607通过销轴与第二支架502转动连接，又能够对转盘的角度调节进行一

定的限定，使得只能在限位圆弧孔限定的范围内进行角度的调节，不会因角度调节油缸对

扫盘无限制的角度调节，而影响到扫盘的具体工作，具有了一定的适度性；第二支耳608能

够实现角度调节油缸  601与第二支架502和第三安装架602之间良好的转动连接；能够在角

度调节油缸的作用下进行灵活的转动，良好的实现扫盘703角度调节的功能；L形的折弯板

603既能够实现折弯板与第二支架502之间良好的转动连接，有能够实现对清扫机构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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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17)通过设置轴承座总成900，使得第二驱动装置701  固定在轴承座总成上，其中连

接扫盘703的连接法兰702也是安装在轴承座总成900上，第二驱动装置的驱动轴对扫盘只

是提供转动的驱动力，不会再承担扫盘额外的自身重力，从而保证了第二驱动装置具有良

好的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防撞架704上套设缓冲件705，当扫盘703遇到障碍物时，

缓冲件能够减小防撞架与障碍物之间的刚性作用力，在缓冲件的作用下，扫盘也可以避开

障碍物，缓冲件使得扫盘和障碍物均不会因刚性碰撞而损坏；(18)第四安装孔609能够为轴

承座总成900提供一个稳固的安装位置；螺母902使得连接法兰702稳固的连接在轴承座901

的内部，保证连接法兰不会对第二驱动装置701的驱动轴产生额外向下的作用力；第一隔套

904将螺母902和第一轴承905隔开，有效的防止了螺母在随连接法兰702转动的时候会继续

向下滑动，对第一轴承的工作产生影响；止动垫圈903能够防止螺母在随着连接法兰702一

起转动的时候带动第一隔套904一起转动；第二隔套906将第一轴承905和第二轴承907分隔

开，使得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之间的距离固定，不会发生相对的移动；第二轴承也是为了能

够实现连接法兰702随第二驱动装置701的驱动轴的稳定转动；第一挡圈908能够防止第一

轴承905发生向上移动；  (19)连接轴套707能够实现与第二驱动装置701驱动轴的稳定连

接，法兰盘706为扫盘703的安装提供了较好的安装位置；第三轴承708使得防撞架704相对

于轴承座901能够灵活转动，进而使得扫盘能够较好的避开障碍物；第二挡圈709能够防止

第三轴承在述轴承座上发生向下滑动；第三挡圈710能够防止防撞架704在第三轴承发生向

下滑动，保证防撞架与第三轴承之间连接的相对稳定性；第三轴套711能够实现防撞架704

与第三轴承708之间的稳定连接；刚性圈712和刚性条713使得整个防撞架704的结构更为坚

固，刚性圈也为缓冲件705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安装位置；充气胎构成的缓冲件，缓冲效果较

好；防尘罩  714能够有效的防止细小绳条缠绕在连接法兰702上，不会影响到第二驱动装置

701驱动轴的旋转，更不会存在驱动轴直接无法旋转，使得第二驱动装置损坏的问题发生；

第二液压马达技术成熟，价格低廉，驱动也较为稳定；限位块210使得滑块302和导向轮305

均只能在对应的第一导向槽204和第二导向槽505 内来回进行运动，保证整个移动机构300

工作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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