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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基轮胎转运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的宽基轮胎转运装置涉及轮胎制造

技术领域，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包括胎胚扩张装

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置、控制装置，与现有

技术相比，通过两个液压缸与胎胚扩张装置铰

接，能够更稳定地将胎胚扩张装置从竖直状态调

整为水平状态，同时液压缸与提升装置的固定支

架连接，固定支架与胎胚扩张装置的线段铰接，

如此三个位置的连接点能够使提升装置与胎胚

扩张装置的连接更加可靠。丝杠设置在固定支架

上，通过伺服电机与丝杠的配合，能够使提升装

置在水平移动装置上沿着竖直方向稳定移动。从

而能够稳定的将胎胚提升后再调整胎胚的方向，

然后通过水平移动装置将胎胚转移至预定位置

处的转运小车上，这一过程不会使胎胚受力不均

或受外界碰撞而发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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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置、

控制装置，所述胎胚扩张装置的上端与提升装置的下端铰接，提升装置的上端与水平移动

装置固定连接，以使水平移动装置带动提升装置水平移动，控制装置与胎胚扩张装置、提升

装置、水平移动装置电性连接，以控制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置的运行，所述

提升装置包括固定支架、液压系统、丝杠、传动齿轮、驱动齿轮、伺服电机，所述固定支架的

下端与胎胚扩张装置的上端的中部铰接，液压系统设有两个液压缸，液压缸分别位于固定

支架的两侧，液压缸的伸缩轴位于液压缸的下端，且液压缸的上端与固定支架铰接，液压缸

的伸缩轴与胎胚扩张装置的上端的前侧铰接，液压缸的伸缩轴收缩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

张装置与提升装置相垂直，且胎胚扩张装置位于水平方向，以便于接取和固定轮胎，液压缸

的伸缩轴伸长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张装置与提升装置的夹角为平角，以便于放置轮胎，丝

杠位于固定支架的中轴线上，丝杠的顶端与水平移动装置套设连接，以对丝杠进行限位，丝

杠的中部与水平移动装置螺纹连接，相应的，水平移动机构上设有与丝杆相配合的设有内

螺纹的套筒，丝杠的下端与固定支架通过万向节连接，以在丝杠转动时带动固定支架在竖

直方向上移动，丝杠的中部与传动齿轮套设连接，且传动齿轮设有内螺纹孔，以使丝杠与传

动齿轮螺纹连接，传动齿轮与驱动齿轮啮合连接，驱动齿轮套设在伺服电机的转轴上，伺服

电机与水平移动装置的上端固定连接，伺服电机转动时，带动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丝杠

转动，进而使固定支架相对于水平移动装置在竖直方向上移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移动装置包括水平移

动支架、驱动电机、行走齿轮、水平导轨，所述水平移动支架上设有套筒，套筒内设有内螺

纹，以使套筒与丝杠螺纹连接，水平移动支架的上端与驱动电机固定连接，驱动电机的转轴

与行走齿轮连接，行走齿轮位于水平导轨上，水平导轨上设有与行走齿轮相配合的齿条，以

在驱动电机的带动下，使行走齿轮沿着水平导轨移动，从而带动水平移动支架在水平方向

上移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竖

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所述竖直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移动支架上，水平

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导轨上，控制器与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电性连

接，竖直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装置的上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

器，水平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水平移动装置的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

器，控制器还与胎胚扩张装置、液压系统的液压泵和电磁阀、伺服电机和驱动电机电性连

接，以通过竖直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装置的上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以及水平

移动装置的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控制胎胚扩张装置、液压系统、伺服电机和驱动

电机的运行。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607188 B

2



宽基轮胎转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轮胎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宽基轮胎转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宽基胎的主要特征是扁平、无内胎、宽轮辋，在车辆上宽基轮胎单个轮胎代替普通

轮胎的并组双胎。相对于普通轮胎，宽基轮胎滚动阻力更小，比并组双胎重量更轻，从而可

以达到节约燃油的目的同时，宽基胎比并组双胎更为稳定，可以更好的保证驾驶安全性。宽

带轮胎的断面较宽，单个轮胎的重量比传统的单个轮胎重，单个胎胚的重量也比传统的胎

胚的重量大。宽基轮胎的胎胚在加工好之后需要通过转运小车运送到下一工序进行加工，

这一过程需要先将胎胚放置到转运小车上。上一道工序加工出的胎胚是胎面朝下的，放置

到转运小车上时，胎胚的胎侧是朝下的，也就是说在往转运小车上转移时，需要调整胎胚的

角度，在转运过程中胎胚不能够发生挤压、碰撞等问题，否则会使胎胚发生变形。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稳定搬运宽基轮胎的不会使轮胎发生变形的宽基

轮胎转运装置。

[0004] 一种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包括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置、控制装置，

所述胎胚扩张装置的上端与提升装置的下端铰接，提升装置的上端与水平移动装置固定连

接，以使水平移动装置带动提升装置水平移动，控制装置与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

移动装置电性连接，以控制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置的运行，所述提升装置

包括固定支架、液压系统、丝杠、传动齿轮、驱动齿轮、伺服电机，所述固定支架的下端与胎

胚扩张装置的上端的中部铰接，液压系统设有两个液压缸，液压缸分别位于固定支架的两

侧，液压缸的伸缩轴位于液压缸的下端，且液压缸的上端与固定支架铰接，液压缸的伸缩轴

与胎胚扩张装置的上端的前侧铰接，液压缸的伸缩轴收缩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张装置与

提升装置相垂直，且胎胚扩张装置位于水平方向，以便于接取和固定轮胎，液压缸的伸缩轴

伸长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张装置与提升装置的夹角为平角，以便于放置轮胎，丝杠位于固

定支架的中轴线上，丝杠的顶端与水平移动装置套设连接，以对丝杠进行限位，丝杠的中部

与水平移动装置螺纹连接，相应的，水平移动机构上设有与丝杆相配合的设有内螺纹的套

筒，丝杠的下端与固定支架通过万向节连接，以在丝杠转动时带动固定支架在竖直方向上

移动，丝杠的中部与传动齿轮套设连接，且传动齿轮设有内螺纹孔，以使丝杠与传动齿轮螺

纹连接，传动齿轮与驱动齿轮啮合连接，驱动齿轮套设在伺服电机的转轴上，伺服电机与水

平移动装置的上端固定连接，伺服电机转动时，带动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丝杠转动，进

而使固定支架相对于水平移动装置在竖直方向上移动。

[0005] 优选的，所述水平移动装置包括水平移动支架、驱动电机、行走齿轮、水平导轨，所

述水平移动支架上设有套筒，套筒内设有内螺纹，以使套筒与丝杠螺纹连接，水平移动支架

的上端与驱动电机固定连接，驱动电机的转轴与行走齿轮连接，行走齿轮位于水平导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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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导轨上设有与行走齿轮相配合的齿条，以在驱动电机的带动下，使行走齿轮沿着水平

导轨移动，从而带动水平移动支架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0006]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所述

竖直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移动支架上，水平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导轨上，控制器

与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电性连接，竖直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装置的上

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器，水平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水平移动装置的

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还与胎胚扩张装置、液压系统的液

压泵和电磁阀、伺服电机和驱动电机电性连接，以通过竖直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装置的

上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以及水平移动装置的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控

制胎胚扩张装置、液压系统、伺服电机和驱动电机的运行。

[0007]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宽基轮胎转运装置包括胎胚扩张装置、提升装置、水平移动装

置、控制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两个液压缸与胎胚扩张装置铰接，能够更稳定地将胎

胚扩张装置从竖直状态调整为水平状态，同时液压缸与提升装置的固定支架连接，固定支

架与胎胚扩张装置的线段铰接，如此三个位置的连接点能够使提升装置与胎胚扩张装置的

连接更加可靠。丝杠设置在固定支架上，通过伺服电机与丝杠的配合，能够使提升装置在水

平移动装置上沿着竖直方向稳定移动。从而能够稳定的将胎胚提升后再调整胎胚的方向，

然后通过水平移动装置将胎胚转移至预定位置处的转运小车上，这一过程不会使胎胚受力

不均或受外界碰撞而发生变形。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宽基轮胎转运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侧视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的胎胚扩张装置在水平状态时与提升装置的连接关系图。

[0011] 图中：宽基轮胎转运装置10、胎胚扩张装置20、提升装置30、固定支架301、液压系

统302、丝杠303、传动齿轮304、驱动齿轮305、伺服电机306、水平移动装置40、水平移动支架

401、驱动电机402、行走齿轮403、水平导轨404、胎胚50。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请参看图1至图3，一种宽基轮胎转运装置10包括胎胚扩张装置20、提升装置30、水

平移动装置40、控制装置，所述胎胚扩张装置20的上端与提升装置30的下端铰接，提升装置

30的上端与水平移动装置40固定连接，以使水平移动装置40带动提升装置30水平移动，控

制装置与胎胚扩张装置20、提升装置30、水平移动装置40电性连接，以控制胎胚扩张装置

20、提升装置30、水平移动装置40的运行，所述提升装置30包括固定支架301、液压系统302、

丝杠303、传动齿轮304、驱动齿轮305、伺服电机306，所述固定支架301的下端与胎胚扩张装

置20的上端的中部铰接，液压系统302设有两个液压缸，液压缸分别位于固定支架301的两

侧，液压缸的伸缩轴位于液压缸的下端，且液压缸的上端与固定支架301铰接，液压缸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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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轴与胎胚扩张装置20的上端的前侧铰接，液压缸的伸缩轴收缩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张

装置20与提升装置30  相垂直，且胎胚扩张装置20位于水平方向，以便于接取和固定轮胎，

液压缸的伸缩轴伸长到预定位置时，胎胚扩张装置20与提升装置30的夹角为平角，以便于

放置轮胎，丝杠303位于固定支架301的中轴线上，丝杠303的顶端与水平移动装置40套设连

接，以对丝杠303进行限位，丝杠303的中部与水平移动装置40螺纹连接，相应的，水平移动

机构上设有与丝杆相配合的设有内螺纹的套筒，丝杠303的下端与固定支架301通过万向节

连接，以在丝杠303转动时带动固定支架301在竖直方向上移动，丝杠303的中部与传动齿轮

304套设连接，且传动齿轮304设有内螺纹孔，以使丝杠303与传动齿轮304螺纹连接，传动齿

轮304与驱动齿轮305啮合连接，驱动齿轮305套设在伺服电机306的转轴上，伺服电机306与

水平移动装置40的上端固定连接，伺服电机306转动时，带动驱动齿轮305转动，从而带动丝

杠303转动，进而使固定支架301相对于水平移动装置40在竖直方向上移动。

[0014] 所述胎胚扩张装置20为现有技术常见的固定胎胚50的卡具。例如，一种胎胚扩张

装置20包括底座、固定鼓板、两个活动鼓板，底座上设有三个导轨槽，三个导轨槽的夹角互

为120度，固定鼓板和两个活动鼓板分别位于三个导轨槽中，固定鼓板事先调整好位置并固

定在导轨槽中，活动鼓板可通过气缸等方式在导轨槽内移动。开始阶段，固定鼓板、活动鼓

板呈现收缩状态，胎胚50能够从外界套设到固定鼓板和活动鼓板构成的柱状体内。当需要

固定胎胚50时，活动鼓板向外移动，使固定鼓板、活动鼓板构成等边三棱柱的轮廓，能够稳

定支撑胎胚50，不会使胎胚50受力不均而变形，并将胎胚50卡住。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水平移动装置40包括水平移动支架401、驱动电机402、行走齿轮

403、水平导轨404，所述水平移动支架401上设有套筒，套筒内设有内螺纹，以使套筒与丝杠

303螺纹连接，水平移动支架401的上端与驱动电机  402固定连接，驱动电机402的转轴与行

走齿轮403连接，行走齿轮403位于水平导轨404上，水平导轨404上设有与行走齿轮403相配

合的齿条，以在驱动电机402的带动下，使行走齿轮403沿着水平导轨404移动，从而带动水

平移动支架401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0016] 行走齿轮403在水平导轨404上移动时，因为宽基轮胎转运装置10的重心位于水平

导轨404的下方，且偏向一侧，造成重心不稳。为了使宽基轮胎转运装置10不发生倾倒，可通

过一些常规手段使装置的重心稳定，例如采用卡具的方式稳定重心，具体为卡具套设在水

平导轨404上，卡具的一端与水平一定装置固定连接。再例如，可以设置两条平行导轨，使宽

基轮胎转运装置10的两侧在平行导轨上移动，从而稳定重心。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所

述竖直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移动支架401上，水平位移行程开关设置在水平导轨404

上，控制器与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水平位移行程开关电性连接，竖直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

装置30的上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器，水平位移行程开关采集水平

移动装置40的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并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还与胎胚扩张装置

20、液压系统302的液压泵和电磁阀、伺服电机306和驱动电机402电性连接，以通过竖直位

移行程开关采集提升装置30的上终点位置信息和下终点位置信息以及水平移动装置40 的

起始位置信息和返程位置信息控制胎胚扩张装置20、液压系统302、伺服电机306和驱动电

机402的运行。

[0018] 在一较佳实施方式中，所述控制装置的控制过程如下：开始时，胎胚扩张装置2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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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平状态，将胎胚50套设在胎胚扩张装置20上，控制装置启动胎胚扩张装置20，使胎胚扩

张装置20上的鼓板沿径向向外移动将胎胚50固定，然后控制器启动伺服电机306，使提升装

置30的固定支架301向上运动，从而使胎胚扩张装置20远离地面。在这一过程中，控制器还

控制液压系统302的电磁阀和液压泵，使液压缸的伸缩轴伸长，从而带动胎胚扩张装置20向

下转动，直至胎胚50的轴线垂直于地面，即胎胚扩张装置20与固定支架301的角度为平角。

当提升机构提升到上终点位置触发竖直位移行程开关时，控制器控制驱动电机402使水平

移动机构在水平方向上移动，直至到达返程位置触发水平位移行程开关时，控制器控制伺

服电机306使提升装置30的固定支架301向下移动，当提升装置30下降到下终点位置触发竖

向位移行程开关时，胎胚50的胎侧与转运小车的支撑部接触，控制器控制胎胚扩张装置20

上的鼓板沿径向向内移动将胎胚50松开，使胎胚50自然放置在转运小车上。鼓板沿径向向

内移动至预定位置后，控制器控制提升装置30向上移动至上终点位置触发竖向位移行程开

关，控制器控制驱动电机402使水平移动装置40返程到达起始位置触发水平移动行程开关，

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306使提升装置30下降，并控制液压系统302的电磁阀和液压泵使液压

缸收缩，从而带动胎胚扩张装置20转动到水平位置，一个工作流程结束。在一较佳实施方式

中，全程的控制方式为PLC控制，即控制器为可编程控制器。

[0019]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发明权利要

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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