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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装一体式除雪车主要由铲抛式除雪机、输

送机和底盘车辆组成，能够将积雪从路面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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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铲装一体式除雪车，主要由铲抛式除雪机（101）、输送机（5）和底盘车辆组成，其特征

是：输送机（5）安装在铲抛式除雪机（101）前面，输送机（5）的进料口靠近铲抛式除雪机

（101）；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工作原理是：由雪铲（2）将路面积雪铲起，由叶轮（1）将夹在前

面板（201）和叶轮（1）之间的积雪向前方抛出到输送机（5）的进料口，输送机（5）将铲抛式除

雪机（101）抛送过来的积雪输送到装载积雪的车辆车厢里，铲抛式除雪机（101）主要由叶轮

（1）和雪铲（2）组成，叶轮（1）安装在雪铲（2）前面，前面板（201）的上沿（202）为叶轮（1）喷出

积雪的出口；输送机（5）是指沿着一定的线路搬运或输送散状物料的机械装置，至少包括以

下类型的机械装置：第一种：带式输送机；第二种：链式输送机；第三种：提升式输送机；第四

种：绞龙式输送机；第五种：辊式输送机；第六种：以空气或水力这些流体的能量，通过设备

管路输送物料的输送机；第七种：振动输送机；第八种：气垫输送机；第九种：分拣输送机；第

十种：离心式抛雪机；第十一种：铲抛式除雪机（101）；第十二种：滚刷（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以需要进行除雪作业行进的方

向为前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当观察者站在所述的铲装一体

式除雪机的左侧，观察者的左手方向为前方时，叶轮（1）的旋向为逆时针旋转，滚刷（4）为顺

时针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雪铲的前面板（201）的竖直截

面靠近叶轮（1）的一侧为凹型；雪铲（2）具有避障装置，避障装置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第一

种：铲刃（203）翻转法避障：即雪铲（2）的前面板（201）在水平方向上至少分成上下两段，上

下两段铰接在一起，用弹簧控制上下段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化，当遇到路面障碍物时，接近路

面的下段发生向后的翻转，从而越过障碍物；第二种：整体翻转避障：前面板（201）遇到障碍

物时，下部整体发生向后翻转，从而越过障碍物；叶轮（1）的作用是使雪离心抛出，叶轮（1）

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的结构：第一种：在轴上安装绞龙叶片组成的绞龙式叶轮（103），

这种叶轮具有离心抛雪和在轴向上使雪移位的双重作用；第二种：在轴上安装若干叶片组

成离心式叶轮（104）；第三种：在轴的一部分安装绞龙叶片，另一部分安装叶片组成组合式

叶轮（10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铲抛式除雪机（101）的雪铲（2）

工作时下部铲刃（203）接触路面，输送机（5）的底部工作时与路面有一定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至少

有如下几种安装方式：第一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前部；第二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后部；第

三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中部；第四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侧面，底盘车辆是指能够自行移

动的机械，至少包括：载货汽车底盘、载客汽车底盘、专用汽车底盘、装载机、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其特征是：输送机（5）至少包括的十二种

形式解释如下：第一种：带式输送机：它是根据摩擦传动原理，由传动滚筒带动输送带运送

物料的；主要由橡胶输送带、滚筒、托辊、驱动装置、张紧装置、输送带清理器、送料器、卸料

器组成；第二种：链式输送机，即采用链条来传动，从而达到输送物料的目的：链式输送机至

少包括平板式输送机、鳞板式输送机、盘式输送机、斗式输送机、滚柱链式输送机、弯曲输送

机、刮板式输送机、埋刮式输送机、悬挂式输送机、推式输送机；第三种：提升式输送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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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散状物料封闭式提升机、件货输送提升机两种类型；其结构主要由主动链轮、从动链

轮、链条、支架或托盘或平板、张紧装置组成；第四种：绞龙式输送机；第五种：辊式输送机：

辊式输送机是应用滚柱原理最简单的输送机，把辊子排列安装在框架上就构成辊式输送

机；第六种：以空气或水力这些流体的能量，通过设备管路输送物料的输送机；第七种：振动

输送机：振动输送机分为水平式、螺旋式、垂直式3种类型，振动输送机是利用振动机械所产

生的振幅来输送；第八种：气垫输送机；第九种：分拣输送机；第十种：离心式抛雪机：包括抛

雪机叶轮、叶轮壳体、进雪口、出雪口；第十一种：铲抛式除雪机（101）；第十二种：滚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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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装一体式除雪车

技术领域

[0001] 铲装一体式除雪车属于环卫机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除雪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抛雪机在除雪工作中应用很多年了，它一般挂载在卡车或装载机或拖拉机等的前

端，此时进雪口面向前方，卡车或装载机等行走机械向前推动，使得路面积雪从抛雪机前部

的进雪口进入到抛雪机，完成积雪收集，抛出的作业流程。也有挂载在拖拉机的后端，进雪

口面向后方，拖拉机倒车向后行驶，使得路面积雪从抛雪机面向后方的进雪口进入到抛雪

机，完成积雪收集，抛出的作业流程。抛雪机有几种组成形式：第一种：由抛雪叶轮和叶轮外

壳组成的抛雪机；第二种：由绞龙和抛雪叶轮以及叶轮和绞龙外壳组成的抛雪机，这种抛雪

机也是最常见的。

[0003] 但以上形式的抛雪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没有避障功能。这就使得这些抛雪机

的应用都处于低速状态，没有任何一家的抛雪机敢于用超过20KM/H的速度作业，一般作业

速度都在1-5KM/H，因此效率较低。

[0004] 本发明就解决了抛雪机除雪作业中没有避障功能的问题，实现了高速除雪作业。

发明内容

[0005] 铲装一体式除雪车主要由铲抛式除雪机101、输送机5和底盘车辆组成，其特征是：

输送机5安装在铲抛式除雪机101前面，输送机5的进料口靠近铲抛式除雪机101；铲抛式除

雪机101主要由叶轮1和雪铲2组成，叶轮1安装在雪铲2前面，前面板201的上沿202为叶轮1

喷出积雪的出口；输送机5是指沿着一定的线路搬运或输送散状物料的机械装置，至少包括

以下类型的机械装置：第一种：带式输送机；第二种：链式输送机；第三种：提升式输送机；第

四种：绞龙式输送机；第五种：辊式输送机；第六种：以空气或水力等流体的能量，通过设备

管路输送物料的输送机；第七种：振动输送机；第八种：气垫输送机；第九种：分拣输送机；第

十种：离心式抛雪机；第十一种：铲抛式除雪机101；第十二种：滚刷4；采用以上任何一种机

械、以及两种及两种以上机械组合而成的装置作为输送机5，用于输送积雪都属于输送机5

的一种形式，落入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0006] 以需要进行除雪作业行进的方向为前方。

[0007] 当观察者站在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机的左侧，观察者的左手方向为前方时，叶

轮1的旋向为逆时针旋转，滚刷4为顺时针旋转。

[0008] 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工作原理是：由雪铲2将路面积雪铲起，由叶轮1将夹在前面

板201和叶轮1之间的积雪向前方抛出到输送机5的进料口，输送机5将铲抛式除雪机101抛

送过来的积雪输送到装载积雪的车辆车厢里。

[0009] 雪铲的前面板201的竖直截面靠近叶轮1的一侧为凹型；雪铲2具有避障装置，避障

装置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铲刃203翻转法避障：即雪铲2的前面板201在水平方向上

至少分成上下两段，上下两段铰接在一起，用弹簧控制上下段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化，当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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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障碍物时，接近路面的下段发生向后的翻转，从而越过障碍物；第二种：整体翻转避障：

前面板201遇到障碍物时，下部整体发生向后翻转，从而越过障碍物；叶轮1的作用是使雪离

心抛出，叶轮1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的结构：第一种：在轴上安装绞龙叶片组成的绞龙

式叶轮103，这种叶轮具有离心抛雪和在轴向上使雪移位的双重作用；第二种：在轴上安装

若干叶片组成离心式叶轮104；第三种：在轴的一部分安装绞龙叶片，另一部分安装叶片组

成组合式叶轮105；铲抛式除雪机101从与挂载机械的挂载形式上至少包括拖曳式和推动

式。

[0010] 铲抛式除雪机101的雪铲2工作时下部铲刃203接触路面，输送机5的底部工作时与

路面有一定的距离。

[0011] 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至少有如下几种安装方式：第一种：  安装在底盘车辆的

前部；第二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后部；第三种：安装在底盘车辆的中部；第四种：安装在底

盘车辆的侧面，底盘车辆是指能够自行移动的机械，至少包括：载货汽车底盘、载客汽车底

盘、专用汽车底盘、装载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0012] 输送机5至少包括的十二种形式解释如下：第一种：带式输送机：它是根据摩擦传

动原理，由传动滚筒带动输送带运送物料的；主要由橡胶输送带、滚筒、托辊、驱动装置、张

紧装置、输送带清理器、送料器、卸料器组成；第二种：链式输送机，即采用链条来传动，从而

达到输送物料的目的：链式输送机至少包括平板式输送机、鳞板式输送机、盘式输送机、斗

式输送机、滚柱链式输送机、弯曲输送机、刮板式输送机、埋刮式输送机、悬挂式输送机、推

式输送机；第三种：提升式输送机：至少包括散状物料封闭式提升机、件货输送提升机两种

类型。其结构主要由主动链轮、从动链轮、链条、支架或托盘或平板、张紧装置组成；第四种：

绞龙式输送机；第五种：辊式输送机：辊式输送机是应用滚柱原理最简单的输送机。把辊子

排列安装在框架上就构成辊式输送机；第六种：以空气或水力等流体的能量，通过设备管路

输送物料的输送机；第七种：振动输送机：振动输送机分为水平式、螺旋式、垂直式3种类型，

振动输送机是利用振动机械所产生的振幅来输送；第八种：气垫输送机；第九种：分拣输送

机；第十种：离心式抛雪机：包括抛雪机叶轮、叶轮壳体、进雪口、出雪口；第十一种：铲抛式

除雪机101；第十二种：滚刷。

[0013] 本方案的有益之处

[0014] 1.铲抛式除雪机101作业时由于有避障装置，即使与路面障碍物发生碰撞，仍然可

以通过雪铲2具有的避障装置实现避障，从而避免被撞坏。

[0015] 2.铲装一体式除雪车采用铲抛式除雪机101、输送机5组合的方式除雪作业，结构

新颖，动力消耗适中。

[0016] 3、虽然绞龙作为除雪作业的机构之一，比较常见，但是目前应用的绞龙都是仅仅

利用绞龙的轴向输送功能，而绞龙的轴向输送功能是公知技术；本发明的叶轮1虽然也包括

了绞龙形式的叶轮，但是它的应用功能是：在径向上的离心抛雪功能，要实现这个功能，并

达到向前抛雪的目的，需要雪铲2从前面板201的上沿202从位置高度、角度配合适当；而这

是比较新颖的技术方案。

附图说明

[0017] 图1 铲抛式除雪机101主要结构立体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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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 铲抛式除雪机101的A-A剖面（图中箭头方向为前方）。

[0019] 图3 铲抛式除雪机101的绞龙式叶轮103主要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 铲抛式除雪机101的离心式叶轮104主要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 铲抛式除雪机101的组合式叶轮105主要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  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主要结构原理示意图--输送机（5）采用带式输送

机的形式。

[0023] 图7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主要结构示意图--输送机（5）采用带式输送机的

形式，安装在底盘车辆的后部（底盘车辆后车轮的后方）示意图。

[0024] 图8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主要结构示意图--输送机（5）采用链式输送机的

形式，安装在底盘车辆的中部（底盘车辆后前后车轮之间）示意图。

[0025] 图9所述的铲装一体式除雪车的主要结构示意图--输送机（5）采用链式输送机的

形式，安装在底盘车辆的后部（底盘车辆后车轮的后方）示意图。

[0026] 图中：底盘车辆驾驶室501，底盘车辆前车轮502，操作室503，动力舱504，底盘车辆

后车轮505，车厢506，链式输送机类型中的斗式输送机的头轮507，链式输送机类型中的斗

式输送机的底轮508，链式输送机类型中的斗式输送机的畚斗509，链式输送机类型中的斗

式输送机的链510，链式输送机类型中的斗式输送机的机筒511，带式输送机上滚筒601，橡

胶输送带602，带式输送机下滚筒603，底盘车辆车架701。

具体实施方案

[0027] 除雪作业时，将雪铲2的铲刃203放置在路面上，使叶轮1旋转，铲装一体式除雪车

向前行驶，路面的积雪被雪铲2铲起来，叶轮1的旋转使得被雪铲2铲起来的积雪被叶轮1抛

向输送机5的进料口，输送机5再次将积雪输送到到装运积雪的车辆上，从而完成除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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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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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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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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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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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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