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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载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载设备，其结构包括连

接板，所述连接板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立板，所

述立板之间设置有采用翻转方式将产品进行翻

转装载倾倒的装载倾倒装置，所述装载倾倒装置

上侧设置有与所述连接板固定的且将产品运载

到所述装载倾倒装置的传动输送装置，所述传动

输送装置下方设置有将设备支撑且与所述装载

倾倒装置进行联动的支撑竖立装置，此设备采用

了所述装载倾倒装置、传动输送装置和支撑竖立

装置的设计，使设备能够高效的采用倾斜倾倒的

方式将产品进行倾倒装载设备内部结构灵巧度

较高，使设备的实用性及可靠性大大的提升，此

设备在于外部空间的移动设备进行联合工作后，

即可实现较为自动化的倾倒及装载产品，可以用

于多种用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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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连接板(122)，所述连接板(122)上端面固设有对称

的立板(124)，所述立板(124)之间设置有采用翻转方式将产品进行翻转装载倾倒的装载倾

倒装置(950)，所述装载倾倒装置(950)上侧设置有与所述连接板(122)固定的且将产品运

载到所述装载倾倒装置(950)的传动输送装置(951)，所述传动输送装置(951)下方设置有

将设备支撑且与所述装载倾倒装置(950)进行联动的支撑竖立装置(952)；

所述装载倾倒装置(950)包括平台板(116)，所述平台板(116)前后端面固设有前后对

称的旋动轴(125)，所述旋动轴(125)与所述立板(124)转动配合连接，其中一侧的所述旋动

轴(125)端面固设有侧啮锥齿轮(705)，所述侧啮锥齿轮(705)下侧啮合设置有下啮锥齿轮

(704)，所述下啮锥齿轮(704)下方设置有与所述立板(124)固定的电机安装板(703)，所述

电机安装板(703)下端面固设有主动电机(702)，所述主动电机(702)与所述下啮锥齿轮

(704)动力连接，所述平台板(116)上端面固设有若干立柱(101)，所述立柱(101)之间转动

的设置有转动筒(123)，其中一个所述转动筒(123)由电机驱动转动，所述转动筒(123)外表

面缠绕设置有输送带(106)，所述输送带(106)外表面固设有凸起带(107)，所述凸起带

(107)设置于右侧，所述输送带(106)将所述转动筒(123)动力连接，所述平台板(116)上端

面设置有用于将所述输送带(106)外表面的产品进行推动以便于下落的推动组件，前侧的

所述立柱(101)之间设置有将产品进行阻拦以使产品在倾斜装载时能够得到阻拦的阻拦组

件，阻拦组件左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平台板(116)上方且将产品进行导出的导向组件；

推动组件包括与所述平台板(116)上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的凸板(115)，所述凸板

(115)的高度与所述立柱(101)高度相同，所述凸板(115)内滑动的设置有滑杆(114)，所述

滑杆(114)右端面固设有平板(113)，所述滑杆(114)左端面固设有推导块(105)，所述推导

块(105)与所述输送带(106)上端面相抵滑动配合连接，所述平板(113)和所述平台板(116)

之间设置有带动所述滑杆(114)和推导块(105)进行间接移动的驱动结构；

驱动结构包括与所述平台板(116)右端面固定的安装板(112)，所述安装板(112)内固

设有前后对称的底部气缸(401)，所述底部气缸(401)内动力连接设置有气缸轴(402)，所述

平板(113)下端面固设有倾斜设置的倾斜固定板(407)，所述倾斜固定板(407)前后端面固

设有对称的固定侧板(406)，所述固定侧板(406)之间固设有导向杆(405)，所述导向杆

(405)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滑动块(404)，所述滑动块(404)与所述气缸轴(402)转动配合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阻拦组件包括与前侧的所述立柱

(101)上端面固定的凸型板(201)，所述凸型板(201)内转动的设置有旋柱(208)，所述旋柱

(208)通过设置于所述凸型板(201)内的锁紧结构与所述凸型板(201)间接固定，所述旋柱

(208)一侧端面固设有传动箱体(207)，所述传动箱体(207)之间设置有能够进行角度调整

以实现对产品进行高效阻拦的角度调整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锁紧结构包括设置于转动带轮

(202)内的穿通腔(303)，所述旋柱(208)与所述穿通腔(303)转动配合连接，所述穿通腔

(303)外侧设置有与所述凸型板(201)固定的摩擦垫板(304)，所述旋柱(208)外表面螺纹配

合连接固设有锁紧螺母(301)，靠近所述摩擦垫板(304)的所述锁紧螺母(301)端面固设有

摩擦凸板(302)，所述摩擦凸板(302)与所述摩擦垫板(304)摩擦固定配合连接；

角度调整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传动箱体(207)内的传动内槽(603)，所述传动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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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上下端壁之间转动的设置有旋动螺纹杆(604)，所述旋动螺纹杆(604)外表面螺纹配

合连接设置有内螺纹板(602)，所述内螺纹板(602)之间固设有挡板(701)，所述旋动螺纹杆

(604)上方设置有侧啮带轮(205)，所述侧啮带轮(205)与所述旋动螺纹杆(604)动力连接，

所述传动箱体(207)之间固设有中间板(209)，所述中间板(209)上端面转动的设置有左右

对称的转动带轮(202)，所述转动带轮(202)内设置有上下对称的圆形开口槽(210)，下侧的

所述圆形开口槽(210)与所述侧啮带轮(205)外表面缠绕设置有连接皮带(206)，所述连接

皮带(206)将所述侧啮带轮(205)和转动带轮(202)动力连接，上侧的所述圆形开口槽(210)

内设置有将左右侧的所述转动带轮(202)动力连接的传动皮带(204)，其中一个所述转动带

轮(202)由驱动电机进行驱动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导向组件包括与前后侧的所述立

柱(101)之间固定且位于左侧的垫板(104)，所述垫板(104)左端面固设有导板(102)，所述

导板(102)内设置有开口的内腔(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输送装置(951)包括与

所述平台板(116)右端面固定的支撑板(111)，所述支撑板(111)上端面固设有电机驱动的

电动输送机(1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载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竖立装置(952)包括与

所述连接板(122)下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的底部箱体(121)，所述底部箱体(121)下端面固

设有底部板(117)，所述底部箱体(121)内设置有开口的内腔(120)，所述内腔(120)上端壁

内滑动的设置有圆柱(118)，所述圆柱(118)上端面固设有底部转动座(503)，所述底部转动

座(503)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板(502)，所述平台板(116)下端面固设有对称的底部座体

(501)，所述底部座体(501)与所述转动板(502)转动配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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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载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装载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装载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缺点是现有的户外装载设备往往采用螺杆带动设备进行移动，来使设

备可以实现一边移动一边装载的功能，装载设备可以用于较多场景，比如：稻谷的装载跟晾

晒，在稻谷的晾晒过程中，需要将成堆的稻谷进行摊开形成平铺状态，以实现充分的晾晒过

程，在此过程中现有设备往往只能利用螺纹杆等结构使输送机进行移动，将稻谷进行摊开，

由于螺纹杆等结构需要功率较大的电机带动，且需要使设备整体进行精确移动，极大的降

低了设备的运行稳定性，且在进行倾倒装载时效率较低，会有较多产品滞留在设备内。为

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0003]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一种粮食装载设备公开了[申请号：201810758878.X]，包括：

机架、伸缩支撑杆、装卸传输带、支撑架、第二调节机体、电源装置、主电机，机架安装于伸缩

支撑杆下方，与伸缩支撑杆过渡配合，伸缩支撑杆上方安装于装卸传输带前侧，与装卸传输

带锁接，装卸传输带后侧下方设有支撑架，与支撑架过渡配合，支撑架下方设有第二调节机

体，使设备使用时，通过设有的角度调节机构，使本发明能够实现避免现有技术装卸带平台

角度固定，常常需要垫东西增高平台高度，无法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的问题，使设备灵活调

整装卸平台角度，适应多种工作环境，更便于粮食的装卸。

[0004] 上述方案，只对设备角度进行调节设计，但是尚未实现较为自动化的倾斜方式将

粮食等产品进行倾倒或者装载，降低了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能够进行多角度调整，且采用倾斜

的方式将产品进行高效倾倒，实现在于外部空间设备联动的作用下，对产品进行高效的装

载及倾倒，设备内部结构灵巧等优点的设备。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装载设备，包括连接板，所述

连接板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立板，所述立板之间设置有采用翻转方式将产品进行翻转装载

倾倒的装载倾倒装置，所述装载倾倒装置上侧设置有与所述连接板固定的且将产品运载到

所述装载倾倒装置的传动输送装置，所述传动输送装置下方设置有将设备支撑且与所述装

载倾倒装置进行联动的支撑竖立装置，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设备高效的进行工作。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装载倾倒装置包括平台板，所述平台板前后端面固设有

前后对称的旋动轴，所述旋动轴与所述立板转动配合连接，其中一侧的所述旋动轴端面固

设有侧啮锥齿轮，所述侧啮锥齿轮下侧啮合设置有下啮锥齿轮，所述下啮锥齿轮下方设置

有与所述立板固定的电机安装板，所述电机安装板下端面固设有主动电机，所述主动电机

与所述下啮锥齿轮动力连接，所述平台板上端面固设有若干立柱，所述立柱之间转动的设

置有转动筒，其中一个所述转动筒由电机驱动转动，所述转动筒外表面缠绕设置有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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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输送带外表面固设有凸起带，所述凸起带设置于右侧，所述输送带将所述转动筒动力

连接，所述平台板上端面设置有用于将所述输送带外表面的产品进行推动以便于下落的推

动组件，前侧的所述立柱之间设置有将产品进行阻拦以使产品在倾斜装载时能够得到阻拦

的阻拦组件，阻拦组件左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平台板上方且将产品进行导出的导向组件，从

而利用上述组件实现了产品的高效装载倾倒。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推动组件包括与所述平台板上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的凸板，

所述凸板的高度与所述立柱高度相同，所述凸板内滑动的设置有滑杆，所述滑杆右端面固

设有平板，所述滑杆左端面固设有推导块，所述推导块与所述输送带上端面相抵滑动配合

连接，所述平板和所述平台板之间设置有带动所述滑杆和推导块进行间接移动的驱动结

构，从而利用驱动结构带动所述推导块进行移动。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驱动结构包括与所述平台板右端面固定的安装板，所述安装

板内固设有前后对称的底部气缸，所述底部气缸内动力连接设置有气缸轴，所述平板下端

面固设有倾斜设置的倾斜固定板，所述倾斜固定板前后端面固设有对称的固定侧板，所述

固定侧板之间固设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与所述

气缸轴转动配合连接，从而利用上述结构来使推动组件进行工作。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阻拦组件包括与前侧的所述立柱上端面固定的凸型板，所述

凸型板内转动的设置有旋柱，所述旋柱通过设置于所述凸型板内的锁紧结构与所述凸型板

间接固定，所述旋柱一侧端面固设有传动箱体，所述传动箱体之间设置有能够进行角度调

整以实现对产品进行高效阻拦的角度调整结构，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产品的高效阻

拦。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锁紧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转动带轮内的穿通腔，所述旋柱与

所述穿通腔转动配合连接，所述穿通腔外侧设置有与所述凸型板固定的摩擦垫板，所述旋

柱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固设有锁紧螺母，靠近所述摩擦垫板的所述锁紧螺母端面固设有摩

擦凸板，所述摩擦凸板与所述摩擦垫板摩擦固定配合连接，从而利用所述摩擦凸板和摩擦

垫板的摩擦固定来使所述旋柱实现一定角度的固定。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角度调整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传动箱体内的传动内槽，所述

传动内槽上下端壁之间转动的设置有旋动螺纹杆，所述旋动螺纹杆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设

置有内螺纹板，所述内螺纹板之间固设有挡板，所述旋动螺纹杆上方设置有侧啮带轮，所述

侧啮带轮与所述旋动螺纹杆动力连接，所述传动箱体之间固设有中间板，所述中间板的长

度与所述传动箱体之间的距离相同，所述中间板上端面转动的设置有左右对称的转动带

轮，所述转动带轮内设置有上下对称的圆形开口槽，下侧的所述圆形开口槽与所述侧啮带

轮外表面缠绕设置有连接皮带，所述连接皮带将所述侧啮带轮和转动带轮动力连接，上侧

的所述圆形开口槽内设置有将左右侧的所述转动带轮动力连接的传动皮带，其中一个所述

转动带轮由驱动电机进行驱动转动，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所述挡板的角度摆动。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导向组件包括与前后侧的所述立柱之间固定且位于左侧的垫

板，所述垫板左端面固设有导板，所述导板内设置有开口的内腔，从而利用所述内腔和导板

来对产品进行导向便于倾倒。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传动输送装置包括与所述平台板右端面固定的支撑板，

所述支撑板上端面固设有电机驱动的电动输送机，从而利用所述电动输送机来将产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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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输送。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竖立装置包括与所述连接板下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

的底部箱体，所述底部箱体下端面固设有底部板，所述底部箱体内设置有开口的内腔，所述

内腔上端壁内滑动的设置有圆柱，所述圆柱上端面固设有底部转动座，所述底部转动座内

转动的设置有转动板，所述平台板下端面固设有对称的底部座体，所述底部座体与所述转

动板转动配合连接，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所述平台板转动稳定顺利。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此设备采用了所述装载倾倒装置、传动输送装置和支撑竖

立装置的设计，使设备能够高效的采用倾斜倾倒的方式将产品进行倾倒装载设备内部结构

灵巧度较高，使设备的实用性及可靠性大大的提升，此设备在于外部空间的移动设备进行

联合工作后，即可实现较为自动化的倾倒及装载产品，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场景。

[0017]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利用所述旋柱、锁紧螺母、摩擦垫板、摩擦凸板、穿通腔、旋

柱和传动箱体的结构，使所述旋柱能够进行角度调整后进行固定，使所述传动箱体倾斜的

状态得以保持，且所述摩擦垫板和摩擦凸板的结构设计，使所述旋柱便于进行结构调整，所

述传动箱体、侧啮带轮、转动带轮、圆形开口槽、连接皮带、中间板、传动皮带、旋动螺纹杆、

传动内槽、内螺纹板和挡板的结构设计，使所述挡板能够在角度调整后使所述挡板与所述

输送带上端面相抵，来对所述输送带上端面的产品进行阻挡，防止所述输送带在使产品平

铺在所述输送带上端面时影响产品的倾倒且防止产品跑出设备，所述凸起带的作用也在于

防止产品从右侧跑出设备，利用所述导板、内腔和垫板的结构设计，使产品能够进行定向的

向下倾斜与装载，其中所述内腔的作用在于防止产品跑偏，利用所述主动电机、电机安装

板、下啮锥齿轮、侧啮锥齿轮和旋动轴的结构设计，在节约设备空间的前提下，使所述下啮

锥齿轮能够直接带动所述侧啮锥齿轮进行转动，来使所述旋动轴直接带动所述平台板进行

翻转，传动效率增加，且所述连接板、底部箱体、内腔、圆柱、底部转动座、转动板和底部座体

的结构设计，使所述平台板在进行翻转的运动稳定性上升，利用所述倾斜固定板、固定侧板

和导向杆相对于所述平板倾斜设置，使所述底部气缸、气缸轴、滑动块和导向杆的结构能够

使所述平板进行滑动，进而使所述平板带动所述滑杆移动，利用所述推导块将产品进行推

动，更便于将所述输送带上端面的产品完全向下推动，其中所述倾斜固定板、固定侧板和导

向杆相对于所述平板倾斜设置的结构设计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且便于进行维护与维修。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中图1中传动箱体的A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图2中凸型板的B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图1中设备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中图4中平板的C方向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中图4中连接板的D方向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中图1中设备的后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中图7中内螺纹板的E方向的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中图1中设备的左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立柱101、导板102、内腔103、垫板104、推导块105、输送带106、凸起带107、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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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送机110、支撑板111、安装板112、平板113、滑杆114、凸板115、平台板116、底部板117、

圆柱118、内腔120、底部箱体121、连接板122、转动筒123、立板124、旋动轴125、凸型板201、

转动带轮202、传动皮带204、侧啮带轮205、连接皮带206、旋柱208、旋柱208、中间板209、圆

形开口槽210、锁紧螺母301、摩擦凸板302、穿通腔303、摩擦垫板304、底部气缸401、气缸轴

402、滑动块404、导向杆405、固定侧板406、倾斜固定板407、底部座体501、转动板502、底部

转动座503、内螺纹板602、传动内槽603、旋动螺纹杆604、挡板701、主动电机702、电机安装

板703、下啮锥齿轮704、侧啮锥齿轮705、装载倾倒装置950、传动输送装置951、支撑竖立装

置952。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图9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装载设备，包括连接板122，连接板122上端面固设有对称的立板124，立板124之间设

置有采用翻转方式将产品进行翻转装载倾倒的装载倾倒装置950，装载倾倒装置950上侧设

置有与连接板122固定的且将产品运载到装载倾倒装置950的传动输送装置951，传动输送

装置951下方设置有将设备支撑且与装载倾倒装置950进行联动的支撑竖立装置952，从而

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设备高效的进行工作。

[0029] 有益地，其中，装载倾倒装置950包括平台板116，平台板116前后端面固设有前后

对称的旋动轴125，旋动轴125与立板124转动配合连接，其中一侧的旋动轴125端面固设有

侧啮锥齿轮705，侧啮锥齿轮705下侧啮合设置有下啮锥齿轮704，下啮锥齿轮704下方设置

有与立板124固定的电机安装板703，电机安装板703下端面固设有主动电机702，主动电机

702与下啮锥齿轮704动力连接，下啮锥齿轮704和侧啮锥齿轮705的直径相同，平台板116上

端面固设有若干立柱101，立柱101之间转动的设置有转动筒123，其中一个转动筒123由电

机驱动转动，转动筒123外表面缠绕设置有输送带106，输送带106外表面固设有凸起带107，

凸起带107设置于右侧，凸起带107的高度至少为2cm，输送带106将转动筒123动力连接，转

动筒123的直径至少为20cm，平台板116上端面设置有用于将输送带106外表面的产品进行

推动以便于下落的推动组件，前侧的立柱101之间设置有将产品进行阻拦以使产品在倾斜

装载时能够得到阻拦的阻拦组件，阻拦组件左侧设置有位于平台板116上方且将产品进行

导出的导向组件，从而利用上述组件实现了产品的高效装载倾倒。

[0030] 有益地，其中，推动组件包括与平台板116上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的凸板115，凸板

115的高度与立柱101高度相同，凸板115内滑动的设置有滑杆114，滑杆114右端面固设有平

板113，滑杆114左端面固设有推导块105，推导块105与输送带106上端面相抵滑动配合连

接，平板113和平台板116之间设置有带动滑杆114和推导块105进行间接移动的驱动结构，

从而利用驱动结构带动推导块105进行移动。

[0031] 有益地，其中，驱动结构包括与平台板116右端面固定的安装板112，安装板112内

固设有前后对称的底部气缸401，底部气缸401内动力连接设置有气缸轴402，平板113下端

面固设有倾斜设置的倾斜固定板407，倾斜固定板407的倾斜的角度至少为45°，倾斜固定板

407前后端面固设有对称的固定侧板406，固定侧板406之间固设有导向杆405，导向杆405外

表面滑动的设置有滑动块404，滑动块404与气缸轴402转动配合连接，导向杆405倾斜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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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倾斜固定板407倾斜的角度相同，从而利用上述结构来使推动组件进行工作。

[0032] 有益地，其中，阻拦组件包括与前侧的立柱101上端面固定的凸型板201，凸型板

201内转动的设置有旋柱208，旋柱208通过设置于凸型板201内的锁紧结构与凸型板201间

接固定，旋柱208一侧端面固设有传动箱体207，传动箱体207之间设置有能够进行角度调整

以实现对产品进行高效阻拦的角度调整结构，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产品的高效阻拦。

[0033] 有益地，其中，锁紧结构包括设置于转动带轮202内的穿通腔303，旋柱208与穿通

腔303转动配合连接，穿通腔303外侧设置有与凸型板201固定的摩擦垫板304，摩擦垫板304

为波浪形凸起结构，旋柱208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固设有锁紧螺母301，靠近摩擦垫板304的

锁紧螺母301端面固设有摩擦凸板302，摩擦凸板302也为波浪形凸起结构，摩擦凸板302与

摩擦垫板304摩擦固定配合连接，从而利用摩擦凸板302和摩擦垫板304的摩擦固定来使旋

柱208实现一定角度的固定。

[0034] 有益地，其中，角度调整结构包括，设置于传动箱体207内的传动内槽603，传动内

槽603上下端壁之间转动的设置有旋动螺纹杆604，旋动螺纹杆604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设

置有内螺纹板602，内螺纹板602之间固设有挡板701，挡板701的长度与输送带106的宽度相

同，旋动螺纹杆604上方设置有侧啮带轮205，侧啮带轮205与旋动螺纹杆604动力连接，传动

箱体207之间固设有中间板209，中间板209的长度与传动箱体207之间的距离相同，中间板

209上端面转动的设置有左右对称的转动带轮202，转动带轮202内设置有上下对称的圆形

开口槽210，下侧的圆形开口槽210与侧啮带轮205外表面缠绕设置有连接皮带206，连接皮

带206将侧啮带轮205和转动带轮202动力连接，上侧的圆形开口槽210内设置有将左右侧的

转动带轮202动力连接的传动皮带204，其中一个转动带轮202由驱动电机进行驱动转动，从

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挡板701的角度摆动。

[0035] 有益地，其中，导向组件包括与前后侧的立柱101之间固定且位于左侧的垫板104，

垫板104左端面固设有导板102，导板102倾斜的角度至少为30°，导板102内设置有开口的内

腔103，内腔103的深度至少为20cm，从而利用内腔103和导板102来对产品进行导向便于倾

倒。

[0036] 有益地，其中，传动输送装置951包括与平台板116右端面固定的支撑板111，支撑

板111上端面固设有电机驱动的电动输送机110，从而利用电动输送机110来将产品进行高

效输送。

[0037] 有益地，其中，支撑竖立装置952包括与连接板122下端面固定且前后对称的底部

箱体121，底部箱体121下端面固设有底部板117，底部箱体121内设置有开口的内腔120，内

腔120上端壁内滑动的设置有圆柱118，圆柱118的直径至少为2cm，圆柱118上端面固设有底

部转动座503，底部转动座503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板502，平台板116下端面固设有对称的

底部座体501，底部座体501与转动板502转动配合连接，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平台板

116转动稳定顺利。

[0038] 初始状态时，上述装置、组件和结构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在设备工作之前，可以将

设备固定在外部空间的移动设备上，实现设备进行移动装载倾倒功能，外部空间移动设备

包括货车等等，此设备在初始状态时，设备通过底部板117与外部空间移动设备进行固定，

在进行例如：稻谷晾晒过程中，需要将稻谷产品进行充分倾倒以实现高效的晾晒功能，电动

输送机110的作用在于将稻谷产品运输到输送带106上方，以便于稻谷产品进行倾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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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堆的结构，推导块105为右侧极限位置，在设备工作之前，需要调整挡板701的角度及与输

送带106之间的距离，以实现对稻谷产品的高效阻拦，防止输送带106上方的稻谷产品跑出

设备。

[0039] 当调整挡板701的角度时，松掉锁紧螺母301后，使摩擦凸板302和摩擦垫板304之

间脱离摩擦固定，将旋柱208、中间板209和传动箱体207转动到一定角度后，重新将锁紧螺

母301锁紧于旋柱208外表面，并且使摩擦凸板302和摩擦垫板304重新摩擦固定，此后，驱动

电机驱动其中一个转动带轮202转动，在传动皮带204、转动带轮202、圆形开口槽210、连接

皮带206和侧啮带轮205的传动作用下，使旋动螺纹杆604转动后带动内螺纹板602进行上下

移动，此后内螺纹板602即可带动挡板701进行上下移动与输送带106上端面相抵。

[0040] 当设备进行工作时，此时电动输送机110将稻谷产品运输到输送带106上方，电机

带动转动筒123转动后使输送带106进行移动，使电动输送机110上方的稻谷产品被均布到

输送带106上方，此后根据实际需要，将稻谷产品由输送带106上端面整齐倾倒到下侧位置，

则此时主动电机702工作后带动下啮锥齿轮704转动与下啮锥齿轮704啮合的侧啮锥齿轮

705转动后带动旋动轴125转动，则使平台板116和相关结构进行翻转，使输送带106上端面

的稻谷产品进行倾斜并且由内腔103向下倾倒，此时底部气缸401工作后驱动气缸轴402向

上移动，使气缸轴402带动滑动块404在导向杆405外表面滑动，在导向杆405、固定侧板406

和倾斜固定板407的作用下，平板113和滑杆114移动后带动推导块105推动稻谷产品完全由

内腔103向下倾倒。

[004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此设备采用了装载倾倒装置950、传动输送装置951和支撑

竖立装置952的设计，使设备能够高效的采用倾斜倾倒的方式将产品进行倾倒装载设备内

部结构灵巧度较高，使设备的实用性及可靠性大大的提升，此设备在于外部空间的移动设

备进行联合工作后，即可实现较为自动化的倾倒及装载产品，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场景。

[0042]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利用旋柱208、锁紧螺母301、摩擦垫板304、摩擦凸板302、穿

通腔303、旋柱208和传动箱体207的结构，使旋柱208能够进行角度调整后进行固定，使传动

箱体207倾斜的状态得以保持，且摩擦垫板304和摩擦凸板302的结构设计，使旋柱208便于

进行结构调整，传动箱体207、侧啮带轮205、转动带轮202、圆形开口槽210、连接皮带206、中

间板209、传动皮带204、旋动螺纹杆604、传动内槽603、内螺纹板602和挡板701的结构设计，

使挡板701能够在角度调整后使挡板701与输送带106上端面相抵，来对输送带106上端面的

产品进行阻挡，防止输送带106在使产品平铺在输送带106上端面时影响产品的倾倒且防止

产品跑出设备，凸起带107的作用也在于防止产品从右侧跑出设备，利用导板102、内腔103

和垫板104的结构设计，使产品能够进行定向的向下倾斜与装载，其中内腔103的作用在于

防止产品跑偏，利用主动电机702、电机安装板703、下啮锥齿轮704、侧啮锥齿轮705和旋动

轴125的结构设计，在节约设备空间的前提下，使下啮锥齿轮704能够直接带动侧啮锥齿轮

705进行转动，来使旋动轴125直接带动平台板116进行翻转，传动效率增加，且连接板122、

底部箱体121、内腔120、圆柱118、底部转动座503、转动板502和底部座体501的结构设计，使

平台板116在进行翻转的运动稳定性上升，利用倾斜固定板407、固定侧板406和导向杆405

相对于平板113倾斜设置，使底部气缸401、气缸轴402、滑动块404和导向杆405的结构能够

使平板113进行滑动，进而使平板113带动滑杆114移动，利用推导块105将产品进行推动，更

便于将输送带106上端面的产品完全向下推动，其中倾斜固定板407、固定侧板406和导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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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相对于平板113倾斜设置的结构设计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且便于进行维护与维修。

[0043]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44]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立柱101、导板102、内腔103、垫板104、推导块105、输送带

106、凸起带107、电动输送机110、支撑板111、安装板112、平板113、滑杆114、凸板115、平台

板116、底部板117、圆柱118、内腔120、底部箱体121、连接板122、转动筒123、立板124、旋动

轴125、凸型板201、转动带轮202、传动皮带204、侧啮带轮205、连接皮带206、旋柱208、旋柱

208、中间板209、圆形开口槽210、锁紧螺母301、摩擦凸板302、穿通腔303、摩擦垫板304、底

部气缸401、气缸轴402、滑动块404、导向杆405、固定侧板406、倾斜固定板407、底部座体

501、转动板502、底部转动座503、内螺纹板602、传动内槽603、旋动螺纹杆604、挡板701、主

动电机702、电机安装板703、下啮锥齿轮704、侧啮锥齿轮705、装载倾倒装置950、传动输送

装置951、支撑竖立装置952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

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发

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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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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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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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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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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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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