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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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07106.4

(22)申请日 2021.01.26

(73)专利权人 沈阳工业大学

地址 11087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

(72)发明人 彭亚楠　王诗臣　李淳哲　刘璇　

张坤　徐飞　汪子翔　李錾　

肖诗婕　郑思琦　魏凯宁　龚丽娟　

吴昊　谢宝玲　姜远鹏　范丽华　

刘达京　刘一达　孙博　刘翀　

刘波　李福宝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智龙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21115

代理人 宋铁军

(51)Int.Cl.

A01C 5/04(2006.01)

A01B 51/00(2006.01)

A01B 51/0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

打孔机，包括车架，车架上分别设有前轮机构、后

轮机构和推进式钻孔机构，所述后轮机构上设有

后轮刹车装置。通过设计的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

用打孔机采用手推车式可行走水平车架结构，车

架中部设计有推进式钻孔机构，可以大大节省人

力、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打孔效率，适合于持续劳

动作业和多种地形的劳动作业。同时，相对于拖

拉机车载式打孔机装置具有节能环保、适用于多

种地形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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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车架(7)，所述车架(7)上分别设有

前轮机构、后轮机构和推进式钻孔机构(25)，所述后轮机构上设有后轮刹车装置(21)；

所述前轮机构包括

前轮套杆(5)，所述前轮套杆(5)通过前加强筋(6)安装在锥形支架上；

前叉套筒(3)，所述前叉套筒(3)与前轮套杆(5)挠性连接；

前轮(1)，所述前轮(1)通过前车叉(2)安装在前叉套筒(3)上；

所述前轮套杆(5)和前叉套筒(3)上均开设有第一高度调节定位孔(301)，且第一高度

调节定位孔(301)内插接有前调节螺栓(4)；

所述前轮(1)的轮辐上设有永磁贴片(102)，所述前车叉(2)的内侧安装有磁感应器

(101)，磁感应器(101)通过信号线电信号连接显示器(12)，且显示器(12)安装在车架(7)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7)包括

一对横杆，所述一对横杆上分别设置有后轮机构；

锥形支架，所述锥形支架连接在一对横杆的一端；所述前轮机构设置在锥形支架的前

端；

一对连接杆，所述一对连接杆安装在一对横杆之间，且推进式钻孔机构(25)设置在一

对连接杆之间；

把手(16)，所述把手(16)安装在一对横杆的另一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轮机构包括

后轮套杆(17)，所述后轮套杆(17)通过后加强筋(11)安装在横杆上；

后叉套筒(19)，所述后叉套筒(19)与后轮套杆(17)挠性连接；

后叉(23)，所述后叉(23)安装在后叉套杆(2301)的一端，所述后叉套杆(2301)的另一

端设有连接球头(1903)；所述后叉套筒(19)内设有上定位套筒(1902)和下定位套筒

(1905)，且上定位套筒(1902)和下定位套筒(1905)间安装有球头座(1904)，且球头座

(1904)与连接球头(1903)配合连接；所述后轮刹车装置(21)设置在后叉(23)上；

后轮(22)，所述后轮(22)安装在后叉(23)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轮套杆(17)和

后叉套筒(19)上均开设有第二高度调节定位孔(1901)，且第二高度调节定位孔(1901)内插

接有后调节螺栓(18)；

所述后叉套筒(19)下端设有锁紧螺钉孔，锁紧螺钉孔中设有锁紧螺钉(20)，且锁紧螺

钉(20)用于锁紧后叉套杆(230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调节螺栓(4)

和后调节螺栓(18)上均设有销孔，销孔中安装有插销。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轮刹车装置

(21)包括

踏板固定块(2104)，所述踏板固定块(2104)安装在后叉(23)上；

踏板(2101)，所述踏板(2101)通过踏板销轴(2105)安装在踏板固定块(2104)上；

拉板(2102)，所述拉板(2102)通过拉板销轴(2103)安装在踏板固定块(2104)上；

刹车片(2110)，所述刹车片(2110)的一端呈圆弧形，且与后轮(22)的轮毂外形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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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刹车片(2110)通过刹车片销轴(2111)安装在刹车片固定块(2106)上，且刹车片固定块

(2106)安装在后叉(23)上；所述刹车片(211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导套(2112)，所述刹车片

固定块(2106)上设有第一导套(2108)，且第一导套(2108)与第二导套(2112)间设有弹簧

(2109)；

车闸绳(2107)，所述车闸绳(2107)的一端固定于第二导套(2112)，车闸绳(2107)的另

一端固定于拉板(2102)，且车闸绳(2107)穿过第一导套(2108)和弹簧(2109)；

所述拉板(2102)和踏板(2101)上均设有直角折弯结构，用于相互锁定。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进式钻孔机构

(25)包括

推进机构挂架(2514)，所述推进机构挂架(2514)的上侧安装有L形上安装板(2520)，所

述一对连接杆之间设有挂架吊杠(8)，且挂架吊杠(8)穿过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L形上安

装板(2520)，所述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车架(7)上设置有销轴孔，用于插接挂架固定销

(26)；所述推进机构挂架(2514)的下侧安装有下安装板(2521)；

电动机(2501)，所述电动机(2501)安装在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L形上安装板(2520)

之间；

螺杆(2506)，所述螺杆(2506)通过上端头(2516)与电动机(2501)的输出端相连接；所

述L形上安装板(2520)上开设有上部安装孔(2518)，所述下安装板(2521)上开设有下部安

装孔(2519)，且上部安装孔(2518)和下部安装孔(2519)内均设有无油轴承，且无油轴承与

螺杆(2506)的两端的光轴相配合；

一对圆形导杠(2512)，所述一对圆形导杠(2512)安装在L形上安装板(2520)和下安装

板(2521)之间；

连接件(2504)，所述连接件(2504)上设有导向螺母(2505)和导套(2511)，所述导向螺

母(2505)与螺杆(2506)相配合，且导向螺母(2505)的两端设有密封螺母(2503)，所述导套

(2511)与圆形导杠(2512)相配合，且导套(2511)的两端设有密封导套(2515)；所述连接件

(2504)上设有柴油机(2507)和发电机(2508)，且柴油机(2507)和发电机(2508)通过皮带

(2509)传动；

钻头(2513)，所述钻头(2513)的钻头心轴(2522)安装于柴油机(2507)的输出端；

所述下安装板(2521)的两端对称设置有平衡杆(2402)，所述平衡杆(2402)通过销

(2403)与平衡盘(2401)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7)上设有

蓄电池槽(1001)，且蓄电池槽(1001)内设有蓄电池(10)；所述车架(7)上设有柴油机控制开

关(15)、电动机控制开关(14)、蓄电池充电开关(13)、显示器开关(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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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领域，特别涉及农用机械技术领域，具体为适用于多种地形

条件地带的打孔的农用打孔机。

背景技术

[0002] 农用打孔机多用于农作物种植时的打孔，也多用于树苗种植时的打孔。目前，农用

打孔机有多种类型和型号，一种是安装在拖拉机上使用，另一种是手提式。对于安装在拖拉

机上使用的农用打孔机，使用不灵活，不适合地表不平坦地带的打孔，同时，存在动力浪费，

成本偏高的问题。对于手提式打孔机，劳动强度太大，耗费人力，不适合持续打孔。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以实现低劳作强

度、高效率农用打孔；同时既可以用于农用地打孔，也可用于沙漠地打孔；既可以避免拖拉

机用打孔机的动力浪费，也可解决手提式打孔机的劳动强度太大，耗费人力，不适合持续打

孔弊端。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

包括车架，所述车架上分别设有前轮机构、后轮机构和推进式钻孔机构，所述后轮机构上设

有后轮刹车装置。

[0005] 优选的，所述车架包括

[0006] 一对横杆，所述一对横杆上分别设置有后轮机构；

[0007] 锥形支架，所述锥形支架连接在一对横杆的一端；所述前轮机构设置在锥形支架

的前端；

[0008] 一对连接杆，所述一对连接杆安装在一对横杆之间，且推进式钻孔机构设置在一

对连接杆之间；

[0009] 把手，所述把手安装在一对横杆的另一端。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计的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

打孔机采用手推车式可行走水平车架结构，车架中部设计有推进式钻孔机构，可以大大节

省人力、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打孔效率，适合于持续劳动作业和多种地形的劳动作业。同时，

相对于拖拉机车载式打孔机装置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

[0011] 车架中部设计有推进式钻孔机构，此推进式钻孔机构通过挂架吊杠吊装在车架中

部，在推进式钻孔机构底部设计有平衡调节机构，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平衡盘调节钻头的

角度，可以使钻头保持自动铅垂状态，也保证打孔角度可调。同时，推进式钻孔机构可以通

过挂架固定销固定。可以实现挂架吊装作业，也可以实现挂架固定作业。

[0012] 显示器配有信号采集模块，可以采集前轮的位移信号和蓄电池的电量信号，传递

给显示器。

[0013] 车架中部设计有推进式钻孔机构，此推进式钻孔机构通过挂架吊杠吊装在车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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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推进式钻孔机构采用电动机带动螺杆螺母副相对运动，通过电动机的正反转实现钻

头的升降，可以调节钻孔深度，结构简单，性能可靠，降低操作难度和劳作强度。

[0014] 采用柴油机作为动力源，利用柴油机的大扭矩、省油、柴油燃点低，燃油安全的优

点，经济性好，适用性强。不仅利于在常温地带使用，还利于在高温地带使用，特别是沙漠地

带。

[0015] 后轮采用高位球头铰链连接结构，连接球头和球头座采用铜基耐磨材料。可以实

现后轮的360度自由转动，还可不怕进入灰尘和泥沙，具有高抗污染性能，高可靠性。特别适

用于沙漠地带和农业地带等恶劣环境中作业。

[0016] 后轮刹车装置采用踏板式自锁制动结构，采用踏板式，用脚操作方便、省力，踏板

采用杠杆原理使踏板操作省力，采用踏板和拉板可自锁结构，使刹车片刹车制动可靠。

[0017] 所有的旋转部件配合处采用的轴承都采用铜基无油轴承，不怕灰尘和泥沙进入，

具有高抗污染性能，高可靠性，特别适用于沙漠地带和农业地带等恶劣环境中作业。

[0018] 在动力方面，采用油电混合方案，采用柴油机做为源动力，柴油机直接带动钻头工

作提高能源利用率，同时，通过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机发电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

为电动机提供能源，电动机带动螺杆螺母副相对运动，实现钻头的推进和提升功能。这样设

计大大提高了能源利用率，也减少了源动力机构，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

[0019] 与导杠配合的导套两端采用密封导套，与螺杆配合的螺母两端也采用了密封螺

母，可以防止灰尘、泥沙进入，具有高抗污染性能，高可靠性，特别适用于沙漠地带和农业地

带等恶劣环境中作业。

[0020] 采用车架高度可调结构，后轮万向轮锁紧结构，使操作更舒适、方便。

[0021] 前轮安装有永磁贴片和磁感应器，通过导线与显示器相连，通过显示器显示打孔

机的位移和前进距离，利于精确控制打孔距离，而且，采用磁感应原理对前轮的位移进行采

样记录，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不怕灰尘和泥沙等污染，抗污能力强。

[0022] 通过显示器显示蓄电池的电量，通过蓄电池充电开关控制蓄电池的充电，显示直

观，操作简单，可以保证蓄电池不过冲，延长蓄电池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前轮机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前轮机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前轮机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机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机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刹车装置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刹车装置示意图。

[0031] 图9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刹车装置示意图。

[0032] 图10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刹车装置示意图。

[0033] 图11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后轮刹车装置示意图。

[0034] 图12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推进式钻孔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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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13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推进式钻孔机构安装示意图。

[0036] 图14为本实用新型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的俯视示意图。

[0037] 1、前轮；101、磁感应器；102、永磁贴片；103、双螺母；2、前车叉；  3、前叉套筒；301、

第一高度调节定位孔；4、前调节螺栓；5、前轮套杆；6、前加强筋；7、车架；8、挂架吊杠；9、导

线；10、蓄电池；1001、蓄电池槽；  11、后加强筋；12、显示器、1201、显示器开关；13、蓄电池充

电开关；14、电动机控制开关；15、柴油机控制开关；16、把手；17、后轮套杆；18、后调节螺栓；

19、后叉套筒；1901、第二高度调节定位孔；1902、上定位套筒；  1903、连接球头；1904、球头

座；1905、下定位套筒；20、锁紧螺钉；21、后轮刹车装置；2101、踏板；2102、拉板；2103、拉板

销轴；2104、踏板固定块；2105、踏板销轴；2106、刹车片固定块；2107、车闸绳；2108、第一导

套；2109、弹簧；2110、刹车片；2111、刹车片销轴；2112、第二导套；  22、后轮；23、后叉；24、平

衡机构；2401、平衡盘；2402、平衡杆；2403、销；25、推进式钻孔机构；2501、电动机；2502、第

一连接螺栓；2503、密封螺母；2504、连接件；2505、导向螺母；2506、螺杆；2507、柴油机；

2508、发电机；2509、皮带；2510、第二连接螺栓；2511、导套；2512、圆形导杠；  2513、钻头；

2514、推进机构挂架；2515、密封导套；2516、上端头；2517、第一螺母；2518、上部安装孔；

2519、下部安装孔；2520、L形上安装板；2521、下安装板；2522、钻头心轴；2523、第二螺母；

26、挂架固定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9] 请参阅图1‑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包

括车架7，车架7上分别设有前轮机构、后轮机构和推进式钻孔机构25，且后轮机构上设有后

轮刹车装置21。

[0040] 车架7包括

[0041] 一对横杆，一对横杆上分别设置有后轮机构；

[0042] 锥形支架，锥形支架连接在一对横杆的一端；前轮机构设置在锥形支架的前端。

[0043] 一对连接杆，一对连接杆安装在一对横杆之间，保证结构整体稳固，且推进式钻孔

机构25设置在一对连接杆之间。

[0044] 把手16，把手16安装在一对横杆的另一端，同时所有开关结构均设置在靠近把手

16的位置，方便使用者操作。

[0045] 前轮机构包括

[0046] 前轮套杆5，前轮套杆5通过前加强筋6安装在锥形支架上；

[0047] 前叉套筒3，前叉套筒3与前轮套杆5挠性连接；

[0048] 前轮1，前轮1通过前车叉2安装在前叉套筒3上，前轮1与前车叉2间通过双螺母103

防松。

[0049] 前轮套杆5和前叉套筒3上均开设有第一高度调节定位孔301，且第一高度调节定

位孔301内插接有前调节螺栓4，方便进行高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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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前轮1的轮辐上设有永磁贴片102，前车叉2的内侧安装有磁感应器101，磁感应器

101通过信号线电信号连接显示器12，显示器12安装在车架7上，显示器12内置计数模块，用

于反应前轮1的位移。

[0051] 后轮机构包括

[0052] 后轮套杆17，后轮套杆17通过后加强筋11安装在横杆上；

[0053] 后叉套筒19，后叉套筒19与后轮套杆17挠性连接；

[0054] 后叉23，后叉23安装在后叉套杆2301的一端，后叉套杆2301的另一端设有连接球

头1903；后叉套筒19内设有上定位套筒1902和下定位套筒1905，且上定位套筒1902和下定

位套筒1905间安装有球头座1904，且球头座1904  与连接球头1903配合连接，保证后轮22的

转向能力，连接球头1903和球头座1904均采用铜基耐磨材料。后叉23上设有后轮刹车装置

21；

[0055] 后轮22，后轮22安装在后叉23上。

[0056] 后轮套杆17和后叉套筒19上均开设有第二高度调节定位孔1901，且第二高度调节

定位孔1901内插接有后调节螺栓18，方便进行高度调节；

[0057] 后叉套筒19下端设有锁紧螺钉孔，锁紧螺钉孔中设有锁紧螺钉20，且锁紧螺钉20

用于锁紧后叉套杆2301，从而起到锁定后轮22转向的效果。

[0058] 前调节螺栓4和后调节螺栓18上均设有销孔，销孔中安装有插销，保证调节螺栓能

够实现对于套杆的高度固定。

[0059] 如图7‑11所示，后轮刹车装置21包括

[0060] 踏板固定块2104，踏板固定块2104安装在后叉23上；

[0061] 踏板2101，踏板2101通过踏板销轴2105安装在踏板固定块2104上；

[0062] 拉板2102，拉板2102通过拉板销轴2103安装在踏板固定块2104上，这样拉板2102

与踏板2101均可进行转动。

[0063] 刹车片2110，刹车片2110的一端呈圆弧形，且与后轮22的轮毂外形相匹配；刹车片

2110通过刹车片销轴2111安装在刹车片固定块2106上，且刹车片固定块2106安装在后叉23

上；刹车片211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导套2112，刹车片固定块2106上设有第一导套2108，且第

一导套2108与第二导套2112 间设有弹簧2109；

[0064] 车闸绳2107，车闸绳2107的一端固定于第二导套2112，车闸绳2107的另一端固定

于拉板2102，且车闸绳2107穿过第一导套2108和弹簧2109的内圈。当用脚向下踩下后轮叉

车踏板2101时，踏板2101绕销轴2105转动，带动拉板2102绕销轴2103转动，向上抬起，拉板

带动车闸绳2107向上提升，车闸绳带动刹车片2110绕销轴2111转动，进而带动刹车片圆弧

部位靠上后轮22的轮毂，即可利用摩擦力进行制动刹车。

[0065] 拉板2102和踏板2101的端部上均设有直角折弯结构，用于相互锁定。同时踏板

2101的折弯结构的末端还有一个圆弧状倒圆角结构。

[0066] 如图12‑13所示，推进式钻孔机构25包括

[0067] 推进机构挂架2514，推进机构挂架2514的上侧安装有L形上安装板2520，推进机构

挂架2514和L形上安装板2520通过挂架吊杠8设置在一对连接杆之间，且推进机构挂架2514

和L形上安装板2520可以沿着挂架吊杠8进行转动，二者通过无油轴承进行安装，可使得钻

头2513能够处于铅垂状态，或与地面成某一角度。同时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车架7上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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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轴孔，用于插接挂架固定销26，当插上挂架固定销26时，可以固定整个推进式钻孔机构；

当拔下插销时，可使整个推进式钻孔机构角度可调或处于铅垂状态；推进机构挂架2514的

下侧安装有下安装板2521，且下安装板2521上设有平衡机构  24；

[0068] 电动机2501，电动机2501安装在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L形上安装板2520  之间，同

时推进机构挂架2514和L形上安装板2520均设有用于固定电动机  2501的安装槽。蓄电池10

与电动机2501电连接，为电动机2501提供电力。

[0069] 螺杆2506，螺杆2506通过上端头2516与电动机2501的输出端相连接，且二者通过

第一连接螺栓2502和第一螺母2517固定；L形上安装板2520上开设有上部安装孔2518，下安

装板2521上开设有下部安装孔2519，且上部安装孔2518和下部安装孔2519内均设有无油轴

承，且无油轴承与螺杆2506 的两端的光轴相配合；

[0070] 一对圆形导杠2512，一对圆形导杠2512安装在L形上安装板2520和下安装板2521

之间，通过圆形导杠2512的设置，实现对于连接件2504位移的导向；

[0071] 连接件2504，连接件2504上设有导向螺母2505和导套2511，导向螺母  2505与螺杆

2506相配合，且导向螺母2505的两端设有密封螺母2503，导套  2511与圆形导杠2512相配

合，且导套2511的两端设有密封导套2515，这样通过电动机2501转动，即可实现连接件2504

的上下移动，进而带动钻头向下推进和向上提升；连接件2504上设有柴油机2507和发电机

2508，且柴油机2507和发电机2508通过皮带2509传动。蓄电池10通过与发电机2508电相连，

实现为蓄电池10充电的效果。

[0072] 钻头2513，所述钻头2513的钻头心轴2522安装于柴油机2507的输出端，且钻头心

轴2522与柴油机2507的输出端通过第二连接螺栓2510和第二螺母  2523进行连接，通过钻

头2513的旋转与上下移动，实现打孔效果。

[0073] 下安装板2521的两端对称设置有平衡杆2402，平衡杆2402通过销2403  与平衡盘

2401相连接。通过配置不同的平衡盘实现调节整个推进式钻孔机构平衡的作用，可以实现

钻头铅垂状态或与地面成一定角度。

[0074] 车架7上设有蓄电池槽1001，且蓄电池槽1001内设有蓄电池10；车架7  上设有柴油

机控制开关15、电动机控制开关14、蓄电池充电开关13、显示器开关1201，以上开关通过导

线9分别连接柴油机2507、电动机2508、蓄电池  10和显示器12。显示器12配置有信号采集模

块，用于采集前轮位移和蓄电池的电量信息，并由显示器进行显示。显示器12通过导线与前

轮车叉上的磁感应器101和蓄电池10相连接。

[0075] 显示器开关1201通过导线与显示器相连，蓄电池充电开关13通过导线与蓄电池10

和发电机2508相连，电动机控制开关14通过导线与电动机2501  相连，柴油机控制开关15通

过导线与柴油机2507相连。

[0076] 工作原理：根据操作人员的身高，通过前调节螺栓4和2个后调节螺栓  18调节车架

7的高度。

[0077] 当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需要在非作业状态行走时，用脚向上抬起踏板2101，

松开踏板2101和拉板2102的锁止状态。在弹簧2109的弹力作用下，松开刹车片2110，用手拧

松锁紧螺钉20，锁紧螺钉20松开后叉套杆2301使后轮22变成万向轮。插上挂架固定销26，使

推进式钻孔机构25固定。关闭柴油机控制开关15、电动机控制开关14、蓄电池充电开关13，

由人力推动其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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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当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需要在作业状态行走时，用脚向上抬起踏板  2101，松

开踏板2101和拉板2102的锁止状态。在弹簧2109的弹力作用下，松开后轮刹车片2110，用手

拧松锁紧螺钉20，锁紧螺钉20松开后叉套杆2301，使后轮变成万向轮。拔下挂架固定销26，

使推进式钻孔机构25可以沿挂架吊杠8自由摆动。打开柴油机控制开关15，使柴油机运行。

关闭电动机控制开关14，使电机2501停转。打开显示器开关1201，显示器12内置有计数模块

与电量显示模块，这样显示器12即可显示出蓄电池电量和前轮位移。打开柴油机控制开关

15，使柴油机2507运转，柴油机2507带动钻头2513转动，钻头2513通过钻头心轴2522上部的

皮带轮和皮带带动发电机2508上的皮带轮转动，带动发电机2508发电，发电机2508发的电

通过导线存储到蓄电池10 中备用。根据显示器上的电量显示信息，可以通过蓄电池充电开

关13控制是否给蓄电池10充电。根据显示器上12的位移显示信息，可以控制打孔机的前进

位移，进而控制打孔距离。由人力推动其行走。

[0079] 当手推式多用途农用打孔机需要在作业状态打孔时，用脚向下踩下踏板  2101，踏

板2101绕销轴2105转动，带动拉板2102绕销轴2103转动，向上抬起，拉板带动车闸绳2107向

上提升，车闸绳带动刹车片2110绕刹车片销轴2111转动，进而带动刹车片2110圆弧部位靠

上后轮22的轮毂，利用摩擦力进行制动刹车。当刹车片处于可靠制动状态时，踏板2101末端

的垂直折弯结构外侧面正好与拉板2102下侧面贴合，使踏板与拉板处于垂直锁止状态。这

个锁止状态使刹车片的制动刹车状态可靠。同时，踏板2101末端的垂直折弯结构末端顶住

拉板自由端的直角折弯结构内侧，对踏板2101进行止动和限位。同时，如果有必要，则拧紧

两个锁紧螺钉20，使两个后轮22处于非万向轮的状态。拔下挂架固定销26，使推进式钻孔机

构25可以自由摆动，通过选择合适的平衡盘2401使推进式钻孔机构25处于平衡状态，这时，

可以使钻头2513处于铅垂状态，也可以钻头2513处于某一角度。打开柴油机控制开关15，使

柴油机2507运行，钻头旋转。打开显示器开关1201，使显示器12  显示出蓄电池10电量和前

轮1位移。打开电动机控制开关14，使电动机2501  运转，根据档位的切换可以控制电动机

2501实现正转、反转、停转，需要向下推进打孔时，让电动机2501正转，需要提起钻头时，让

电动机2501反转，不需要打孔时，让电动机2501停转。打开柴油机控制开关15，使柴油机

2507  运转时，柴油机2507带动钻头2513转动，并通过皮带2509带动发电机2508  上的皮带

轮转动，进而带动发电机2508发电，发电机2508发的电通过导线存储到蓄电池10中备用。根

据显示器12上的电量显示信息，可以通过蓄电池充电开关13控制是否给蓄电池10充电。蓄

电池10通过导线和电动机2501  连接，为这个电动机2501提供电力，同时，蓄电池10通过导

线与发电机2508  相连，通过发电机2508为蓄电池10充电。根据显示器上的位移显示信息，

可以控制打孔机的前进位移，进而控制打孔距离。由人力推动其行走。

[0080] 对于低温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汽油机替换柴油机。

[0081] 推进式钻孔机构可以通过挂架固定销固定。可以实现挂架吊装作业，也可以实现

挂架固定作业。对于平坦地面的竖直打孔，可以使挂架固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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