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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

包括AGV车、掏箱机构、输送机构、消毒机构、码垛

机构和控制平台，AGV车用于实现与冷藏集装箱

的自动对接和步进，掏箱机构固定AGV车前端中

部，用于将冷藏集装箱中的货物掏出放在输送机

构上，输送机构固定在AGV车前端的升降平台和

AGV车两侧，用于将货物从掏箱机构工作区域运

送到消毒机构工作区域，消毒机构与伸缩式输送

机对接，对货物表面进行全面消毒，码垛机构固

定在AGV车后端中部，用于将消毒后的货物码垛，

控制平台与AGV车、掏箱机构、输送机构、消毒机

构和码垛机构互联互通连接。实现冷藏食品冷藏

集装箱高效卸货消毒全自动化，避免人员接触冷

冻食品外包装，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防御新冠

疫情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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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特征在于，包括AGV车、掏箱机构、输送机构、消毒机构、

码垛机构和控制平台，AGV车用于实现与冷藏集装箱的自动对接和步进，掏箱机构固定AGV

车前端中部，用于将冷藏集装箱中的货物掏出放在输送机构上，输送机构固定在AGV车前端

的升降平台和AGV车两侧，用于将货物从掏箱机构工作区域输送到消毒机构工作区域，消毒

机构固定在AGV车的两侧后端，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前端与伸缩式输送机的末端对接，消

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后端与AGV车两侧末端对齐，货物通过消毒机构对货物表面进行全面

自动消毒，码垛机构固定在AGV车后端中部，用于将消毒后的货物码垛，控制平台与AGV车、

掏箱机构、输送机构、消毒机构和码垛机构互联互通连接，控制相应设备的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特征在于，输送机构包括液压剪刀臂

升降机、双向输送机、液压输送机、伸缩式输送机，

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安装在AGV车底板101前端，液压剪刀臂升降机根据待掏出货物

层的高度调整升降高度，便于掏箱机构将掏出的货物直接放在双向输送机上，双向输送机

能够分别将货物向左右两端横向输送，双向输送机左右端分别与两条液压输送机铰链连

接，液压输送机的前端固定安装在液压剪刀臂升降机平台后端上，以便液压剪刀臂升降机

升高或降低时灵活变角，纵向上，液压输送机、伸缩式输送机和消毒机输送机依次连接后固

定在AGV车底板左右两侧边，在AGV车底板左右两侧上形成两条对称的输送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输送机为辊轮输

送机，其长度与AGV车的宽度一致，宽度满足货物的长度要求，在双向输送机的中间设置两

段反方向横向转动的辊轮，实现货物能够向左右两个方向移动，双向输送机的左右两端纵

向转动的辊轮与液压输送机对接，在液压输送机的底部固定液压杆，当双向输送机升起或

降下时液压输送机的前端能够随机升起和降下，液压输送机的末端和伸缩式输送机的前端

的底部安装滑轮，对应地在AGV车底板上设置滑道，当双向输送机升起和降下时滑轮沿着滑

道前后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特征在于，所述AGV车为现有的具有导

航和避障功能的能够完成自动搬运的AGV运输车。

5.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其特征在于，在AGV车底盘四周侧面安装

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其视野范围内的图像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确定与前后左右方物体

之间的距离，保持与周边物体之间的距离在设定的避障距离范围内，实现避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AGV掏箱消毒码垛车整体尺寸应小于冷

藏集装箱的内部尺寸。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掏箱机构和码垛机构均为多轴吸盘式智

能机械手，包括多轴机械手、真空吸盘、机械手智能传感器，真空吸盘固定在多轴机械手自

由端，用于抓取货物，机械手智能传感器安装在多轴机械手前端，能够实时采集并解析前方

货物面图像数据，确定待掏出的货物层高度和货物的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控制平台包括AGV控制系统、掏箱机构控

制系统、输送机构控制系统、消毒机构控制系统和码垛机构控制系统，AGV控制系统用于AGV

车的调度，能够与多台AGV车连接，发送控制指令给AGV车，所述掏箱机构控制系统与掏箱机

构连接，输送机构控制系统与输送机构连接，消毒机构控制系统与消毒机构连接，码垛机构

控制系统与码垛机构连接，AGV控制系统与掏箱机构控制系统，输送机构控制系统连，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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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控制系统，码垛机构控制系统互通互联，以达到综合作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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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专门用于集装箱卸货时的一种利用AGV技术整合了机器人掏箱消毒码垛

于一体的人工智能装卸装置，属于港口装卸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为防疫冷

藏集装箱进口冷链货物携带病毒非接触式卸货过程中的AGV  掏箱消毒码垛车集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激光扫描器和视觉传感器等各类技术(以下简称智

能传感器)促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物流、工业领域的各类AGV车和

智能机械手随处可见。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s)  又名无人搬运车或自动导航车。

其显著特点的是无人驾驶，AGV上装备有自动导向系统，可以保障系统在不需要人工引航的

情况下就能够沿预定的路线自动行驶，将货物自动从起始点运送到目的地。AGV的另一个特

点是柔性好，自动化程度高和智能化水平高，AGV的行驶路径可以根据仓储货位要求、生产

工艺流程等改变而灵活改变。AGV一般配备有装卸机构，可以与其他物流设备自动接口，实

现货物装卸与搬运全过程自动化。此外，AGV还具有清洁生产的特点，AGV依靠自带的蓄电池

提供动力，运行过程中无噪声、无污染，可以应用在许多要求工作环境清洁的场所。智能机

械臂主要由智能传感器、机械臂系统以及主控计算机三个部分组成，是一种高精度的复杂

智能系统，由于其多输入多输出、非线性、强耦合以及易操作的特点，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

装配、安全防爆多个领域。智能机械臂是工业众多衡器设备中的一个常见智能化设备，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完成一些高精度的、复杂性以及重复性的工作，大量减少了人为操作

的时间和精力，较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解决了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工冷

藏集装箱装卸货物时，容易导致装卸工人感染的问题。本申请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掏箱、

消毒和码垛整个冷藏集装箱卸货工作，避免工人接触传染源，从源头杜绝传染。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的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包括AGV车、掏箱机

构、输送机构、消毒机构、码垛机构和控制平台，AGV车用于实现与冷藏集装箱的自动对接和

步进，掏箱机构固定AGV车前端中部，用于将冷藏集装箱中的货物掏出放在输送机构上，输

送机构固定在AGV车前端的升降平台和AGV  车两侧，用于将货物从掏箱机构工作区域运送

到消毒机构工作区域，消毒机构固定在AGV车的两侧后端，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前端与伸

缩式输送机的后端对接，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后端与AGV车两侧末端对齐，货物通过消毒

机构对货物表面进行全面自动消毒，码垛机构固定在AGV车后端中部，用于将消毒后的货物

码垛，控制平台与AGV车、掏箱机构、输送机构、消毒机构和码垛机构互联互通，控制相应设

备的工作。

[0005] 进一步地，输送机构包括液压剪刀臂升降机、双向输送机、液压输送机、伸缩式输

送机、消毒机输送机，横向上，双向输送机通过液压剪刀臂升降机安装在AGV车底板前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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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剪刀臂升降机根据待掏出货物层的高度调整升降高度，便于掏箱机构将掏出的货物直接

放在双向输送机上，双向输送机能够分别将货物通过两段横向反向转动的辊轮向左右两端

输送，双向输送机左右两端纵向转动的辊轮分别与左右两侧液压输送机连接，纵向上，液压

输送机、伸缩式输送机和消毒机输送机依次连接后固定在AGV车底板左右两侧边，在AGV车

底板左右两侧上形成两条对称的输送带。

[0006] 具体地，所述双向输送机为辊轮输送机，其长度与AGV车的宽度一致，宽度满足货

物的长度要求，在双向输送机的中间设置两段反方向横向转动的辊轮，实现货物能够向左

右两端移动，双向输送机的左右两端纵向转动的辊轮与液压输送机对接，在液压输送机的

底部固定液压杆，当双向输送机升起或降下时液压输送机的前端能够随机升起和降下，液

压输送机的末端和伸缩式输送机的前端的底部安装滑轮，对应地在AGV车底板上设置滑道，

当双向输送机升起和降下时滑轮沿着滑道前后移动。

[0007] 作为一种实现方式，所述AGV车为现有的具有导航和避障功能的能够完成自动搬

运的AGV运输车。

[0008] 更优选地，在AGV车底盘四周侧面固定安装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其视野范围内的

图像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确定与周边物体之间的距离，保持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在设定的

避障距离范围内，实现避障。

[0009] 较佳地，AGV掏箱消毒车整体尺寸应小于冷藏集装箱的内部尺寸。

[0010] 具体地，掏箱机构和码垛机构均为多轴吸盘式智能机械手，包括多轴机械手、真空

吸盘和机械手智能传感器，真空吸盘固定在多轴机械手自由端，用于抓取货物，机械手智能

传感器安装在多轴机械手前端，能够实时采集并解析前方货物面图像数据，确定待掏出的

货物层高度和货物位置。

[0011] 具体地，控制平台包括AGV控制系统、掏箱机构控制系统、输送机构控制系统、消毒

机构控制系统和码垛机构控制系统，AGV控制系统用于AGV车的调度，能够与多台AGV车连

接，发送控制指令给AGV车，所述掏箱机构控制系统与掏箱机构连接，输送机构控制系统与

输送机构连接，消毒机构控制系统与消毒机构连接，码垛机构控制系统与码垛机构连接，

AGV控制系统与掏箱机构控制系统、输送机构控制系统、消毒机构控制系统、码垛机构控制

系统互通互联，以达到综合作业目的。

[0012] 如将液压输送机的输送带表面增加较大摩擦系数，使AGV掏箱消毒码垛车整个系

统反向运转，即可成为集装箱装箱装置。

[0013] 若应市场要求，仅需要一台消毒机，本发明将减少一条侧面的输送机，同时将双向

辊轮输送机改为单向辊轮输送机即可，若有进一步的降低成本要求，在机械手吸盘底下增

加一个水平支撑架，可以减掉液压剪刀臂升降机和液压输送机的液压系统，使输送机构在

一个平面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研发一款基于AGV技术的人工智能掏

箱消毒码垛一体化装置，填补进口冷藏食品冷藏集装箱卸货掏箱消毒码垛没有人工智能机

器人的空白，而将人工智能掏箱消毒码垛设备与AGV技术有机地集成为一台人工智能AGV掏

箱消毒码垛车，从而实现冷藏食品冷藏集装箱高效卸货消毒码垛全自动化，避免人员接触

冷冻食品外包装，从源头上隔绝传染，降低了新冠疫情时期物流企业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

力，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防御新冠疫情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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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涉及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的俯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涉及的AGV掏箱消毒码垛车的主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涉及的控制平台结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内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再做进

一步的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AGV掏箱消毒码垛车，包括AGV车1、掏箱机构2、输送机构3、消

毒机构4、码垛机构5和控制平台6，AGV车1用于实现与冷藏集装箱的自动对接和步进，掏箱

机构2固定AGV车1前端中部，用于将冷藏集装箱中的货物掏出放在输送机构3上，输送机构

固定在AGV车1前端的升降平台和AGV车1两侧，用于将货物从掏箱机构2工作区域输送到消

毒机构4工作区域，消毒机构4固定在AGV车1的两侧后端，消毒机构4底部的输送机前端与输

送机构3的末端对接，消毒机构4底部的输送机后端与AGV车1两侧末端对齐，货物通过消毒

机构4对货物表面进行全面自动消毒，码垛机构5固定在AGV  车后端中部，用于将消毒后的

货物码垛，控制平台6与AGV车1、掏箱机构2、输送机构3、消毒机构4和码垛机构5互联互通，

控制相应设备的工作。

[0021] 为了使AGV掏箱消毒码垛车顺畅进出冷藏集装箱，AGV掏箱消毒码垛车整体尺寸应

小于冷藏集装箱的内部尺寸(长×宽×高11800mm×2130mm×2180mm)，如，设计AGV车1底板

长×宽为5000mm×2030mm。所述AGV车1为现有的具有导航和避障功能的能够完成自动搬运

的AGV运输车(如专利CN108089557B中涉及的AGV运送车，专利CN109062150A中涉及的AGV车

1体系统)，AGV运输车在对应AGV控制系统的控制下，移动到待卸货的冷藏集装箱。

[0022] 本实施例涉及的掏箱机构2和码垛机构5均为多轴吸盘式智能机械手，包括多轴机

械手201(或501)、真空吸盘202(或502)和机械手智能传感器203  (或503)，真空吸盘202固

定在多轴机械手201自由端，用于抓取货物，机械手智能传感器203安装在多轴机械手201前

端，能够实时采集并解析前方货物面图像数据，确定待掏出的货物层高度和货物位置。机械

手智能传感器203可以是三维视觉传感器，也可以是激光扫描器和二维视觉传感器共同构

成的装置。

[0023] 本实施例涉及的输送机构3包括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双向输送机302、液压输送

机303和伸缩式输送机304，双向输送机包括左侧横向输送单元306、右侧横向输送单元307、

左侧纵向输送单元308和右侧纵向输送单元309，左侧横向输送单元306和右侧横向输送单

元307，分别沿AGV车底板101宽度方向从中心向左右两侧转动，左侧纵向输送单元308和右

侧纵向输送单元309，分别沿  AGV车底板101长度方向从前向后转动，左侧横向输送单元306

和右侧横向输送单元307连接，左侧横向输送单元306左端与左侧纵向输送单元308连接构

成左侧输送单元，右侧横向输送单元307右端与右侧纵向输送单元309连接构成右侧输送单

元，左侧输送单元和右侧输送单元左右对称布置在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上，液压剪刀臂升

降机301安装在AGV车底板101前端，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根据待掏出货物层的高度调整升

降高度，便于掏箱机构2将掏出的货物直接放在双向输送机302上，双向输送机302能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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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货物向左右两端输送，左侧纵向输送单元308和右侧纵向输送单元309自由端分别与液压

输送机  303连接，纵向上，液压输送机303、伸缩式输送机304和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依次

连接后固定在AGV车底板101左右两侧边，在AGV车底板101左右两侧上形成两条对称的输送

带。具体地，在液压输送机303的底部固定液压杆(图中未画出)，液压输送机303后端和伸缩

式输送机304前端的底部安装滑轮306，对应地在AGV车底板101上设置滑道307，滑轮306沿

着滑道307前后移动。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没有升高时，双向输送机302、液压输送机303、

伸缩式输送机304、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上表面处于一平面内，根据需要掏出的货物高度

调整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的高度，保证货物能够直接放在双向输送机302  上，双向输送机

302升高，抬高与之连接端的液压输送机303一端，同时液压杆升高，支撑液压输送机303，保

证其倾斜角度的稳定性，液压输送机303后端和伸缩式输送机304前端在拉力的作用下，滑

轮306沿着滑道307滑动。

[0024] 本实施例涉及的消毒机构4为现有的隧道式半导体深紫外消毒机或化学消毒剂喷

淋消毒机，如专利CN2020225466938所述的一种流水作业用物体表面全面杀菌消毒装置，消

毒杀菌装置的箱体固定在AGV车底板101上，在消毒杀菌装置底部固定输送机，消毒机构4的

输送机前端与输送机构3的末端对接，消毒机构4的输送机后端与AGV车1两侧末端对齐，当

货物经过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穿过消毒机构4时即完成货物表面的消毒杀菌。

[0025] 具体地，控制平台6包括AGV控制系统601、掏箱机构控制系统602、输送机构控制系

统603、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和码垛机构控制系统605，AGV控制系统601用于AGV车1的调

度，能够与多台AGV车1数据连通，发送控制指令给AGV车1，所述掏箱机构控制系统602与掏

箱机构2数据连通，向掏箱机构2  输送控制指令，掏箱机构2基于接收到的控制指令，控制相

应部件的工作状态，同理，所述输送机构控制系统603分别与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双向输

送机  302、液压输送机303、伸缩式输送机304和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连接，控制相应部件

的工作状态，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与消毒机构4连接，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向消毒机构4

发送控制指令，控制其对货物进行消毒，码垛机构控制系统605与码垛机构5数据连通，码垛

机构5基于接收到的控制指令，控制相应部件的工作状态，AGV控制系统601与掏箱机构控制

系统602连接，当AGV  控制系统601确认与冷藏集装箱对接完成后，向掏箱机构控制系统602

发送控制指令，掏箱机构控制系统602启动，通过掏箱机构上的机械手智能传感器203  确定

待掏出货物面的高度和位置，掏箱机构2对应的多轴吸盘式智能机械手开始工作将货物从

当前货物面最上面一层开始掏出，基于智能传感器104确定的距离以及掏箱机构2上的机械

手智能传感器203的图像数据确定完成一个货物面的卸货后，掏箱机构控制系统602向AGV

控制系统601发送控制指令，向前移动一个货物面，如此重复，直至掏出所有货物，掏箱机构

控制系统602与输送机构控制系统603连接，实时将探测的货物面的高度发送给输送机构控

制系统603，液压剪刀臂升降机301基于该高度数据调整升降高度，保证多轴吸盘式智能机

械手抓取的货物能够方便地直接放在双向输送机302上，货物从双向输送机302、液压输送

机303、伸缩式输送机304和消毒机构底部的输送机依次转运，输送机构控制系统603与消毒

机构控制系统604连接，当开始运送货物时向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发送指令，启动消毒机

构控制系统604对经过的货物进行全面消毒，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与码垛机构控制系统

605连接，消毒机构控制系统604工作时向码垛机构控制系统605发送指令，启动码垛机构对

应的多轴吸盘式智能机械手，将经过消毒的货物按照规则码垛，一个标准垛完成后，叉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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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垛完成的货物运到冷库。控制平台可以设置在冷库的智能控制间，实现远程控制，尽量避

免人员接触。

[0026] 在每一个货物面工作时，对于高层的货物，将双向输送机302的高度调整与待取货

物底层平齐，真空吸盘202直接将货物拖到双向输送机302，对于底层的货物，因双向输送机

302无法再降低高度，真空吸盘202将货物提升到双向输送机302。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实施例除AGV车1其他均与实施例1相同，AGV车1包括AGV车底盘101、主动轮102、

从动轮103、舵轮驱动单元(图中未画出)、智能传感器104和可充电电池(图中未画出)，在

AGV车底盘101下左右对称固定两个主动轮102  和两个从动轮103，主动轮102与舵轮驱动单

元连接，在舵轮驱动单元的带动下实现前进、后退、左右行进，达到冷藏集装箱装卸车工位，

沿AGV车1行进方向，在AGV车底盘101四周固定安装智能传感器104，实时采集并解析周边视

野范围内的图像数据确定与前方物体之间的距离，还能够用于保证AGV车与冷藏集装箱最

前端的货物面之间的距离在设定范围内，可充电电池固定在AGV车内，外接电源实现充电，

为整个AGV车1提供电能。智能传感器104可以是三维视觉传感器，也可以是激光扫描器和二

维视觉传感器共同构成的装置。

[0029] 更优选地，在AGV车底板101四周安装的智能传感器104实时采集其视野范围内的

图像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保持与周边物体之间的距离在设定的避障距离范围内，实现避

障。另外，还能够用于保持AGV车1与冷藏集装箱最前端的货物层之间有一定的工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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