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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container transport vehicle

512
and a self-loading apparatus therefor. The self-loading ap
paratus comprises a crane assembly (5). The crane assembly
(5) comprises: a base (54) fixed on one side of the chassis of

-¾ 52 ' the container transport vehicle; a folding boom assembly
511 ' 5 1

/ '; ( 1), a first end of the boom assembly ( 1) being hinged on
the base (54), and a second end of the boom assembly (51)
being provided with a load-handling mechanism (513),

513 wherein the load-handling mechanism (513) comprises a
chain hoist and a locking mechanism located beneath the
chain hoist; a first hydraulic oil cylinder (52), a first end of
the first hydraulic oil cylinder (52) being hinged on the base
(54), and a second end of the hydraulic oil cylinder (52) be
ing hinged to the middle of the boom assembly (5 1). The
self-loading apparatus enables the transport vehicle to inde
pendently load and unload a container fi"om the side of the
vehicle body.

(57) 摘要：一种集装箱运输车及其 自装 卸装置 ，该
自装卸装置包括起 吊组件 （5 ) ，起 吊组件 （5 ) 包
括 ：底座 （54 )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车 的底盘 的一
侧 ；弯折 的 吊臂组件 （5 1 ) ，吊臂组件 ( 5 1) 的第
一端铰接在底座 （54 ) 上 ，吊臂组件 （5 1) 的第二
端设有取物装置 （513 ) ，其 中，取物装置 （5 13 )
包括 吊链和位于 吊链下方 的锁定机构 ；第一液压油
缸 （52 ) ，第一液压油缸 （52 ) 的第一端铰接在底

42 座 （54 ) 上 ，第一液压油缸 （52 ) 的第二端铰接在
吊臂组件 （5 1 ) 的中部 。该 自装卸装置使运输车 能

图 3 够独立完成从车体侧面对集装箱 的装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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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运输车及其 自装卸装置

本 申请 要 求 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提 交 中 国专 利局 、 申请 号 为

201110303262.1 、发 明名称为 "集装箱运输车及其 自装卸装置"的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 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装卸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 集装箱运输车及其 自装卸装

置。

背景技术

集装箱运输车一般都需与集装箱码头、车站 、仓库等地 的专用起重设

备 配合 ，才能完成集装运输车的正常装卸。在没有专用起重设备 配合 的地

方，很难 完成集装箱正常装卸。即使配置 吊车 、叉车等起重工具 ，在场地

狭小的工矿 、码头也很难开展作业 ，且作业效率很低 ，这就使集装箱的公

路运输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 自装卸集装箱运输车 ，也就是具有 自装卸装置

的集装箱运输车不仅 能够起到运输 集装箱等货物的功能，还 能独立完成对

集装箱的装卸工作 ，从 而无需配备起重设备 ，以弥补上述不足 。

现有技术 中存在一些具有 自装卸装置的集装箱运输车 ，但多为后 面 吊

箱或起 吊集装箱箱体上部的结构 ，常常仍然会受到装卸环境的限制。

发明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 决的技 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 集装箱运输车及其 自装卸装

置，该 自装卸装置使运输车能够独立完成从车体侧面对集装箱的装卸。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 集装箱运

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该 自装卸装置 包括起 吊组件 ，起 吊组件 包括 ：底座 ，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上；弯折 的 吊臂组件 ，吊臂组件 的第一端铰接

在底座上 ，吊臂组件 的第二端设有取物装置，其 中，取物装置 包括 吊链和

位于 吊链 下方的锁定机构 ；第一液压油缸 ，第一液压油缸的第一端铰接在

底座上 ，第一液压 油缸 的第二端铰接在 吊臂组件 的中部 。

进一步地 ，吊臂组件 包括 ：第一 吊臂 ，其第一端铰接在底座上；第二

吊臂 ，第二 吊臂 的第一端铰接在第一 吊臂 的第二端 ，第一液压 油缸 的第二

端铰接在第一 吊臂 的第二端；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第二液压

油缸 ，第二液压油缸的第一端铰接在底座上 ，第二液压油缸 的第二端铰接



在第二 吊臂 的中部 。

进一步地 ，第二 吊臂具有 弯折 的形状 ，第二液压油缸的第二端铰接在

第二 吊臂 的弯折处。

进一步地 ，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支撑组件 ，支撑组件 包括 ：支腿油缸 ，

支腿油缸 的缸体 的中部铰接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上 ，支腿油缸 的活塞杆

向下延伸 ；第三液压油缸 ，第三液压油缸的第一端铰接在集装箱运输车的

底盘上 ，第三液压油缸的第二端铰接在支腿油缸的缸体 的原理活塞杆 的一

端。

进一步地 ，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支撑组件 ，支撑组件 包括 ：支腿油缸 ，

支腿油缸 的缸体铰接在底座上 ，活塞杆 向下延伸 ；第三液压油缸 ，第三液

压油缸的第一端铰接在底座上 ，第二端铰接在支腿油缸的缸体上 。

进一步地 ，支腿油缸 的活塞杆 的下端铰接有 支脚 。

进一步地 ，支腿油缸 的活塞杆 的下端铰接有 支脚 。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 集装箱运输车 ，其 包括上述

任一种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进一步地 ，该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为三套 ，其 中，第一套 自装

卸装置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前部 ；第二套 自装卸装置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

车的尾部 ；第三套 自装卸装置沿集装箱运输车的延伸方向可移动地设置在

集装箱运输车的中部 ，位于第一套 自装卸装置和第二套 自装卸装置之 间。

本发 明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1. 本发 明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的起 吊组件 中，弯折 的 吊臂组

件 的第一端铰接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 的一侧所 固定设置的底座上 ，并且

第一液压油缸 的两端分别铰接在底座上和 吊臂组件 的中部 ，从 而可 以通过

第一液压油缸 的活塞杆 的伸缩来驱动 吊臂组件 以吊臂组件本身的第一端为

中心相对运输车进行转动 ，再加之 吊臂组件 的第二端设有取物装置，从 而

当取物装置与集装箱 固定连接后 ，转动该 吊臂组件 ，就 可 以对位 于集装箱

运输车侧 面的集装箱进行装卸工作 ，而无需配备专用的起重设备或 吊车 、

叉车等起重工具。另外 ，该取物装置 包括 吊链和位于 吊链下方的锁定机构 ，

从 而可 以将取物装置装入集装箱下部的角件孔 中，对其进行起 吊。

2 . 由于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中还可 以设 置支撑组件 ，本发 明中



的该支撑组件 包括支腿油缸和第三液压油缸 ，支腿油缸 的缸体铰接在集装

箱运输车的底盘上 ，活塞杆 向下延伸 ，而第三液压油缸 的第一端铰接在集

装箱运输车的底盘上 ，第二端铰接在支腿油缸 的缸体上 ，这样 ，第三液压

油缸 的活塞杆 的伸缩可以致使 支腿油缸 以支腿油缸 的缸体在集装箱运输车

的底盘上的铰接点为中心进行旋转 。当支腿油缸旋转至合适 的角度后 ，将

支腿油缸 的活塞杆 向地面伸 出即可起到在装卸的同时支撑集装箱运输车的

作用 。

除 了上面所描述的 目的、特征和优点之外 ，本发 明还有其它的 目的、

特征和优点。下面将参照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 明。

附图说 明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 ，本发 明

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 当限定。

在附图中：

图 1 是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的完全收起

状态时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在装卸时起

吊组件起升 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在装卸一层

集装箱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在装卸两层

集装箱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以下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 明，但是本发 明可以由权

利要 求限定和覆盖 的多种 不同方式实施 。

如 图 1—4 所示 ，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包

括起 吊组件 5。起 吊组件 5 包括底座 54、弯折 的吊臂组件 5 1 和第一液压油

缸 52。该底座 54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 的一侧 。吊臂组件 5 1 的第一

端铰接在底座 54 上 ，吊臂组件 5 1 的第二端设有取物装置 513 , 该取物装

置 513 包括 吊链和位于 吊链 下方的锁定机构 ，以与集装箱 3 底部的角件孔



固定连接。另外，第一液压油缸 52 的第一端铰接在底座 54 上，第一液压

油缸 52 的第二端铰接在吊臂组件 51 的中部。

可以理解，通过第一液压油缸 52 的活塞杆的伸缩来驱动吊臂组件 51

以吊臂组件 51 本身的第一端为中心而相对于底座 54 进行转动，也就是相

对于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进行转动。再加之 吊臂组件 51 的第二端设有取物

装置 513 , 从而当将取物装置 513 下方的锁定机构与集装箱 3 底部的角件

孔固定连接后，再转动该吊臂组件 5 1 , 就可以对位于集装箱运输车侧面的

集装箱 3 进行装卸工作。这样就无需配备专用的起重设备或吊车、叉车等

起重工具以完成装卸工作。

优选地，参考图 1-4, 在本实施例中，吊臂组件 51 包括顺次连接的第

一吊臂 511 和第二吊臂 512。具体地，该第一吊臂 511 的第一端铰接在底

座 54 上；该第二 吊臂 512 的第一端铰接在第一吊臂 511 的第二端。另外，

从图 1—4 中可以看到，第一吊臂 51 的第二端位于整个吊臂组件 51 的中部，

第一液压油缸 52 的第二端铰接在第一吊臂 51 的第二端，从而通过第一液

压油缸 52 的活塞杆的伸缩可以驱动吊臂组件 51 以第一吊臂 51 的第一端为

中心而相对于底座 54 进行转动。该 自装卸装置还包括第二液压油缸 53 ,

第二液压油缸 53 的第一端铰接在底座 54 上，第二液压油缸 53 的第二端铰

接在第二吊臂 512 的中部。在进行集装箱的装卸工作时，通过第一液压油

缸 52 的活塞杆的伸缩来驱动第一吊臂 511 转动至合适角度后，再通过第二

液压油缸 53的活塞杆的伸缩来驱动第二吊臂 512 以其本身的第一端为中心

转动，从而调节位于第二吊臂 512 的第二端的取物装置 513 的空间位置。

可以理解，将 吊臂组件 51设置成相互铰接的第一吊臂 511 和第二吊臂 512,

可以使 吊臂组件 51 的运动范围更大，对吊臂的角度控制更灵活，更方便对

集装箱 3 的装卸工作。

从图 1-4 中还可以看到，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吊臂 512 具有弯折的形

状，并且第二液压油缸 53 的第二端铰接在第二吊臂 512 的弯折处。该弯折

的形状使得由于集装箱运输车在公路上行驶而使 吊臂组件 51 处于收回状

态时，整个吊臂组件 51 所 占的体积更小，并且该弯折的形状更适合 吊臂组

件 51 的装卸工作。

另外，从图 1-4 中还可以看到，在本实施例中，自装卸装置还包括支



撑组件 4 , 用于在集装箱运输车 自装卸装置进行装卸工作 时在侧 面对运输

车进行支撑 ，并且在运输车的行驶过程 中收回。支撑组件 4 包括支腿油缸

4 1 和第三液压油缸 42。该支腿油缸 4 1 的缸体铰接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

上 ，支腿油缸 的活塞杆 向下延伸 ；该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第一端铰接在集装

箱运输车的底盘上 ，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第二端铰接在支腿油缸 4 1 的缸体

上 。

这样 ，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活塞杆 的伸缩可以致使 支腿油缸 4 1 以支腿

油缸 4 1 的缸体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上的铰接 点为中心进行旋转 。当支腿

油缸 4 1 在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驱动下旋转至活塞杆朝下的合适 的角度后 ，

将支腿油缸 4 1 的活塞杆 向地 面伸 出即可起到在装卸的同时支撑 集装箱运

输车的作用。当装卸工作 完成 ，需要 集装箱运输车行驶 时，则可以将支腿

油缸 4 1 的活塞杆收回，并将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活塞杆 收回，此时，整个

的支撑组件 4 都会收回在运输车 中。

在本实施例 中，支撑组件 4 中的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第一端和支腿油缸

4 1 的缸体均铰接在底座 4 上 。

更优选地 ，支腿油缸 4 1 的活塞杆 的下端铰接有 支脚 411 , 以方便 支撑 。

从 图 1 中可以看到 ，当集装箱运输车处于行驶状 态时，将起 吊组件 5

中的第一液压油缸 52 的活塞杆 、第二液压油缸 53 的活塞杆 以及支撑组件

4 中的支腿油缸 4 1 的活塞杆和第三液压油缸 42 的活塞杆 均收回，这样 ，

起 吊组件 5 和支撑组件 4 就都收回至集装箱运输车 中，不会影响集装箱运

输车的行驶 。从 图 2-4 中可以看到 ，以卸货的过程为例 ，当需要卸下集装

箱 3 时，先操作支撑组件 4 以将支腿油缸 4 1 下端的支脚 411 支撑在地 面上 ，

然后操作起 吊组件 5 中的第一液压油缸 52 和第二液压油缸 53 即可控制起

吊组件 5 中的吊臂组件 5 1 进行落箱的动作 ，其 中图 3 和 图 4 分别示 出了起

吊组件装卸一层集装箱和装卸两层集装箱时的示意 图。该 自装卸装置进行

装箱过程与卸箱过程相反 ，也可以从 图 3、图 4 以及 图 2 看 出，在此不再

赘述 。

如 图 5 所示，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集装箱运输车 ，该集装箱运输车 包

括上述的任何一种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具体地 ，从 图 5 中可以看

到 ，该集装箱运输车 1 包括牵引车 11 和连接在牵引车 11 后方的挂车 12,



还 包括动力装置 13 和操纵控制装置 14。由于上文所述的原 因，该集装箱

运输车具有带载集装箱行驶并进行 自装卸的功能，无需配备 专用的起重设

备或 吊车 、叉车等起 重工具以完成装卸工作 。

优选地 ，如 图 5 所示，该集装箱运输车 1 的 自装卸装置为三套 ，其 中，

第一套 自装卸装置 固定在集装箱运输车的前部 ；第二套 自装卸装置 固定在

集装箱运输车的尾部；第三套 自装卸装置沿集装箱运输车的延伸方向可移

动地设置在集装箱运输车的中部 ，位于第一套 自装卸装置和第二套 自装卸

装置之 间。进行装卸作业时，可以采用第一套 自装卸装置和第三套 自装卸

装置配合 ，以装卸集装箱 ，也可以采用第二套 自装卸装置和第三套 自装卸

装置配合 ，以装卸集装箱。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对于

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 ，本发 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 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 改、等 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

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1. 一种 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起 吊组件 （5 ) ,

所述起 吊组件 （5 ) 包括：

底座 （54 ) , 固定在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底盘上；

弯折 的 吊臂组件 （5 1 ) , 所述 吊臂组件 （5 1 ) 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底座

( 54 ) 上 ，所述 吊臂组件 （5 1 ) 的第二端设有取物装置 （513 ) , 其 中，所

述取物装置 （513 ) 包括 吊链和位 于所述 吊链下方的锁定机构；

第一液压 油缸 （52 ) , 所述第一液压 油缸 （52 ) 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底

座 （54 ) 上 ，所述第一液压 油缸 （52 ) 的第二端铰接在所述 吊臂组件 （5 1 )

的中部 。

2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吊臂组件 （5 1 ) 包括：

第一 吊臂 （511 ) , 其第一端铰接在所述底座 （54 ) 上；

第二 吊臂 （512 ) , 所述第二 吊臂 （512 ) 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一 吊臂

( 511 ) 的第二端 ，所述第一液压 油缸 （52 ) 的第二端铰接在所述第一 吊臂

( 5 1 ) 的第二端；

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第二液压 油缸 （53 ) , 所述第二

液压油缸 （53 ) 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底座 （54 ) 上 ，所述第二液压油缸 （53 )

的第二端铰接在所述第二 吊臂 （512 ) 的中部 。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 吊臂 （512 ) 具有 弯折 的形状 ，所述第二液压 油缸 （53 ) 的第二端

铰接在所述第二 吊臂 （512 ) 的弯折处。

4 .根据权利要求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支撑组件 （4 ) , 所述支撑组件 （4 ) 包括：

支腿油缸 （4 1 ) , 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缸体 的中部铰接在所述集装箱

运输车的底盘上 ，所述支腿油缸的活塞杆 向下延伸 ；

第三液压油缸 （42 ) , 所述第三液压油缸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集装箱运

输车的底盘上 ，所述第三液压油缸 的第二端铰接在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

缸体 的远 离活塞杆 的一端。

5 .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自装卸装置还 包括支撑组件 （4 ) , 所述支撑组件 （4 ) 包括 ：

支腿油缸 （4 1 ) , 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缸体铰接在所述底座 （54 ) 上 ，

活塞杆 向下延伸 ；

第三液压油缸 （42 ) , 所述第三液压油缸 （42 ) 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底

座 （54 ) 上 ，第二端铰接在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缸体上。

6 .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活塞杆 的下端铰接有支脚 （411 )。

7 .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腿油缸 （4 1 ) 的活塞杆 的下端铰接有支脚 （411 )。

8. —种集装箱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集装箱运输车 包括权利要 求

1-7 中任一项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

9 .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集装箱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集装箱运

输车的 自装卸装置为三套 ，其 中，

第一套所述 自装卸装置 固定在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前部；

第二套所述 自装卸装置 固定在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尾部；

第三套所述 自装卸装置沿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延伸方向可移动地设置

在所述集装箱运输车的中部 ，位于第一套所述 自装卸装置和第二套所述 自

装卸装置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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