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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

海铁联运系统，包括：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集

装箱铁路中心站、地下通道、第二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分别与第一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通过地下通道相

连接；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与第二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连接；地下通道包括:主体建筑物和附属

设备；主体建筑物包括：环形交叉口；环形交叉口

设置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第二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附属设备包括：磁

钉、通风装置、指示灯、照明装置、消防装置、应急

通讯装置、盲沟、排水沟；应用本发明实施例，有

效提高运输效率以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

海铁联运的高效性，同时缓解地面交通拥堵。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3页

CN 111646227 B

2021.09.21

CN
 1
11
64
62
27
 B



1.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2)、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地下通道(1)、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

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分别与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所述第二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41)通过所述地下通道(1)相连接；

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与所述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相连接；

所述地下通道(1)包括:主体建筑物和附属设备；

所述主体建筑物包括：环形交叉口(4)；

所述环形交叉口(4)设置于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所述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41)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

所述附属设备包括：磁钉(16)、通风装置(9)、指示灯(10)、照明装置(11)、消防装置

(12)、应急通讯装置(13)、盲沟(14)、排水沟(15)；

所述地下通道墙壁的一侧设置有所述消防装置(12)，另一侧设置有所述应急通讯装置

(13)；

所述磁钉(16)铺设于地下通道(1)地面上，用于定位导航；

所述通风装置(9)位于地下通道(1)顶部，用于排出有害气体；

所述照明装置(11)设置于地下通道(1)顶部并靠近墙壁，用于通道内照明；

所述指示灯(10)设置于地下通道(1)顶部并位于所述通风装置(9)与所述照明装置

(11)之间，用于指示通道内的运行方向；

所述排水沟(15)设置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用于引水；

所述盲沟(14)设置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用以排除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

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包括：泊位(18)、码头堆场(22)、维修车间(23)、集装箱

货运站(25)、码头办公楼(24)、码头停车场(27)、码头闸口(28)、地下通道出入口(17)，岸边

起重机(19)，集装箱卡车(26)，自动堆垛起重机(21)；

所述泊位(18)，用于供集装箱船舶停靠和作业；

所述码头堆场(22)，用于办理集装箱交接、堆存和保管；

所述维修车间(23)，用于进行检修和保养的场所；

所述集装箱货运站(25)，用于集装箱的装箱和拆箱；

所述码头办公楼(24)，用于行使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各项设施的职能中枢机构；

所述码头停车场(27)，用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内集装箱卡车(26)的临时停放；

所述码头闸口(28)，用于区分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

所述岸边起重机(19)，用于对集装箱船进行装卸作业；

所述自动堆垛起重机(21)，用于对集装箱装卸、搬运和堆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包括：集装箱货运列车(33)、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中心站AGV作业

区(31)、空载AGV等待区(32)、AGV作业车道(42)、AGV运行车道(43)、主箱场(35)、辅助箱场

(36)、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30)、中心站闸口(40)、中心站停车场(38)、中心站办公楼

(39)；

所述中心站AGV作业区(31)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一侧下方；

所述空载AGV等待区(32)位于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一侧AGV车道的末端，用于完成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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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后空载等候的区域；

所述主箱场(35)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另一侧下方，其中,所述主箱场(35)两侧

设有集装箱卡车车道；

所述辅助箱场(36)位于中心站闸口(40)一侧，用于堆存一些特殊功能效用或者专用

箱，同时承担一些主箱场(35)的箱位；

所述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30)，用于区分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与所述第一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2)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

所述中心站闸口(40)，用于区分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

的地点；

所述中心站停车场(38)位于铁路线一侧并靠近所述中心站闸口(40)，用于集装箱卡车

的临时停放；

所述中心站办公楼(39)位于所述中心站闸口(40)另一侧，用于行使集装箱铁路中心站

(3)各项设施的职能中枢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地下环形交叉口(4)设有导流岛、检修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地下通道(1)为双向车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地下通道(1)设有AGV编组区和解组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地下通道(1)设置于地下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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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装箱海铁联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

联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集装箱海铁联运是一种以实现货物整体运输最优化效益为目标的联运组织形式。

它以集装箱为运输单元，将进出口货物由铁路运到沿海海港，或是货物到达沿海海港之后

由铁路转运，只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就可完成的一种运输方式。目前，我国沿

海港口集装箱海铁联运比例仅为2％左右，较欧美国家20％左右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集

装箱海铁联运是目前我国多式联运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集装箱吞吐能力及后方堆场普遍

不足，港口及后方陆域规模及集疏运系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运输市场分散无序，资源与功

能未能有效整合。

[0003] 传统的集装箱海铁联运主要以公路运输来实现港口与铁路之间的货物运输，但

海、公、铁等多式联运发展缓慢，基础设施缺乏统筹衔接。无论是港口还是铁路部门，在规划

上都没有充分考虑为两种运输方式的衔接预留发展空间。现有的铁路基础设施还未能完全

满足集装箱海铁联运的要求，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铁路集疏运的重视，加上相关铁路线路

性质复杂，集装箱运输协调难度大，海铁联运发展受到重要限制。

[0004] 地下物流系统具有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城市交通事故、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节

约城市地面土地资源、提高城市物流效率等作用，特别是与港口、铁路连接的地下集装箱物

流系统可以缓解港城矛盾、提高港城物流效率。作为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大型交通

运输系统，在未来物流、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中地下物流系统将扮演重要角色。

[0005] 但是现今缺少将地下物流和地面物流系统结合的集装箱海铁联运模式，也缺少对

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的设计。此外，现今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设计中存在

几点问题，一是许多集装箱港口港区分散，码头与铁路线路分离，建设资金受到体制限制，

不能做到海铁同步；二是大多数港区缺少直接进入港区的铁路支线，完全是依赖公路集疏

运运输，由于相关铁路线路性质复杂，集装箱运输协调难度大；三是多式联运发展缓慢，基

础设施缺乏统筹衔接，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最后一公里”不畅，导致运输效率低下、中转联运

难以实现。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旨在用地下集

装箱物流运输的方式实现货物运输，进而实现集装箱海铁联运，提高了运输效率以及运输

过程中的安全性。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包括：

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地下通道、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008] 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分别与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所述第二自动化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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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码头通过所述地下通道相连接；

[0009] 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与所述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相连接；

[0010] 所述地下通道包括:主体建筑物和附属设备；

[0011] 所述主体建筑物包括：环形交叉口；

[0012] 所述环形交叉口设置于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所述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

[0013] 所述附属设备包括：磁钉、通风装置、指示灯、照明装置、消防装置)、应急通讯装

置、盲沟、排水沟；

[0014] 所述地下通道墙壁的一侧设置有所述消防装置，另一侧设置有所述应急通讯装

置；

[0015] 所述磁钉铺设于地下通道地面上，用于定位导航；

[0016] 所述通风装置位于地下通道顶部，用于排出有害气体；

[0017] 所述照明装置设置于地下通道顶部并靠近墙壁，用于通道内照明；

[0018] 所述指示灯设置于地下通道顶部并位于所述通风装置与所述照明装置之间，用于

指示通道内的运行方向；

[0019] 所述排水沟设置于地下通道地面两端，用于引水；

[0020] 所述盲沟设置于地下通道地面两端，用以排除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

[0021] 优选的，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包括：泊位、码头堆场、维修车间、集装箱货运

站、码头办公楼、码头停车场、码头闸口、地下通道出入口，岸边起重机，集装箱卡车，自动堆

垛起重机；

[0022] 所述泊位，用于供集装箱船舶停靠和作业；

[0023] 所述码头堆场，用于办理集装箱交接、堆存和保管；

[0024] 所述维修车间，用于进行检修和保养的场所；

[0025] 所述集装箱货运站，用于集装箱的装箱和拆箱；

[0026] 所述码头办公楼，用于行使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各项设施的职能中枢机构；

[0027] 所述码头停车场，用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内集装箱卡车的临时停放；

[0028] 所述码头闸口，用于区分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

[0029] 所述岸边起重机，用于对集装箱船进行装卸作业；

[0030] 所述自动堆垛起重机，用于对集装箱装卸、搬运和堆放。

[0031] 优选的，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包括：集装箱货运列车、中心站AGV作业区、空载

AGV等待区、AGV作业车道、AGV运行车道、主箱场、辅助箱场、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中心站

闸口、中心站停车场、中心站办公楼；

[0032] 所述中心站AGV作业区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一侧下方；

[0033] 所述空载AGV等待区位于集装箱货运列车一侧AGV车道的末端，用于完成卸箱作业

后空载等候的区域；

[0034] 所述主箱场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另一侧下方，其中,所述主箱场两侧设有集装

箱卡车车道；

[0035] 所述辅助箱场位于中心站闸口一侧，用于堆存一些特殊功能效用或者专用箱，同

时承担一些所述主箱场的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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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用于区分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与所述第一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

[0037] 所述中心站闸口，用于区分所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

点；

[0038] 所述中心站停车场位于铁路线一侧并靠近所述中心站闸口，用于集装箱卡车的临

时停放；

[0039] 所述中心站办公楼位于所述中心站闸口另一侧，用于行使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各项

设施的职能中枢机构。

[0040] 优选的，所述地下环形交叉口设有导流岛、检修区。

[0041] 优选的，所述地下通道为双向车道。

[0042] 优选的，所述地下通道设有AGV编组区和解组区。

[0043] 优选的，所述地下通道设置于地下10米。

[0044]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用地下集装

箱物流运输的方式实现货物运输，进而实现集装箱海铁联运，一定程度上分流地面集装箱

卡车的运输，有效提高集装箱海铁联运运输效率以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海铁联运

的高效性，同时起到缓解地面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平面流向示意图。

[0046] 图2是本发明的地下层通道A‑A剖面图。

[0047] 图3是本发明的集装箱铁路中心站主体A‑A剖面图。

[0048] 图4是本发明的集装箱铁路中心站火车装箱流程图。

[0049] 图5是本发明的集装箱铁路中心站AGV装箱流程图。

[0050] 图6是本发明的集装箱铁路中心站装卸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52] 请参阅图1‑6。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

的基本构想，遂图式中仅显示与本发明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形

状及尺寸绘制，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且其组件布

局型态也可能更为复杂。

[0053] 如图1‑2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地下通道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包括：第一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2、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地下通道1、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所述集装箱铁路

中心站3分别与所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通过地下通道1相

连接；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与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相连接。

[0054] 地下通道1包括：主体建筑物和附属设备；主体建筑物包括：环形交叉口4；环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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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4设置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附

属设备包括：磁钉16、通风装置9、指示灯10、照明装置11、消防装置12、应急通讯装置13、盲

沟14、排水沟15；地下通道墙壁的一侧设置有消防装置12，另一侧设置有应急通讯装置13；

磁钉16铺设于地下通道1地面上，用于定位导航；通风装置9位于地下通道1顶部，用于排出

有害气体；照明装置11设置于地下通道1顶部并靠近墙壁，用于通道内照明；指示灯10设置

于地下通道1顶部并位于通风装置9与照明装置11之间，用于指示通道内的运行方向；排水

沟15设置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用于引水；盲沟14设置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用以排除地

下水降低地下水位。

[0055] 可以理解的是，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分别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41通过地下通道1相连接，利用AGV6进行港口与铁路之间的货物运输，地下通道

1深10米，设有主体建筑物和附属设备。

[0056] 需要说明的是，自动引导小车(automatic  guided  vehicle，简称AGV)可以在地下

通道1行走，而且地下通道只能由AGV6作业，AGV6可以在中心站AGV作业区31进行作业，AGV6

也可以在空载AGV等待区32进行等待，AGV车道用于AGV6进行行驶。

[0057]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现有作业是：AGV只能在码头前沿20作业(运输)，集装箱卡车

只能在码头堆场22后方即靠近码头闸口28那片区域作业(运输)；集装箱铁路中心站的现有

作业是：地面运输都是集装箱卡车进行。

[0058]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设计了地下通道1、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增加了地下通道出入

口、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加入了地下通道出入口、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AGV作业车道、AGV

运行车道、中心站AGV作业区、空载AGV等待区等跟AGV有关，从而促成了AGV作业的方式。

[0059] AGV可以在码头前沿20、地下通道1、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指定的AGV作业范围作业

(运输)；集装箱卡车只能进行地面输运，可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后方、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

作业(运输)，但不能在地下通道运输.

[0060] 主体建筑物由洞身7、衬砌8、环形交叉口4组成；环形交叉口4位于第一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环形交叉口4设有导流岛、检修

区，环形交叉口4可以实现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之间，第一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和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之间的集装箱交互，减

少了AGV6在交叉口的延误时间，环形交叉口上行车只有分流与合流，不仅消灭了冲突点而

且提高了行车的安全性和通行能力。

[0061] 洞身7用于承受围岩压力、承受结构自重、洞内防水、防止围岩风化；衬砌8是支持

和维护地下通道1的长期稳定和耐久性的永久结构物；环形交叉口4位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2、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地下通道出入口之间，用于分流和聚合起点或终点为两个

码头的AGV6，从而缓解港口方向的AGV6造成的拥挤状况；附属设备设有磁钉16、指示灯10、

排水沟15、盲沟14、通风装置9、消防装置12、应急通讯装置13、照明装置11；磁钉16铺设在地

下通道1地面，用于定位导航；指示灯10位于地下通道1顶部，用于指示通道内的运行方向；

排水沟15位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主要用于引水，将地下通道1范围内各种水源的水流引

至地下通道1范围以外的指定地点；盲沟14位于地下通道1地面两端，是一种地下排水渠道，

用以排除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通风装置9位于地下通道1顶部，用于排出施工或运营而放

出有害气体；消防装置12位于地下通道1墙壁的一侧，是地下通道1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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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等固定设施，用于预防和应对火灾伤害事故的发生；应急通讯装置13位于地下通道1

墙壁的另一侧，在出现交通事故时提供紧急救援的专用通信，主要指紧急报警电话终端，集

成了通信、广播、指挥调度、功放(30W)、开关量、手柄等接口及功能；所述照明装置11位于地

下通道1顶部，用于通道内照明。所述地下通道1避免了地面运输的拥堵，缩短第一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2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之间的线路长度，减小坡度和曲率，适用于AGV6运输，减少

人力投入，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0062] 优选的，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包括：泊位18、码头堆场22、维修车间23、集装箱

货运站25、码头办公楼24、码头停车场27、码头闸口28、地下通道出入口17，岸边起重机19，

集装箱卡车26，自动堆垛起重机21；泊位18，用于供集装箱船舶停靠和作业；码头堆场22，用

于办理集装箱交接、堆存和保管；维修车间23，用于进行检修和保养的场所；集装箱货运站

25，用于集装箱的装箱和拆箱；码头办公楼24，用于行使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各项设施

的职能中枢机构；码头停车场27，用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内集装箱卡车26的临时停

放；码头闸口28，用于区分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岸边起重机

19，用于对集装箱船进行装卸作业；自动堆垛起重机21，用于对集装箱装卸、搬运和堆放。

[0063]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设有泊位18、码头前沿20、码头堆场22、维

修车间23、集装箱货运站25、码头办公楼24、码头停车场27、码头闸口28、地下通道出入口

17；泊位18供集装箱船舶停靠和作业；码头前沿20主要包括从岸壁线到集装箱岸边起重机

19第一条轨道(靠海侧)的距离部分和岸边起重机22的轨道间的距离部分以及从岸边起重

机19第二条轨道(靠陆侧)到堆场前的距离部分；码头堆场22用于办理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

集装箱交接、堆存和保管；维修车间23作为集装箱码头对集装箱专用机械设备以及集装箱

进行检修和保养的场所；集装箱货运站25用于集装箱的装箱和拆箱；码头办公楼24是行使

经营管理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各项设施的职能的中枢机构；码头停车场27用于第一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2内集装箱卡车26的临时停放；码头闸口28作为区分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2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地下通道出入口17位于码头堆场侧面，是以斜坡运输

方式连接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地面和地下通道1的节点；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配有

岸边起重机19、自动堆垛起重机21、AGV6、集装箱卡车26；岸边起重机19是用于集装箱码头

对集装箱船进行装卸作业的专业设备；自动堆垛起重机21用于集装箱铁路转运场和大型集

装箱储运场的集装箱装卸、搬运和堆放；AGV6是指装备有电磁或光学导引装置，能够按照规

定的导引路线行驶，具有小车运行和停车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具有各种移载功能的运

输集装箱的小车；集装箱卡车26是指用以运载可卸下的集装箱的专用运输车辆。

[0064] 一种实现方式中，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包括：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中心站AGV作业区

31、空载AGV等待区32、主箱场35、辅助箱场36、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30、中心站闸口40、中

心站停车场38、中心站办公楼39；中心站AGV作业区31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一侧下方；

空载AGV等待区32位于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一侧AGV6车道的末端，用于完成卸箱作业后空载

等候的区域；主箱场35位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另一侧下方，其中，主箱场35两侧设有集装

箱卡车车道；辅助箱场36位于中心站闸口40一侧，用于堆存一些特殊功能效用或者专用箱，

同时承担一些主箱场35的箱位；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30，用于区分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与

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中心站闸口40，用于区分集装箱铁路

中心站3内外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中心站停车场38位于铁路线一侧并靠近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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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口40，用于集装箱卡车的临时停放；中心站办公楼39位于中心站闸口40另一侧，用于行使

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各项设施的职能中枢机构。

[0065] 可以理解的是，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设有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中心站AGV作业区31、

空载AGV等待区32、主箱场35、辅助箱场36、中心站地下通道出入口29、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

口30、中心站闸口40、中心站停车场38、中心站办公楼39；集装箱货运列车33是集装箱(异于

零担、平板、固定货箱)装载形式的货运列车；中心站AGV作业区31位于集装箱货运列车33外

侧，是指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对AGV6完成装卸作业的指定区域；空载AGV等待区32位于AGV6

车道末端，是指AGV6完成卸箱作业后空载等候的区域；主箱场35能满足集装箱货运列车33

到发以及车组取送以及集装箱货运列车33装卸作业的要求；辅助箱场36用于堆存一些特殊

功能效用或者专用箱，同时帮助承担一些主箱场35的箱位；地下通道出入口29是以斜坡运

输方式连接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地面和地下通道1的节点；所述中心站地下通道端闸口30位

于地下通道出入口29前方200米地面处，是区分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2责任和交接相关资料的地点；中心站闸口40作为区分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内外责任和交

接相关资料的地点，中心站闸口40设置三条闸口车道，分别利用箱号识别OCR技术、车号识

别RFID技术对集装箱和AGV6进行智能识别；中心站停车场38用于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内集

装箱卡车26的临时停放；所述中心站办公楼39是行使经营管理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各项设

施的职能的中枢机构；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配有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正面吊运机37、集装

箱卡车26、AGV6；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是对主箱场35范围内的集装箱进行装卸和堆存作业

的设备；正面吊运机37是对辅助箱场36范围内的集装箱进行装卸和堆存作业的设备；集装

箱卡车26是指用以运载可卸下的集装箱的专用运输车辆；AGV6是指装备有电磁或光学导引

装置，能够按照规定的导引路线行驶，具有小车运行和停车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具有各

种移载功能的运输集装箱的小车。图3为集装箱铁路中心站主体A‑A剖面图。

[0066] 需要说明的是，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设有4条AGV车道，分别为2条AGV作业车道42及

2条AGV运行车道43，集装箱货运列车33设有两种，分别为单层集装箱货运列车和双层集装

箱货运列车，满足不同货运量要求。

[0067]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地下通道1设有AGV6编组区和解组区。

[0068] 可以理解的是，地下通道1为双向车道，地下通道1AGV6编组区设置于靠近环形交

叉口4一侧，单辆AGV6进行减速编组后加速至匀速离开，地下解组区设置于靠近环形交叉口

4一侧，AGV6进行减速解组后驶入环形交叉口4。

[0069] 具体的，工作时有以下两条路线：

[0070] 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到集装箱铁路中心站：

[0071] AGV6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或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装载集装箱，由地下

通道斜坡入口17进入地下通道1，AGV6通过环形交叉口4到达AGV6编组区，与来自另一个港

口同样驶向集装箱铁路中心站的AGV6进行编组，三辆AGV6编组完成后共同行驶至集装箱铁

路中心站的地下通道斜坡出口29。编组AGV6驶离地下通道1，到达地下通道端闸口30，闸口

30放行后以单辆AGV6形式依次离开闸口。AGV6在AGV车道行驶，然后运行到中心站AGV作业

区31，到达指定的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下等待，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的吊具将AGV6上的集

装箱5抓取后放置到中心站主箱场35或者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上，作业完成后的AGV6驶离AGV

车道到达AGV车道，继续行驶至空载AGV等待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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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从集装箱铁路中心站到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073] AGV6接到任务从空载AGV等待区32行驶至AGV车道，然后运行到中心站AGV作业区

31，到达指定的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下等待，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的吊具将集装箱5放置在

AGV6上，作业完成后的AGV6驶离AGV车道到达AGV车道。单辆AGV6往地下通道端闸口30方向

行驶，闸口30放行后以三辆AGV6编组形式离开闸口30，驶向地下通道1。编组AGV6由铁路终

端的地下通道斜坡入口29进入地下通道1，到达环形交叉口4附近的AGV6解组区，根据AGV6

目的地的不同依次解组，驶向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或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单辆

AGV6从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或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的地下通道斜坡出口17驶出地

下通道1，到达第一自动化集装箱码头2或第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41进行作业。

[0074] 引入地下通道1后，结合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的集装箱货运列车33装卸流程图4、图

5、图6进行具体分析，如图4，以进入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的集装箱5为例，若是从地下通道1

到达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的集装箱5，经由重载AGV6运输经过中心站地下通道闸口30，到达

AGV作业区31，由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主箱场35或者集装箱货运列车33；

若是经由中心站闸口40到达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的集装箱5，由重载集装箱卡车26运输到集

卡作业区，由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主箱场35或者集装箱货运列车33；若集

装箱5从主箱场35出箱，则由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主箱场35或者集装箱货

运列车33。若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为双层列车，则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先装载下层，待下层装

满，上层箱锁开启，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装载上层，上层箱锁关闭，集装箱货运列车33满载

后可离开。若集装箱货运列车33为单层列车，则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为集装箱货运列车33

装箱，集装箱货运列车33满载后可离开。如图5，以进入地下通道1的集装箱5为例，若集装箱

5来自双层集装箱货运列车33的上层，上层箱锁开启后，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

置到空载AGV6上；若集装箱5来自下层集装箱货运列车33，待上层空载后，集装箱门式起重

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空载AGV6上；若集装箱5来自单层集装箱货运列车33，集装箱门式起

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空载AGV6上；若集装箱5来自集装箱铁路中心站3外，由集装箱卡车

26经由中心站闸口40运输到集卡作业区，由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空载

AGV6上；若集装箱5来自主箱场35，则由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将集装箱5放置到空载AGV6上。

当AGV6满载后经过中心站地下通道闸口30进入地下通道1。如图6，具体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34吊具作业过程如下：集装箱门式起重机34吊具空载水平位移到指定位置，吊具空载下降，

到达目标集装箱5位置后对位锁紧，抓取集装箱5后重载起升到一定高度，然后重载水平位

移将集装箱5落至目标位置如集装箱货运列车33、集装箱卡车26、AGV6、主箱场35，接着对位

松锁，吊具空载起升，最后空载水平位移到下一个任务的目标位置上方。

[0075]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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