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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包括双向模组，双向

模组两端设置有连接板，双向模组通过连接板与

斜挡板相连，斜挡板前后对应设置，斜挡板外侧

前后分别对应设置有底板与后底板，底板的上表

面左右对称设置有前轮座，前轮座上设置有前

轮，前轮座之间的底板上表面设置有前轮转向装

置，前轮转向装置与直齿条相啮合，双向模组靠

近后底板一端设置有用于将前后斜挡板向内收

缩的模组电机，位于后底板上对称设置有差速后

轮，差速后轮通过提供动力，斜挡板每个底部有

两个一寸万向轮，本发明具有造价合理，操作简

便，可以在狭窄道路挪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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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双向模组(8)，双向模组(8)两端设置有连接

板(6)所述的双向模组(8)通过连接板(6)与斜挡板(7)相连，斜挡板(7)前后对应设置，斜挡

板(7)外侧前后分别对应设置有底板(5)与后底板，所述的底板(5)的上表面左右对称设置

有前轮座(4)，前轮座(4)上设置有前轮(3)，前轮座(4)之间的底板(5)上表面设置有前轮转

向装置(2)，前轮转向装置(2)与直齿条(1)相啮合，双向模组(8)靠近后底板一端设置有用

于将前后斜挡板(7)向内收缩的模组电机(10)，位于后底板上对称设置有差速后轮(13)，差

速后轮(13)通过提供动力，所述的斜挡板(7)每个底部有两个一寸万向轮(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斜挡板(7)上安装

有牛眼轮(9)，所述的牛眼轮(9)共28个，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斜挡板(7)顶面设

计为600毫米的圆弧让车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轮转向装置(2)

包括电机(2-1)，电机(2-1)上设置有电机转动齿轮(2-2)，电机转动齿轮(2-2)与传动齿轮

(2-4)相啮合，由螺帽(2-3)将传动齿轮(2-4)固定在固定装置(2-5)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轮(3)包括三寸

轮胎(3-8)，三寸轮胎(3-8)由前轴轮(3-6)与轴端紧定螺母(3-7)相配合固定在前轮前叉

(3-5)上，螺母(3-2)与垫圈(3-1)将转动齿轮(3-3)和推力球轴承(3-4)固定在前轮前叉(3-

5)上端，转动齿轮(3-3)与直齿条(1)相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差速后轮(13)包括

四寸轮胎(13-2)，四寸轮胎(13-2)装在主动转轴(13-3)上，用轴端挡圈(16)将其固定，电机

(11)为差速后轮(13)提供动力，差速器(13-4)左右连接主动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

5)，四寸轮胎(13-2)、轴端挡圈(16)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寸方向轮(15)包

括一寸轮胎(15-3)，一寸轮胎(15-3)由轴端固定螺帽(15-4)固定在万向轮前叉(15-2)上，

万向轮前叉(15-2)通过万向轮转向固定装置(15-1)固定在斜挡板(7)底部，整套装置底部

共有四个一寸万向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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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移车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的乱停乱放成为了近些年来一个不容小嘘的问题。车辆乱停放带来的问题

有：一.堵塞消防通道。当小区发生火灾时，消防通道被车辆堵塞，车主不能及时联系上，火

灾又迅速蔓延，消防人员只能抱着消防水带进入小区寻找消防栓进行灭火作业，这大大增

加了火灾的危害性，使火情变得难以控制，加大了居民财产损失。二.业主不满乱停放而故

意对车刮蹭进行报复。有些车停在楼道门口，留出的空隙只够一个成年人侧身通过，给人们

的出行造成了很大麻烦，很多业主气不过，就用钥匙把车刮花以示不满，经常会有此类的新

闻报道，最后的调解结果通常是两方都很不愉快。三.占用了老人和小孩原本的活动场地。

停在小区活动场地的车辆，使本就不大的场地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现有

的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配备安保人员进行监督；一种是使用某宝上的挪车器。前者不节

省人力，资金消耗大。后者不方便转弯，不方便携带，易发生剐蹭。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该

装置具有造价合理，操作简便，可以在狭窄道路挪车的特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道路搬运移车器，包括双向模组8，双向模组8两端设置有连接板6，所述的双

向模组8通过连接板6与斜挡板7相连，斜挡板7前后对应设置，斜挡板7外侧前后分别对应设

置有底板5与后底板，所述的底板5的上表面左右对称设置有前轮座4，前轮座4上设置有前

轮3，前轮座4之间的底板5上表面设置有前轮转向装置2，前轮转向装置2与直齿条1相啮合，

双向模组8靠近后底板一端设置有用于将前后斜挡板7向内收缩的模组电机10，位于后底板

上对称设置有差速后轮13，差速后轮13通过提供动力，所述的斜挡板7每个底部有两个一寸

万向轮15。

[0006] 所述的斜挡板7上安装有牛眼轮9，所述的牛眼轮9共28个，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0007] 所述的斜挡板7顶面设计为600毫米的圆弧让车轮。

[0008] 所述的前轮转向装置2包括电机2-1，电机2-1上设置有电机转动齿轮2-2，电机转

动齿轮2-2与传动齿轮2-4相啮合，由螺帽2-3将传动齿轮2-4固定在固定装置2-5上。

[0009] 所述的前轮3包括三寸轮胎3-8，三寸轮胎3-8由前轴轮3-6与轴端紧定螺母3-7相

配合固定在前轮前叉3-5上，螺母3-2与垫圈3-1将转动齿轮3-3和推力球轴承3-4固定在前

轮前叉3-5上端，转动齿轮3-3与直齿条1相啮合。

[0010] 所述的差速后轮13包括四寸轮胎13-2，四寸轮胎13-2装在主动转轴13-3上，用轴

端挡圈16将其固定，电机11为差速后轮13提供动力，差速器13-4左右连接主动转轴13-3和

从动转轴13-5，四寸轮胎13-2、轴端挡圈16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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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一寸方向轮15包括一寸轮胎15-3，一寸轮胎15-3由轴端固定螺帽15-4固定

在万向轮前叉15-2上，万向轮前叉15-2通过万向轮转向固定装置15-1固定在斜挡板7底部，

整套装置底部共有四个一寸万向轮15。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可以完成车辆的移挪和在狭小路段的转向，具有整体机构购买投资小，价

格合理的特点；微信小程序操作，单人控制，操作简单的特点；而且本调换机构投资小，便于

现有设备的改造。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道路挪车器的主视图。

[0015] 图2是图1的右俯视图。

[0016] 图3是前轮的装配图。

[0017] 图4是一寸万向轮的装配图。

[0018] 图5是差速后轮的装配图。

[0019] 图6是前轮转向装置的装配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图2所示：道路挪车装置包括直齿条1、前轮转向装置2、前轮3、前轮座4、底板

5、连接板6、电机11、轴承座12、差速后轮13、轴端挡圈16、加速传感器，电机11上设置有加速

传感器：加速传感器在加速过程中，通过对质量块所受惯性力的测量，利用牛顿第二定律获

得加速度值。若达到危险加速度值时可以使控制停止。目的是：为了防止此装置在坡度较大

的地方使用的时候，电机11阻力过大进而烧坏电机，防止危险的发生。

[0022] 直齿条1与前轮转向装置2相啮合，前轮座4与底板5相连。连接板6将斜挡板7与双

向模组8相连。所述牛眼轮9安装在斜挡板7上，共28个，左右对称安装布置。模组电机10安装

在双向模组8的靠后轮一侧。轴承座12安装在主动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5下方。电机11安

装在差速器13-4上。

[0023] 斜挡板7和牛眼轮9，保护车轮和减缓挡板的损耗，让车轮在双向模组8的作用下更

好地滑上斜挡板7，并在直线部分安装牛眼轮9，左右对称共安装28个。使轮胎上到斜挡板7

后减小摩擦力。斜挡板7顶面设计为600毫米的圆弧让车轮可以基本契合进挡板以致将轮胎

稳固住。

[0024] 如图4所示：差速器13-4，用于调整左右轮的转速差而装置的，用来跟前轮自主转

向配合。目的是：用差速器13-4与前轮连杆自主转向来达到我们的预期要求。模组电机10、

双向模组8在模组电机10的作用下做横向运动，带动斜挡板7向内收缩。将车轮抬升至一定

高度。

[0025] 本装置上前后两端设置有红外对管，红外对管主动红外对射，采用多束红外光对

射，发射器向接收器以“低频发射、时分检测”方式发出红外光，一旦有人员或物体挡住了发

射器发出的任何相邻两束以上光线超过30ms时，会有报警器提示车主，如果检查过后无危

险情况，手动解除报警即可。目的是防止车下有阻碍物，损伤车底盘或移车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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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6所示：前轮转向装置2，使转向角度可以任意控制且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我

们采用直齿条齿轮配合机构，此机构可以更好地控制角度，只要将齿条放在滑轨上不仅能

解决硬度不够问题还可以保证转向精度。

[0027] 所述的前轮转向装置2由电机2-1、电机传动齿轮2-2、螺帽2-3、传动齿轮2-4、固定

装置2-5组成，所述的前轮转向装置2中电机2-1带动电机转动齿轮2-2转动，电机转动齿轮

2-2与传动齿轮2-4相啮合，由螺帽2-3将传动齿轮2-4固定在固定装置2-5上。

[0028] 如图3所示：所述的前轮3由垫圈3-1、螺母3-2、转动齿轮3-3、推力球轴承3-4、前轮

前叉3-5、前轮轴3-6、轴端紧定螺母3-7、三寸轮胎3-8组成。三寸轮胎3-8由前轴轮3-6与轴

端紧定螺母3-7相配合固定在前轮前叉3-5上，螺母3-2与垫圈3-1将转动齿轮3-3和推力球

轴承3-4固定在前轮前叉3-5上端，转动齿轮3-3与直齿条1相啮合，控制方向。垫圈3-1、螺母

3-2、转动齿轮3-3、推力球轴承3-4、前轮前叉3-5、前轮轴3-6、轴端紧定螺母3-7、三寸轮胎

3-8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0029] 如图5所示：所述的差速后轮13由轴端挡圈16、四寸轮胎13-2、主动转轴13-3、差速

器13-4、从动转轴13-5组成，四寸轮胎13-2装在主动转轴13-3上，用轴端挡圈16将其固定，

电机11为差速后轮13提供动力，差速器13-4左右连接主动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5，主动

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5开始转动后，差速器13-4来平衡两者的速度。四寸轮胎13-2、轴端

挡圈16左右对称安装布置。

[0030] 如图4所示：所述的一寸方向轮15由万向轮转向与固定装置15-1、万向轮前叉15-

2、一寸轮胎15-3、轴端固定螺帽15-4组成。一寸轮胎15-3由轴端固定螺帽15-4固定在万向

轮前叉15-2上，万向轮前叉15-2通过万向轮转向固定装置15-1固定在斜挡板7底部，每个斜

挡板7底部有两个一寸万向轮15，整套装置底部共有四个一寸万向轮15。万向轮转向与固定

装置15-1、万向轮前叉15-2、一寸轮胎15-3、轴端固定螺帽15-4在每个斜挡板7上左右对称

安装布置。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32] 道路挪车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包括直齿条1，与前轮转向装置2啮合，前

轮电机2-1转动时带动电机转动齿轮2-2，电机传动齿轮2-2与传动齿轮2-4相互啮合，前轮3

在齿轮的啮合作用下控制移车器方向，前轮座4与底板5相连，双向模组8与两个斜挡板7通

过连接板6组合在一起，当双向模组8向内收缩时带动斜挡板7一起移动。牛眼轮9装在斜挡

板7上，用来减少轮胎滑上斜挡板7时的摩擦力，减少斜挡板7的损耗。模组电机10装在双向

模组8靠差速后轮13的一侧，为双向模组8提供向内收缩的动力。电机11装在后底板上，为差

速后轮13提供动力，两个差速后轮13的靠外一侧有轴端挡圈16将其固定在主动转轴13-3和

从动转轴13-5上。后底板后侧安装两个轴承座12，用来放置主动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5。

载物盒14安装在模组电机10的上方，紧贴着双向模组8。两个一寸万向轮15安装在斜挡板7

底部，当双向模组8带动斜挡板7向内收缩时，一寸万向轮15可以减轻双向模组8的损耗。前

轮3、前轮座4、连接板6、轴端挡圈16、轴承座12、差速后轮13左右对称安装布置，且动作和功

能相同。斜挡板7、牛眼轮9前后对称安装布置，且动作和功能相同。

[0033] 如图3所示，三寸轮胎3-8通过前轮轴3-6固定在前轮前叉3-5上，前轮轴3-6左右两

端有轴端紧定螺母3-7固定，保证三寸轮胎3-8在前轮轴3-6上的稳定性。螺母3-2和垫圈3-1

将转动齿轮3-3、推力球轴承3-4固定在前轮前叉3-5顶部。转动齿轮3-3与直齿条1相啮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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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小车转向。垫圈3-1、螺母3-2、转动齿轮3-3、推力球轴承3-4、前轮前叉3-5、前轮轴3-6、轴

端紧定螺母3-7、三寸轮胎3-8左右对称安装布置，且动作和功能相同。

[0034] 如图4所示，一寸轮胎15-3由轴端固定螺帽15-4固定在万向轮前叉15-2上，万向轮

转向与固定装置15-1将一寸万向轮15固定在斜挡板7的底部，每个斜挡板7的底部有两个一

寸万向轮15。万向轮转向与固定装置15-1、万向轮前叉15-2、一寸轮胎15-3、轴端固定螺帽

15-4左右对称安装布置，且动作和功能相同。

[0035] 如图5所示四寸轮胎13-2安装在主动转轴13-3上，外侧由轴端挡圈16固定，差速器

13-4左右分别连接主动转轴13-3和从动转轴13-5，用来平衡两个转轴的速度，保证给移车

器提供平稳的动力。四寸轮胎13-2、轴端挡圈16左右对称安装布置，且动作和功能相同。

[0036] 如图6所示，电机2-1上端装有电机转动齿轮2-2，电机转动齿轮2-2通过啮合作用

带动传动齿轮2-4转动，传动齿轮2-4与直齿条1啮合，控制前轮3转向，螺帽2-3将传动齿轮

2-4固定在固定装置2-5上，固定装置2-5固定在底板5上。

[0037] 需要挪车时将挪车器从车轮侧面放入并将总电源打开，两边的斜挡板7与车轮留

有一点空隙或者贴合，使电机启动，带动双向模组8和与之固连的斜挡板7收缩，当车轮接触

到上轮顶部凹槽，检测装置接收信号，双向模组8停止移动，斜挡板7位置锁定，后轮由电机

11带动使转轴转动。遥控前轮转向时，电机11带动齿轮转动，齿轮与前端直齿条1相啮合，直

齿条1左右两端有两个冠齿，冠齿下端是固定转轴，固定转轴下方是前叉轮15-2，为解决斜

挡板7与车轮的摩擦问题，在小车的斜块上加上了16个牛眼轮，更省动力地让车轮滑上斜挡

板7，保证双向模组8的动力足够使斜挡板7将车轮抬起。为防止车轮在移动过程中由于惯性

从挪车器中脱离，我们在斜挡板7上面设计了曲面挡板来将车轮卡住。通过挪车器将车辆移

动到相应位置后，双向模组8和与之固连的斜挡板7打开，完成车辆的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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