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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属于起重运

输机械技术领域，用于厂房、仓库等场所的中小

吨位物料的起重以及运输作业。由智能小车、A型

架、横梁、电动推杆、“日”型框、上摆臂、下摆臂、

摇杆滑块机构、电动手爪、控制器组成。智能小车

运动灵活、控制简单，快速到达指定位置，工作效

率高，节能环保；通过控制电动推杆的上升下降

实现物料的举升下放；上摆臂、下摆臂携带物料

在驱动单元作用下转动，摇杆滑块机构携带物料

沿下摆臂导轨直线运动，完成物料位置变换，结

构简单合理；上下摆臂以及摇杆滑块机构可以回

到开始状态，为下一次搬运做准备。本发明使用

安全、成本低，将直线排列的多个物料举升并搬

运到指定位置，而且实现沿着圆周方向的叠加摆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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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小车(1)、A型架(2)、横梁(3)、

电动推杆(4)、“日”型框(5)、上摆臂(6)、下摆臂(7)、摇杆滑块机构(8)、电动手爪(9)和控制

器(10)；

所述的智能小车(1)包括主控芯片、蓝牙遥控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电机和电源模块；智

能小车(1)采用轮式结构，具有一定承载能力，蓝牙遥控模块接受来自控制器(10)的指令，

电机连接电机驱动模块，所述的电源模块为主控芯片、蓝牙遥控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和电机

供电；

所述的A型架(2)包括A型架主体(21)、智能小车接头(22)和从动轮连接轴(23)以及从

动轮(24)；A型架有两个，对称布置；A型架主体(21)的一支腿连接有智能小车接头(22)，另

一支腿连接有从动轮(24)；智能小车(1)上表面与智能小车接头(22)通过螺栓连接；从动轮

(24)通过从动轮连接轴(23)与A型架主体(21)连接；

所述的横梁(3)包括横梁主体(31)、驱动单元控制板支架(32)、电源支架(33)和电动推

杆支撑架(34)；横梁(3)与两个A型架(2)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共同组成所述起重运输设备

的支撑部分；驱动单元控制板支架(32)、电源支架(33)分别与横梁主体(31)通过螺栓连接；

电动推杆支撑架(34)与横梁主体(31)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

所述的电动推杆(4)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通过利用电机正反转完成推杆

上下运动；电动推杆(4)的两端各通过一个“U”型连接件分别与横梁主体(31)和电动推杆支

撑架(34)连接；

所述的“日”型框(5)整体焊接而成，外形呈“日”字形，有三个横向支撑件，两个纵向支

撑件；其中中间和下面的横向支撑件分别用来支撑上摆臂(6)与下摆臂(7)；“日”型框(5)的

上面的横向支撑件与电动推杆(4)的推杆(46)通过螺栓连接；随着推杆(46)上下运动，“日”

型框(5)带着上摆臂(6)和下摆臂(7)上下运动；

所述的上摆臂(6)包括上摆臂主体(61)、驱动单元A支架(62)、驱动单元A(63)和驱动单

元A转盘(64)；上摆臂主体(61)为门型机构；驱动单元A支架(62)通过螺栓固定在“日”型框

(5)中间的横向支撑件上，驱动单元A(63)与驱动单元A支架(62)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A

(63)与驱动单元A转盘(64)固连，驱动单元A转盘(64)与上摆臂主体(61)通过螺栓连接；驱

动单元A(63)带动驱动单元A转盘(64)转过一定角度，从而使上摆臂主体(61)转过一定角

度；

所述的下摆臂(7)包括下摆臂主体(71)、驱动单元B支架(72)、驱动单元B(73)、驱动单

元B转盘(74)和电动手爪连接头A(75)；下摆臂主体(71)有开槽作为摇杆滑块轨道；驱动单

元B支架(72)通过螺栓固定在“日”型框(5)下面的横向支撑件上，驱动单元B(73)与驱动单

元B支架(72)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B(73)与驱动单元B转盘(74)固连，驱动单元B转盘

(74)通过螺栓与下摆臂主体(71)连接；电动手爪接头A(75)通过螺栓与下摆臂主体(71)相

连；驱动单元B(73)带动驱动单元转盘B(74)转过一定角度，从而使下摆臂主体(71)转过一

定角度；

所述的摇杆滑块机构(8)包括驱动单元C支架(81)、驱动单元C(82)、驱动单元C转盘

(83)、摇杆(84)、连杆A(85)、滑块(86)和电动手爪接头B(87)；滑块(86)上带有四个滚轮，沿

着摇杆滑块轨道运动；摇杆滑块机构(8)有两个，对称布置；驱动单元C支架(81)与下摆臂主

体(71)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C(82)与驱动单元C支架(81)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C(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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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驱动单元C转盘(83)固连，驱动单元C转盘(83)与摇杆(84)通过螺栓连接；滑块(86)与电

动手爪接头B(87)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C(82)转动带动摇杆(84)以及连杆A(85)摆动，使

滑块(86)带着电动手爪接头B(87)沿着摇杆滑块轨道运动；

所述的电动手爪(9)包括手爪主体(91)、手爪驱动单元(92)、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

连杆B(94)和手爪(95)；5个电动手爪(9)分别与上摆臂主体(61)、电动手爪接头B(87)以及

电动手爪连接头A(75)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每个电动手爪(9)有两个手爪(95)，且末端为

互补的楔形结构；手爪(95)卡在手爪主体(91)的导轨上，沿导轨运动；手爪驱动单元转盘

(93)和手爪驱动单元(92)固连，连杆B(94)一端与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通过螺栓连接，另

一端与手爪(95)通过螺栓连接；手爪驱动单元(92)转动带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转动，手

爪驱动单元转盘(93)带动两个连杆B(94)摆动，使得两个手爪(95)沿手爪主体上的导轨相

向运动，实现抓取物料的操作，手爪驱动单元(92)反向转动，手爪(95)反向运动，实现卸载

物料的操作；

所述的控制器(10)包括智能小车控制部分(101)和电动推杆控制部分(103)，所述控制

器还包括用于控制驱动单元A、驱动单元B、驱动单元C和手爪驱动单元的控制部分(102)，实

现智能小车起停、前后左右运动，以及推杆上下运动和驱动单元A、驱动单元B、驱动单元C、

手爪驱动单元的转动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遥控起重运输设备，其特征在于：支撑部分中各个管件采用中

空结构，以减轻整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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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起重运输机械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可无线遥控的轻小型起重运输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起重运输(物料搬运)机械行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壮

大，已形成了各种门类的产品范围和庞大的企业群体，服务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在“中国

制造2025”的驱动下更是朝着高效、节能、绿色、智能化、柔性化、成套化方向发展。

[0003] 在厂房、露天储料场、仓库、以及站台等场所经常会进行中小吨位物料的起重以及

运输作业。若采用人工搬运或手推车搬运，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若采用叉车搬运，一方面

叉车为电力或内燃机驱动，前者耗费电能，后者维修费用高，且排出废气对人体和环境造成

危害；而像电动葫芦以及卷扬机等轻小型起重物流设备只有举升功能，无法完成物料的搬

运操作。若采用现有轻小型吊车，也会面临诸如电力配备和使用成本的问题。此外，现有的

设备多需要操作人员近距离操作，而放射性、爆炸性等危险物品将对操作人员安全构成威

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

较低、操作容易、工作效率高的遥控起重运输设备。本发明通过特殊的机构设计，还可以将

直线排列的多个物料举升并搬运到指定位置，而且实现沿着圆周方向的叠加摆放。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小车1、A型架2、横梁3、电动

推杆4、“日”型框5、上摆臂6、下摆臂7、摇杆滑块机构8、电动手爪9和控制器10；

[0007] 所述的智能小车1包括主控芯片、蓝牙遥控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电机和电源模块；

智能小车1采用轮式结构，具有一定承载能力，蓝牙遥控模块接受来自控制器10的指令，电

机连接电机驱动模块，所述的电源模块为主控芯片、蓝牙遥控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和电机供

电；

[0008] 所述的A型架2包括A型架主体21、智能小车接头22和从动轮连接轴23以及从动轮

24；A型架有两个，对称布置；A型架主体21的一支腿连接有智能小车接头22，另一支腿连接

有从动轮24；智能小车1上表面与智能小车接头22通过螺栓连接；从动轮24通过从动轮连接

轴23与A型架主体21连接；

[0009] 所述的横梁3包括横梁主体31、驱动单元控制板支架32、电源支架33和电动推杆支

撑架34；横梁3与两个A型架2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共同组成设备的支撑部分；驱动单元控

制板支架32、电源支架33分别与横梁主体31通过螺栓连接；电动推杆支撑架34与横梁主体

31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

[0010] 所述的电动推杆4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通过利用电机正反转完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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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上下运动；电动推杆4的两端各通过一个“U”型连接件分别与横梁主体31和电动推杆支撑

架34连接；

[0011] 所述的“日”型框5整体焊接而成，外形呈“日”字形，有三个横向支撑件，两个纵向

支撑件；其中中间和下面的横向支撑件分别用来支撑上摆臂6与下摆臂7；“日”型框5的上面

的横向支撑件与电动推杆4的推杆46通过螺栓连接；随着推杆46上下运动，“日”型框5带着

上摆臂6和下摆臂7上下运动；

[0012] 所述的上摆臂6包括上摆臂主体61、驱动单元A支架62、驱动单元A63和驱动单元A

转盘64；上摆臂主体61为门型机构；驱动单元A支架62通过螺栓固定在“日”型框5中间的横

向支撑件上，驱动单元A63与驱动单元A支架62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A63与驱动单元A转

盘64固连，驱动单元A转盘64与上摆臂主体61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A63带动驱动单元A转

盘64转过一定角度，从而使上摆臂主体61转过一定角度；

[0013] 所述的下摆臂7包括下摆臂主体71、驱动单元B支架72、驱动单元B73、驱动单元B转

盘74和电动手爪连接头A75；下摆臂主体71有开槽作为摇杆滑块轨道；驱动单元B支架72通

过螺栓固定在“日”型框5下面的横向支撑件上，驱动单元B73与驱动单元B支架72通过螺栓

连接，驱动单元B73与驱动单元B转盘74固连，驱动单元B转盘74通过螺栓与下摆臂主体71连

接；电动手爪接头A75通过螺栓与下摆臂主体71相连；驱动单元B73带动驱动单元转盘B74转

过一定角度，从而使下摆臂主体71转过一定角度；

[0014] 所述的摇杆滑块机构8包括驱动单元C支架81、驱动单元C82、驱动单元C转盘83、摇

杆84、连杆A85、滑块86和电动手爪接头B87；滑块86上带有四个滚轮，沿着摇杆滑块轨道运

动；摇杆滑块机构8有两个，对称布置；驱动单元C支架81与下摆臂主体71通过螺栓连接，驱

动单元C82与驱动单元C支架81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C82与驱动单元C转盘83固连，驱动

单元C转盘83与摇杆84通过螺栓连接；滑块86与电动手爪接头B87通过螺栓连接；驱动单元

C82转动带动摇杆84以及连杆A85摆动，使滑块86带着电动手爪接头B87沿着摇杆滑块轨道

运动；

[0015] 所述的电动手爪9包括手爪主体91、手爪驱动单元92、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连杆

B94和手爪95；5个电动手爪9分别与上摆臂主体61、电动手爪接头B87以及电动手爪连接头

A75通过十字连接件连接；每个电动手爪9有两个手爪95，且末端为互补的楔形结构；手爪95

卡在手爪主体91的导轨上，沿导轨运动；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和手爪驱动单元92固连，连杆

B94一端与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通过螺栓连接，另一端与手爪95通过螺栓连接；手爪驱动单

元92转动带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转动，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3带动两个连杆B94摆动，使得两

个手爪95沿手爪主体上的导轨相向运动，实现抓取物料的操作，手爪驱动单元92反向转动，

手爪95反向运动，实现卸载物料的操作；

[0016] 所述的控制器10包括智能小车控制部分101和电动推杆控制部分103，所述控制器

还包括用于控制驱动单元A、驱动单元B、驱动单元C和手爪驱动单元的控制部分102，实现智

能小车起停、前后左右运动，以及推杆上下运动和驱动单元A、驱动单元B、驱动单元C、手爪

驱动单元的转动控制。

[00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遥控起重运输设备，其特征在于：支撑部分中各个管件采

用中空结构，以减轻整机重量。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结构简单合理、使用成本较低、操作容易安全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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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运行灵活、工作效率高，更加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整体示意图。

[0020] 图2为设备抓取物料实施示意图。

[0021] 图3为设备搬运物料实施示意图。

[0022] 图4为设备变换物料位置实施示意图。

[0023] 图5为设备卸载物料实施示意图。

[0024] 图6为智能小车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A型架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横梁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为“日”型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为上摆臂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为下摆臂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2为摇杆滑块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3为电动手爪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智能小车；2A型架；3横梁；4电动推杆；5“日”型框；6上摆臂；7下摆臂；8摇杆

滑块机构；9电动手爪；10控制器；21A型架主体；22智能小车接头；23从动轮连接轴；24从动

轮；31横梁主体；32驱动单元控制板支架；33电源支架；34电动推杆支撑架；61上摆臂主体；

62驱动单元A支架；63驱动单元A；64驱动单元A转盘；71下摆臂主体；72驱动单元B支架；73驱

动单元B；74驱动单元B转盘；75电动手爪连接头A；81驱动单元C支架；82驱动单元C；83驱动

单元C转盘；84摇杆；85连杆A；86滑块；87电动手爪接头B；91手爪主体；92手爪驱动单元；93

手爪驱动单元转盘；94连杆B；95手爪。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首先智能小车接受来自控制器的指令运动到到指定位置，控制电动推杆的推杆下

降，带动上摆臂、下摆臂、摇杆滑块机构以及电动手爪下降，直至电动手爪可以抓取物料，两

个手爪沿手爪主体的导轨运动，完成抓取物料操作，如图2所示。然后，如图3所示，推杆上

升，轻小型遥控起重运输设备搬运物料到达目标位置。到达目标位置后上摆臂、下摆臂携带

物料在驱动单元作用下转动，摇杆滑块机构携带物料沿下摆臂导轨直线运动，完成物料位

置变换，如图4所示。之后，如图5所示，推杆下降，两个手爪反向运动完成卸载物料操作。上

摆臂、下摆臂、摇杆滑块以及电动手爪机构可以回到开始状态，为下一次搬运做准备。最终，

可以将直线排列的物料举升并搬运到指定位置，而且实现沿着圆周方向的叠加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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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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