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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的是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

起重机，其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

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轨道4、大车5、大车5运行

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底边

7X的长度大于集装箱船9的宽度，U型泊位7的竖

边7Y的长度大于船9的长度，船9上的集装箱2长

度方向平行于船9的长度方向，行走装置3-1位于

框架3-3的下部，吊具及起重装置3-2位于框架3-

3的上部，框架3-3是底部开口的空腔，吊具及起

重装置3-2的吊具装置3-2-1将框架3-3下方的集

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优点：船9靠泊在

U型泊位7内，不需要岸边集装箱装卸桥，利用大

车5上的输送小车3把集装箱2吊至框架3-3的空

腔内，在空中轨道上运行，可实现全覆盖物流输

送，容易实现自动化作业，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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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

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小车轨道（4）、大车（5）、大车（5）运行的大车轨道（6）、U型泊

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设U型泊位（7）底边的长度方向为X方向，底边（7X）的长度

大于集装箱船（9）的宽度，U型泊位（7）的竖边（7Y）的长度大于船（9）的长度，船（9）上的集装

箱（2）长度方向平行于船（9）的长度方向，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时，船（9）的长度方向

是Y方向；竖边（7Y）的构件（8）上近船（9）侧设有大车（5）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竖

边（7Y）上构件（8）的中间设有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输送小车

（3）的长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长度方向，输送小车（3）的宽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宽度方

向，输送小车（3）包括行走装置（3-1）、吊具及起重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

行走装置（3-1）位于框架（3-3）的下部，吊具及起重装置（3-2）位于框架（3-3）的上部，框架

（3-3）是底部开口的空腔，吊具及起重装置（3-2）的吊具装置（3-2-1）将框架（3-3）下方的集

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小车轨道（4）包括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

运行的小车纵向轨道（41）和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轨道（42），输送小车（3）

水平运行时框架（3-3）内的集装箱（2）的底面高于小车轨道（4）的上平面，即输送小车（3）运

行时集装箱（2）与小车轨道（4）不干渉；吊具及起重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

放置在小车轨道（4）的下方，或将小车轨道（4）下方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大车

（5）包括大行走装置（5-1）和大框架（5-2），大框架（5-2）上设有输送小车（3）沿X方向运行的

小车横向X轨道（42X5），大行走装置（5-1）固定于大框架（5-2）的两端部，构件（8）上固定有

大行走装置（5-1）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与小

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小车X过渡轨道（42X8-1），通过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实现输

送小车（3）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间的转换，即实现输送小车（3）

在竖边（7Y）与大车（5）之间的转换；小车横向X轨道（42X5）上的输送小车（3）中的吊具及起

重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船（9）上，或将船（9）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

框架（3-3）内；行走装置（3-1）包括A结构和B结构：

A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1）、沿集装

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横行走装置（3-1-2），切换装置（3-4）是具有顶升功能的顶升切换装

置（3-4Z），纵行走装置（3-1-1）低于横行走装置（3-1-2）时，横行走装置（3-1-2）脱离小车轨

道（4），纵行走装置（3-1-1）在小车纵向轨道（41）上运行，顶升切换装置（3-4Z）动作，使横行

走装置（3-1-2）低于纵行走装置（3-1-1）时，纵行走装置（3-1-1）脱离小车轨道（4），横行走

装置（3-1-2）在小车横向轨道（42）上运行；

B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A行走装置（3-1A）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回转切换装置（3-4R），

当回转切换装置（3-4R）回轨90度时，行走装置（3-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Y或X

方向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大行走装

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Y），大行走装置（5-1）包

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A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仅限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A大行走装置

（5-1A）；

B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B大行走装置（5-1B）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大回转切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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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R），当大回转切换装置（5-1R）回轨90度时，大行走装置（5-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

至沿着Y或X方向运行；

C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

1Y）、在大车X轨道（6X8）上沿X方向运行的X大行走装置（5-1X）和具有顶升功能的大顶升切

换装置（5-1Z）；X大行走装置（5-1X）低于Y大行走装置（5-1Y）时，Y大行走装置（5-1Y）脱离大

车轨道（6），X大行走装置（5-1X）在大车轨道（6）上运行，大顶升切换装置（5-1Z）动作，使Y大

行走装置（5-1Y）低于X大行走装置（5-1X）时，X大行走装置（5-1X）脱离大车轨道（6），Y大行

走装置（5-1Y）在大车轨道（6）上运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小车纵向

Y轨道（41Y8）的两轨间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平面是由若干小车X过渡轨道（42X8-

1）组成的过渡承载面（42X8-2），大车（5）上设有输送小车（3）的活动导向轨道（42X5-1），当

导向轨道（42X5-1）倒下或伸出时，承载面（42X8-2）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接口处形成了

过渡道轨（42X8-1），即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任何位置都实现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

的对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U型泊位

（7）的右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两大车（5）上的小车横向X轨道（42X5）和左侧小车纵向Y

轨道（41Y8）形成一个若干输送小车（3）运行的闭环单向通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底边（7X）

设有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将若干个U型泊位（7）中的轨道（4Y8）和

大车Y轨道（6Y8）连接在一起，小车横向X轨道（42X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纵向Y轨道（41Y8）对

接的小车Y过渡轨道（41Y8-1），输送小车（3）通过小车Y过渡轨道（41Y8-1）和小车横向X轨道

（42X8）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6.根据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轨道

（41X8）旁边的大车Y轨道（6Y8）是带有顶升装置的轨道（6Y8Z），轨道（41X8）上设有若干与带

有顶升装置的轨道（6Y8Z）对接的过渡轨道（6Y8Z-1），大车（5）在过渡轨道（6Y8Z-1）位置通

过大切换装置（5-3）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大车X轨

道（6X8）是在竖边（7Y）外侧端头的开闭式轨道，大车X轨道（6X8）上设有与大车Y轨道（6Y8）

对接的大车过渡轨道（6Y8-1），大车（5）通过大车过渡轨道（6Y8-1）出入大车Y轨道（6Y8），大

行走装置（5-1）通过大切换装置（5-3）在大车X轨道（6X8）上运行出入另一U型泊位（7）；当大

车X轨道（6X8）开启时，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7）；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关闭大车X

轨道（6X8）时，相邻U型泊位（7）内的大车（5）通过大车X轨道（6X8）从外侧进入船（9）的尾部

区域，即适应驾驶室位于中部且高于大车（5）的船（9）外侧集装箱的装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大车Y轨

道（6Y8）包括上下两层，上层大车Y轨道（6Y8）的底部高于船（9）的顶部，大车（5）通过升降装

置（10）实现上下两层之间的转换，当船（9）靠近底边（7X）部或中部高于位于下层大车Y轨道

（6Y8）上的大车（5）的底部时，大车（5）在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

（7），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的大车（5）通过升降装置（10）到下

层大车Y轨道（6Y8）进行集装箱（2）的装卸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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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小车纵向

Y轨道（41Y8）的下方包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A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装卸平台（11），输送小车（3）中

的吊具及起重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装卸平台（11）上，或将装卸平

台（11）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通过装卸平台（11）的抓起装置（11-1）将平台

（11）上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

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设置在装卸平台（11）上；

B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4）的转换

平台（15），装置（14）包括底部开口的空腔和抓取装置（14-1），输送小车（3）中的吊具及起重

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转换平台（15）上，或将转换平台（15）上的集

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通过转换平台（15），装置（14）中的抓取装置（14-1）抓取平台

（15）上的集装箱（2），或将装置（14）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转换平台（15）上；

C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输送线（16），输送小车（3）中的

吊具及起重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输送线（16）上，或将输送线（16）

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输送线（16）靠近底边（7X）的一端设有转换装置（17），

转换装置（17）将输送线（16）端部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

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

输送线（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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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属集装箱物流输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集装箱输送主要有底盘车系统、跨运车系统龙门吊系统及混合型系统；1）底

盘车系统：底盘车的需求量大，投资大，在运量高峰期可能会出现因底盘车不足而间断作业

的现象；不易实现自动化；2）跨运车系统：码头前沿采用岸边集装箱装卸桥承担船舶的装卸

作业，跨运车承担码头前沿与堆场之间的水平运输，以及堆场的堆码和进出场车辆的装卸

作业；跨运车作业作业区域切换受限制，输送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的是一种用于U型泊位的集装箱起重机，其目的旨在克服现有技术存

在的缺陷，其主要优点：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不需要岸边集装箱装卸桥，自带动力的输送

小车3把集装箱2吊至框架3-3的空腔内，在空中轨道上运行，可以自动取放工件，若干输送

小车3利用大车5的轨道和固定立柱的轨道实现X、Y方向的行走，可实现全覆盖物流输送，容

易实现自动化作业，效率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

行的轨道4、大车5、大车5运行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设U型泊位7底边的

长度方向为X方向，底边7X的长度大于集装箱船9的宽度，U型泊位7的竖边7Y的长度大于船9

的长度，船9上的集装箱2长度方向平行于船9的长度方向，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时，船9的

长度方向是Y方向；竖边7Y的构件8上近船9侧设有大车5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竖边

7Y上构件8的中间设有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输送小车3的长度方

向是集装箱2的长度方向，输送小车3的宽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宽度方向，输送小车3包括行

走装置3-1、吊具及起重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行走装置3-1位于框架3-3的下

部，装置3-2位于框架3-3的上部，框架3-3是底部开口的空腔，装置3-2的吊具装置3-2-1将

框架3-3下方的集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轨道4包括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

运行的轨道41和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2，输送小车3水平运行时框架3-3内的集

装箱2的底面高于轨道4的上平面，即输送小车3运行时集装箱2与轨道4不干渉；装置3-2将

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轨道4的下方，或将轨道4下方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大

车5包括大行走装置5-1和大框架5-2，大框架5-2上设有输送小车3沿X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

X轨道42X5，大行走装置5-1固定于大框架5-2的两端部，构件8上固定有大行走装置5-1沿Y

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小

车X过渡轨道42X8-1，通过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实现输送小车3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与小

车横向X轨道42X5间的转换，即实现输送小车3在竖边7Y与大车5之间的转换；小车横向X轨

道42X5上的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船9上，或将船9上的集装

箱2抓取至框架3-3内；行走装置3-1包括A结构和B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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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A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1、沿集装箱2

宽度方向运行的横行走装置3-1-2，切换装置3-4是具有顶升功能的顶升切换装置3-4Z，纵

行走装置3-1-1低于横行走装置3-1-2时，横行走装置3-1-2脱离轨道4，纵行走装置3-1-1在

轨道41上运行，顶升切换装置3-4Z动作，使横行走装置3-1-2低于纵行走装置3-1-1时，纵行

走装置3-1-1脱离轨道4，横行走装置3-1-2在轨道42上运行；

[0006] B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A行走装置3-1A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回转切换装置3-4R，当

回转切换装置3-4R回轨90度时，行走装置3-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Y或X方向运

行。

[0007] 本发明的优点：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不需要岸边集装箱装卸桥，利用大车5上的

输送小车3把集装箱2吊至框架3-3的空腔内，在空中轨道上运行，可实现全覆盖物流输送，

容易实现自动化作业，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由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轨道4、大车

5、大车5运行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组成的U型泊位集装箱起重机结构示

意图，也是集装箱船9停在U型泊位7内的机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大车5沿Y方向运行大车Y轨道6Y8和车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小车纵向Y轨

道41Y8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由行走装置3-1、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组成的输送小车3的结构

示意图，也是由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1和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

横行走装置3-1-2的结构示意图，也是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1和沿集

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2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是吊挂装置3-2-1将框架3-3下方的集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的结构示

意图，也是吊挂装置3-2-1将框架3-3下方的集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时输送小车3

在轨道42上运行的结构示意图，此时框架3-3内的集装箱2的底面高于轨道4的上平面，即输

送小车3运行时集装箱2与轨道4不干渉；

[0012] 图5是顶升切换装置3-4Z动作，纵行走装置3-1-1低于横行走装置3-1-2，横行走装

置3-1-2脱离轨道4，纵行走装置3-1-1在轨道41上运行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是具有回转功能的回转切换装置3-4R的结构示意图，回转切换装置3-4R回轨

90度时，行走装置3-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Y（或X）方向运行；

[0014] 图7是由大行走装置5-1和大框架5-2组成的大车5的结构示意图，也是输送小车3

沿X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X轨道42X5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大行走装置5-1在大车Y轨道6Y8上

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Y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8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小车X过渡轨

道42X8-1的结构示意图，也是通过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实现输送小车3在小车纵向Y轨道

41Y8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间转换，即实现输送小车3在竖边7Y与大车5之间转换的结构示

意图；

[0016] 图9是A结构中的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A大行走装置5-1A的结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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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10是图9的Ⅰ局部放大视图；

[0018] 图11是  B结构中大行走装置5-1的B大行走装置5-1B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具有回转

功能的大回转切换装置5-1R的机构示意图；

[0019] 图12是C结构中的具有顶升功能的大顶升切换装置5-1Z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3是大车Y轨道6Y8上运行有若干大车5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

和小车横向X轨道42X5上运行有若干输送小车3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4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两轨间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平面由若干小

车X过渡轨道42X8-1组成的过渡承载面42X8-2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大车5上设有输送小车3

的活动导向轨道42X5-1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导向轨道42X5-1倒下或伸出时，承载面42X8-2

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接口处形成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即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任何

位置实现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5是同一泊位7内的右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两大车5上的小车横向X轨道42X5

和左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形成一个若干输送小车3运行的闭环单向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6是底边7X设有小车横向X轨道42X8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将

若干个U型泊位7中的轨道4Y8和大车Y轨道6Y8连接在一起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小车横向X轨

道42X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纵向Y轨道41Y8对接的小车Y过渡轨道41Y8-1的结构示意图，也是

输送小车3通过小车Y过渡轨道41Y8-1和小车横向X轨道42X8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的

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7是大车5的大行走装置5-1沿X方向运行的X大行走装置5-1X和大切换装置5-3

的结构示意图，也是靠近轨道41X8的大车Y轨道6Y8是带有顶升装置的轨道6Y8Z的结构示意

图，也是轨道41X8上设有若干与轨道6Y8Z对接的过渡轨道6Y8Z-1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大车5

在过渡轨道6Y8Z-1位置通过大切换装置5-3实现Y大行走装置5-1Y与X大行走装置5-1X之间

转换的结构示意图，也是X大行走装置5-1X在轨道41X8上运行，即通过轨道6Y8Z、轨道6Y8Z-

1和轨道41X8实现大车5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8是竖边7Y的海侧端头设有开闭式大车X轨道6X8的结构示意图，也是大车X轨

道6X8上设有与大车Y轨道6Y8对接的大车过渡轨道6Y8-1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9是大车5的Y大行走装置5-1Y通过大车过渡轨道6Y8-1出入大车Y轨道6Y8的结

构示意图；

[0027] 图20是X大行走装置5-1X通过大切换装置5-3切换后在大车X轨道6X8上运行出入

另一U型泊位7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1是当大车X轨道6X8开启时，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7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2是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关闭大车X轨道6X8时，相邻U型泊位7内的大车5通过

大车X轨道6X8从外侧进入船9的尾部区域，即适应驾驶室位于中部且高于大车5的船9外侧

集装箱装缷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3是大车Y轨道6Y8包括上下两层，上层大车Y轨道6Y8的底部高于船9的顶部的

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4是图23的A-A视图，也是升降装置10的结构示意图，也是输送小车3在大车5运

行，大车5在下层大车Y轨道6Y8上运行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5是大车5在下层大车Y轨道6Y8上运行至升降装置10下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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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26是升降装置10把大车5从下层大车Y轨道6Y8上吊起来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7是升降装置10横向移动把大车5放置在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8是输送小车3通过升降轨道4Z-1实现在不同高度的轨道4上运行的结构示意

图；

[0036] 图29是输送小车3通过倾斜轨道4Z-2实现在不同高度的轨道4上运行的结构示意

图；

[0037] 图30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装卸平台11的结构示意图，也是

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装卸平台11上，或将装缷平台11上的

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1是通过装卸平台11将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将

地面集装箱卡车12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装缷平台11上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2是通过装卸平台11将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放置在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集

装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装卸平台11上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33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4和转换平

台15的结构示意图，也是输送小车3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转换平台15

上，或将转换平台15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4是输送小车3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

14上，或将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4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35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输送线16的结构示意图，也是输

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输送线16上，或将输送线16上的集装箱

2抓取至框架3-3内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36是输送线16靠近底边7X的一端设有转换装置17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37是转换装置17将输送线16端部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将地

面集装箱卡车12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输送线16上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38是转换装置17将输送线16端部的集装箱2放置在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集装

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输送线16上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中的1是装箱起重机，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轨道4、大车

5、大车5运行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2是集装箱；3是输送小车，利用蓄电

池或接触网供电，包括行走装置3-1、吊具及起重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3-1是行

走装置；3-1-1是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2是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

的横行走装置；3-2是吊具及起重装置；3-3是框架；3-4是切换装置；3-4Z是具有顶升功能的

顶升切换装置；3-4R是回转切换装置；4是输送小车3运行的小车轨道，包括小车纵向轨道41

和小车横向轨道42；41是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轨道；41Y8是竖边

7Y上构件8的中间设有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1是小车横向X轨道

42X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纵向Y轨道41Y8对接的小车Y过渡轨道；42X5是大框架5-2上设有输

送小车3沿X方向运行的轨道；42X8是底边7X设有的轨道，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将若干个U型

泊位7中的轨道4Y8和大车Y轨道6Y8连接在一起；42X8-1是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

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过渡轨道；42X8-2是由若干小车X过渡轨道42X8-1组成的过渡

承载面；42是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轨道；4Z-1是升降轨道；4Z-2是倾斜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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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大车，利用蓄电池或接触网供电，包括大行走装置5-1和大框架5-2；5-1是大行走装置；

5-1X是在大车X轨道6X8上沿X方向运行的X大行走装置；5-1Y是大车5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

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A是仅限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A大行走装置；5-1B

是B大行走装置；5-1R是具有回转功能的大回转切换装置；5-1Z是具有顶升功能的大顶升切

换装置；5-2是大框架；5-3是大切换装置；6是大车5运行的轨道；6Y8是竖边7Y的构件8上近

船9侧设有大车5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1是大车过渡轨道；6X8是大车X轨道；7是U

型泊位；7Y  是U型泊位7的竖边；8是U型泊位7上的构件；9是集装箱船；10是大车5实现上下

两层之间转换的升降装置；11是装卸平台；12是地面集装箱卡车；13是集装箱AGV小车；14是

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5是转换平台；16是集装箱2的输送线；17是输送线16靠近底边7X的

一端设有的转换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轨道4、大车5、大车5

运行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设U型泊位7底边的长度方向为X方向，底边

7X的长度大于集装箱船9的宽度，U型泊位7的竖边7Y的长度大于船9的长度，船9上的集装箱

2长度方向平行于船9的长度方向，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时，船9的长度方向是Y方向；竖边

7Y的构件8上近船9侧设有大车5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竖边7Y上构件8的中间设有

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输送小车3的长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长度方

向，输送小车3的宽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宽度方向，输送小车3包括行走装置3-1、吊具及起重

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行走装置3-1位于框架3-3的下部，装置3-2位于框架3-3

的上部，框架3-3是底部开口的空腔，装置3-2的吊具装置3-2-1将框架3-3下方的集装箱2吊

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轨道4包括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1和沿集装箱

2宽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2，输送小车3水平运行时框架3-3内的集装箱2的底面高于轨道4的

上平面，即输送小车3运行时集装箱2与轨道4不干渉；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

在轨道4的下方，或将轨道4下方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大车5包括大行走装置5-1和

大框架5-2，大框架5-2上设有输送小车3沿X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X轨道42X5，大行走装置5-

1固定于大框架5-2的两端部，构件8上固定有大行走装置5-1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

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小车X过渡轨道42X8-1，通过

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实现输送小车3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间的转

换，即实现输送小车3在竖边7Y与大车5之间的转换；小车横向X轨道42X5上的输送小车3中

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船9上，或将船9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行

走装置3-1包括A结构和B结构：

[0048] A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1、沿集装箱2

宽度方向运行的横行走装置3-1-2，切换装置3-4是具有顶升功能的顶升切换装置3-4Z，纵

行走装置3-1-1低于横行走装置3-1-2时，横行走装置3-1-2脱离轨道4，纵行走装置3-1-1在

轨道41上运行，顶升切换装置3-4Z动作，使横行走装置3-1-2低于纵行走装置3-1-1时，纵行

走装置3-1-1脱离轨道4，横行走装置3-1-2在轨道42上运行；

[0049] B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A行走装置3-1A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回转切换装置3-4R，当

回转切换装置3-4R回轨90度时，行走装置3-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Y或X方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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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0050] 所述的大行走装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Y，

大行走装置5-1包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0051] A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仅限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A大行走装置5-

1A；

[0052] B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B大行走装置5-1B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大回转切换装置

5-1R，当大回转切换装置5-1R回轨90度时，大行走装置5-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

Y或X方向运行；

[0053] C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Y、

在大车X轨道6X8上沿X方向运行的X大行走装置5-1X和具有顶升功能的大顶升切换装置5-

1Z；X大行走装置5-1X低于Y大行走装置5-1Y时，Y大行走装置5-1Y脱离轨道6，X大行走装置

5-1X在轨道6上运行，大顶升切换装置5-1Z动作，使Y大行走装置5-1Y低于X大行走装置5-1X

时，X大行走装置5-1X脱离轨道6，Y大行走装置5-1Y在轨道6上运行。

[0054] 所述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两轨间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平面是由若干

小车X过渡轨道42X8-1组成的过渡承载面42X8-2，大车5上设有输送小车3的活动导向轨道

42X5-1，当导向轨道42X5-1倒下或伸出时，承载面42X8-2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接口处形成

了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即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任何位置都实现与小车横向X轨道

42X5的对接。

[0055] 所述的U型泊位7的右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两大车5上的小车横向X轨道42X5和

左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形成一个若干输送小车3运行的闭环单向通道。

[0056] 所述的底边7X设有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将若干个U型泊位7中

的轨道4Y8和大车Y轨道6Y8连接在一起，小车横向X轨道42X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纵向Y轨道

41Y8对接的小车Y过渡轨道41Y8-1，输送小车3通过小车Y过渡轨道41Y8-1和小车横向X轨道

42X8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0057] 所述的轨道41X8旁边的大车Y轨道6Y8是带有顶升装置的轨道6Y8Z，轨道41X8上设

有若干与轨道6Y8Z对接的过渡轨道6Y8Z-1，大车5在过渡轨道6Y8Z-1位置通过大切换装置

5-3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0058] 所述的竖边7Y的外侧端头设有开闭式大车X轨道6X8，大车X轨道6X8上设有与大车

Y轨道6Y8对接的大车过渡轨道6Y8-1，大车5通过大车过渡轨道6Y8-1出入大车Y轨道6Y8，大

行走装置5-1通过大切换装置5-3在大车X轨道6X8上运行出入另一U型泊位7；当大车X轨道

6X8开启时，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7；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关闭大车X轨道6X8时，相邻U型

泊位7内的大车5通过大车X轨道6X8从外侧进入船9的尾部区域，即适应驾驶室位于中部且

高于大车5的船9外侧集装箱的装缷。

[0059] 所述的大车Y轨道6Y8包括上下两层，上层大车Y轨道6Y8的底部高于船9的顶部，大

车5通过升降装置10实现上下两层之间的转换，当船9靠近底边7X部或中部高于位于下层大

车Y轨道6Y8上的大车5的底部时，大车5在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7，当

船9进入U型泊位7后，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的大车5通过升降装置10到下层大车Y轨道6Y8进

行集装箱2的装卸船作业。

[0060] 所述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包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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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A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装卸平台11，输送小车3中的装

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装卸平台11上，或将缷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

3-3内；通过装缷平台11的抓起装置11-1将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

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设

置在装缷平台11上；

[0062] B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4的转换平

台15，装置14包括底部开口的空腔和抓取装置14-1，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

集装箱2放置在转换平台15上，或将转换平台15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通过转换平

台15，装置14中的抓取装置14-1抓取平台15上的集装箱2，或将装置14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

转换平台15上；

[0063] C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输送线16，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

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输送线16上，或将输送线16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

内；输送线16靠近底边7X的一端设有转换装置17，转换装置17将输送线16端部的集装箱2放

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

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输送线16上。

[0064]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发明

[0065]   如图1～图8所示，集装箱起重机1包括集装箱2的输送小车3、输送小车3运行的轨

道4、大车5、大车5运行的轨道6、U型泊位7和U型泊位7上的构件8；设U型泊位7底边的长度方

向为X方向，底边7X的长度大于集装箱船9的宽度，U型泊位7的竖边7Y的长度大于船9的长

度，船9上的集装箱2长度方向平行于船9的长度方向，船9靠泊在U型泊位7内时，船9的长度

方向是Y方向；竖边7Y的构件8上近船9侧设有大车5沿Y方向运行的大车Y轨道6Y8，竖边7Y上

构件8的中间设有输送小车3沿Y方向运行的小车纵向Y轨道41Y8；输送小车3的长度方向是

集装箱2的长度方向，输送小车3的宽度方向是集装箱2的宽度方向，输送小车3包括行走装

置3-1、吊具及起重装置3-2、框架3-3和切换装置3-4，行走装置3-1位于框架3-3的下部，装

置3-2位于框架3-3的上部，框架3-3是底部开口的空腔，装置3-2的吊具装置3-2-1将框架3-

3下方的集装箱2吊挂至框架3-3的空腔内；轨道4包括输送小车3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

轨道41和沿集装箱2宽度方向运行的轨道42，输送小车3水平运行时框架3-3内的集装箱2的

底面高于轨道4的上平面，即输送小车3运行时集装箱2与轨道4不干渉；装置3-2将框架3-3

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轨道4的下方，或将轨道4下方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大车5包括

大行走装置5-1和大框架5-2，大框架5-2上设有输送小车3沿X方向运行的小车横向X轨道

42X5，大行走装置5-1固定于大框架5-2的两端部，构件8上固定有大行走装置5-1沿Y方向运

行的大车Y轨道6Y8，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小车X过

渡轨道42X8-1，通过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实现输送小车3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与小车横

向X轨道42X5间的转换，即实现输送小车3在竖边7Y与大车5之间的转换；小车横向X轨道

42X5上的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船9上，或将船9上的集装箱

2抓取至框架3-3内；行走装置3-1包括A结构和B结构：

[0066] A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沿集装箱2长度方向运行的纵行走装置3-1-1、沿集装箱2

宽度方向运行的横行走装置3-1-2，切换装置3-4是具有顶升功能的顶升切换装置3-4Z，纵

行走装置3-1-1低于横行走装置3-1-2时，横行走装置3-1-2脱离轨道4，纵行走装置3-1-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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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41上运行，顶升切换装置3-4Z动作，使横行走装置3-1-2低于纵行走装置3-1-1时，纵行

走装置3-1-1脱离轨道4，横行走装置3-1-2在轨道42上运行；

[0067] B结构、行走装置3-1包括A行走装置3-1A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回转切换装置3-4R，当

回转切换装置3-4R回轨90度时，行走装置3-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Y或X方向运

行。

[0068] 如图9～图12所示，大行走装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

装置5-1Y，大行走装置5-1包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0069] A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仅限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A大行走装置5-

1A；

[0070] B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B大行走装置5-1B和具有回转功能的大回转切换装置

5-1R，当大回转切换装置5-1R回轨90度时，大行走装置5-1从沿着X或Y方向运行回转至沿着

Y或X方向运行；

[0071] C结构、大行走装置5-1包括在大车Y轨道6Y8上沿Y方向运行的Y大行走装置5-1Y、

在大车X轨道6X8上沿X方向运行的X大行走装置5-1X和具有顶升功能的大顶升切换装置5-

1Z；X大行走装置5-1X低于Y大行走装置5-1Y时，Y大行走装置5-1Y脱离轨道6，X大行走装置

5-1X在轨道6上运行，大顶升切换装置5-1Z动作，使Y大行走装置5-1Y低于X大行走装置5-1X

时，X大行走装置5-1X脱离轨道6，Y大行走装置5-1Y在轨道6上运行。

[0072] 如图13～图14所示，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两轨间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对接的平

面是由若干小车X过渡轨道42X8-1组成的过渡承载面42X8-2，大车5上设有输送小车3的活

动导向轨道42X5-1，当导向轨道42X5-1倒下或伸出时，承载面42X8-2与小车横向X轨道42X5

接口处形成了小车X过渡轨道42X8-1，即在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任何位置都实现与小车横

向X轨道42X5的对接。

[0073] 如图15所示，同一泊位7内的右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两大车5上的小车横向X轨

道42X5和左侧小车纵向Y轨道41Y8形成一个若干输送小车3运行的闭环单向通道。

[0074] 如图16所示，底边7X设有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小车横向X轨道42X8将若干个U型泊

位7中的轨道4Y8和大车Y轨道6Y8连接在一起，小车横向X轨道42X8上设有若干与小车纵向Y

轨道41Y8对接的小车Y过渡轨道41Y8-1，输送小车3通过小车Y过渡轨道41Y8-1和小车横向X

轨道42X8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0075] 如图17所示，靠近轨道41X8的大车Y轨道6Y8是带有顶升装置的轨道6Y8Z，轨道

41X8上设有若干与轨道6Y8Z对接的过渡轨道6Y8Z-1，大车5在过渡轨道6Y8Z-1位置通过大

切换装置5-3实现在不同的U型泊位7之间转换。

[0076] 如图18～图22所示，竖边7Y的外侧端头设有开闭式大车X轨道6X8，大车X轨道6X8

上设有与大车Y轨道6Y8对接的大车过渡轨道6Y8-1，大车5通过大车过渡轨道6Y8-1出入大

车Y轨道6Y8，大行走装置5-1通过大切换装置5-3在大车X轨道6X8上运行出入另一U型泊位

7；当大车X轨道6X8开启时，不影响船9出入U型泊位7；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关闭大车X轨道

6X8时，相邻U型泊位7内的大车5通过大车X轨道6X8从外侧进入船9的尾部区域，即适应驾驶

室位于中部且高于大车5的船9外侧集装箱的装缷。

[0077] 如图23～图27所示，大车Y轨道6Y8包括上下两层，上层大车Y轨道6Y8的底部高于

船9的顶部，大车5通过升降装置10实现上下两层之间的转换，当船9靠近底边7X部或中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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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位于下层大车Y轨道6Y8上的大车5的底部时，大车5在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不影响船9出

入U型泊位7，当船9进入U型泊位7后，上层大车Y轨道6Y8上的大车5通过升降装置10到下层

大车Y轨道6Y8进行集装箱2的装卸船作业。

[0078] 如图28～图29所示，输送小车3通过升降轨道4Z-1或倾斜轨道4Z-2实现在不同高

度的轨道4上运行。

[0079] 如图30～图38所示，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包括A结构、B结构和C结构：

[0080] A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装卸平台11，输送小车3中的装

置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装卸平台11上，或将卸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

3-3内；通过装卸平台11的抓起装置11-1将平台11上的集装箱2放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

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设

置在装卸平台11上；

[0081] B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空中RGV小车输送装置14的转换平

台15，装置14包括底部开口的空腔和抓取装置14-1，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3-2将框架3-3内的

集装箱2放置在转换平台15上，或将转换平台15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内；通过转换平

台15，装置14中的抓取装置14-1抓取平台15上的集装箱2，或将装置14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

转换平台15上；

[0082] C结构：小车纵向Y轨道41Y8的下方设有集装箱2的输送线16，输送小车3中的装置

3-2将框架3-3内的集装箱2放置在输送线16上，或将输送线16上的集装箱2抓取至框架3-3

内；输送线16靠近底边7X的一端设有转换装置17，转换装置17将输送线16端部的集装箱2放

置在地面的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13上，或将地面集装箱卡车12或集装箱AGV小车

13上的集装箱2抓取后放置在输送线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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