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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保障车，包括保障车

本体，所述保障车本体分为驾驶舱与车厢且所述

驾驶舱与车厢连通，所述车厢远离驾驶舱的一侧

设置有舱门，所述舱门下端的所述车厢一侧设置

有工作梯，所述车厢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多组液压

支撑杆，所述车厢下表面靠近工作梯的一侧固定

安装有浅地钻组合，所述车厢内部分为行车区、

卫生间与工作区，所述工作区内设置有厨房且所

述厨房与卫生间相对应，所述厨房一端的所述工

作区内部设置有储存柜与工具柜。本发明具有可

以搭建临时工作棚对车辆进行保养、可以将垃圾

深埋达到环保和伪装的效果、能够提供热餐饮、

冷餐及即食食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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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保障车，包括保障车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保障车本体(1)分为驾驶舱

(2)与车厢(3)且所述驾驶舱(2)与车厢(3)连通，所述车厢(3)远离驾驶舱(2)的一侧设置有

舱门(4)，所述舱门(4)下端的所述车厢(3)一侧设置有工作梯(5)，所述车厢(3)下表面固定

安装有多组液压支撑杆(7)，所述车厢(3)下表面靠近工作梯(5)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浅地钻

组合(8)，所述车厢(3)内部分为行车区(9)、卫生间(10)与工作区(11)，所述车厢(3)上对应

所述行车区(9)与工作区(11)开设有逃生门(12)与窗口(13)且所述窗口(13)上设置有遮光

板，所述工作区(11)内设置有厨房(14)且所述厨房(14)与卫生间(10)相对应，所述厨房

(14)一端的所述工作区(11)内部设置有储存柜(15)与工具柜(16)，所述卫生间(10)一端的

所述工作区(11)内部设置有车铣钻组合机床(17)，所述车铣钻组合机床(17)一侧安装有台

钳(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舱(2)上端固定安装

有警灯(19)与自助绞盘(20)，所述车厢(3)内部上端设置有通讯天线，设置有与所述液压支

撑杆(7)相匹配的废件压饼桶(21)，所述车厢(3)上端固定安装有卷帘式迷彩遮阳布，所述

车厢(3)上端设置有多组支撑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车区(9)内设置有多组

折叠床(22)与折叠椅(23)，所述折叠床(22)与所述折叠椅(23)的数量为4组，每组所述折叠

床(22)的床头设置一组床头灯，所述行车区(9)内部底端设置有下水装置，所述下水装置的

容量为200L，所述行车区(9)靠近驾驶舱(2)的内部一侧固定安装有数字电视(24)，所述行

车区(9)与工作区(11)上端设置有逃生口(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卫生间(10)包括淋浴喷头

与马桶，所述卫生间(10)内设置有多组扶手，所述马桶采用航空式真空马桶。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厨房(14)包括洗手池、车

载冰箱、微波炉与电磁炉，所述洗手池的排水管与所述下水装置通过导管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区(11)内设置有配电

柜、工作椅、移动检修躺板(26)、灭火器(27)、电焊机，所述工作区(11)内部底端设置有与所

述工作椅相匹配的固定轨道，所述移动检修躺板(26)一端设置有提手(28)，所述移动检修

躺板(26)另一端设置有头枕(29)，所述头枕(29)上设置有头部防护罩(30)，所述移动检修

躺板(26)两侧设置有工具存放槽(31)与手臂出口(32)，所述移动检修躺板(26)底部设置有

多组万向轮(3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设置有与所述保障车本体(1)

相匹配的小型柴油发电机，所述小型柴油发电机使用的燃油类型与保障车本体(1)一致，所

述小型柴油发电机为可拆卸式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保障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保障车本体(1)前后两端

设置有一组LED工作灯(6)，所述保障车本体(1)两侧均设置有两组LED工作灯(6)，所述保障

车本体(1)内设置有中央空调，所述中央空调的型号为FKWD-5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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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保障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保障装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新型保障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几年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及部队武器更新换代频繁，现有的单一功能维修

检测车辆已经不能满足已有装备的保障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搭建临时工作

棚对车辆进行保养、可以将垃圾深埋达到环保和伪装的效果、能够提供热餐饮、冷餐及即食

食品的保障车。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保障车，包括保障车本体，

所述保障车本体分为驾驶舱与车厢且所述驾驶舱与车厢连通，所述车厢远离驾驶舱的一侧

设置有舱门，所述舱门下端的所述车厢一侧设置有工作梯，所述车厢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多

组液压支撑杆，所述车厢下表面靠近工作梯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浅地钻组合，所述车厢内部

分为行车区、卫生间与工作区，所述车厢上对应所述行车区与工作区开设有逃生门与窗口

且所述窗口上设置有遮光板，所述工作区内设置有厨房且所述厨房与卫生间相对应，所述

厨房一端的所述工作区内部设置有储存柜与工具柜，所述卫生间一端的所述工作区内部设

置有车铣钻组合机床，所述车铣钻组合机床一侧安装有台钳。

[0005] 所述驾驶舱上端固定安装有警灯与自助绞盘，所述车厢内部上端设置有通讯天

线，设置有与所述液压支撑杆相匹配的废件压饼桶，所述车厢上端固定安装有卷帘式迷彩

遮阳布，所述车厢上端设置有多组支撑杆。

[0006] 所述行车区内设置有多组折叠床与折叠椅，所述折叠床与所述折叠椅的数量为4

组，每组所述折叠床的床头设置一组床头灯，所述行车区内部底端设置有下水装置，所述下

水装置的容量为200L，所述行车区靠近驾驶舱的内部一侧固定安装有数字电视，所述行车

区与工作区上端设置有逃生口。

[0007] 所述卫生间包括淋浴喷头与马桶，所述卫生间内设置有多组扶手，所述马桶采用

航空式真空马桶。

[0008] 所述厨房包括洗手池、车载冰箱、微波炉与电磁炉，所述洗手池的排水管与所述下

水装置通过导管连接。

[0009] 所述工作区内设置有配电柜、工作椅、移动检修躺板、灭火器、电焊机，所述工作区

内部底端设置有与所述工作椅相匹配的固定轨道，所述移动检修躺板一端设置有提手，所

述移动检修躺板另一端设置有头枕，所述头枕上设置有头部防护罩，所述移动检修躺板两

侧设置有工具存放槽与手臂出口，所述移动检修躺板底部设置有多组万向轮。

[0010] 设置有与所述保障车本体相匹配的小型柴油发电机，所述小型柴油发电机使用的

燃油类型与保障车本体一致，所述小型柴油发电机为可拆卸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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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保障车本体前后两端设置有一组LED工作灯，所述保障车本体两侧均设置有

两组LED工作灯，所述保障车本体内设置有中央空调，所述中央空调的型号为FKWD-50×2A。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车厢上端固定安装的卷帘式迷彩遮阳布与车厢上端的多

组支撑杆，在对车辆进行常规保养时，可将工作舱上的卷帘式迷彩遮阳布拉出，并用支撑杆

搭建临时工作棚对车辆进行保养；通过车厢下表面一的液压支撑杆与浅地钻组合相配合工

作，可以在液压支撑杆将垃圾压缩成为饼状后通过浅地钻组合挖坑深埋，达到环保和伪装

的目的；通过厨房内的车载冰箱、微波炉与电磁炉，能够为乘员提供热餐饮、冷餐及即食食

品。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行车区与卫生间外部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液压支撑杆与废件压饼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移动检修躺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保障车本体、2驾驶舱、3车厢、4舱门、5工作梯、6  LED工作灯、7液压支撑杆、

8浅地钻组合、9行车区、10卫生间、11工作区、12逃生门、13窗口、14厨房、15储存柜、16工具

柜、17车铣钻组合机床、18台钳、19警灯、20自助绞盘、21废件压饼桶、22折叠床、23折叠椅、

24数字电视、25逃生口、26移动检修躺板、27灭火器、28提手、29头枕、30头部防护罩、31工具

存放槽、32手臂出口、33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5，一种新型保障车，包括保障车本体1，保障车本体1分为驾驶舱2与车

厢3且驾驶舱2与车厢3连通，车厢3远离驾驶舱2的一侧设置有舱门4，舱门4下端的车厢3一

侧设置有工作梯5，车厢3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多组液压支撑杆7，车厢3下表面靠近工作梯5的

一侧固定安装有浅地钻组合8，车厢3内部分为行车区9、卫生间10与工作区11，车厢3上对应

行车区9与工作区11开设有逃生门12与窗口13且窗口13上设置有遮光板，工作区11内设置

有厨房14且厨房14与卫生间10相对应，厨房14一端的工作区11内部设置有储存柜15与工具

柜16，卫生间10一端的工作区11内部设置有车铣钻组合机床17，车铣钻组合机床17一侧安

装有台钳18。

[0021] 本发明中，驾驶舱2上端固定安装有警灯19与自助绞盘20，车厢3内部上端设置有

通讯天线，设置有与液压支撑杆7相匹配的废件压饼桶21，车厢3上端固定安装有卷帘式迷

彩遮阳布，车厢3上端设置有多组支撑杆；

[0022] 车区9内设置有多组折叠床22与折叠椅23，折叠床22与折叠椅23的数量为4组，每

组折叠床22的床头设置一组床头灯，行车区9内部底端设置有下水装置，下水装置的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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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L，行车区9靠近驾驶舱2的内部一侧固定安装有数字电视24，行车区9与工作区11上端设

置有逃生口25；

[0023] 卫生间10包括淋浴喷头与马桶，卫生间10内设置有多组扶手，能够保证车辆在行

驶途中卫生间10的安全使用，马桶采用航空式真空马桶；

[0024] 厨房14包括洗手池、车载冰箱、微波炉与电磁炉，洗手池的排水管与下水装置通过

导管连接；

[0025] 工作区11内设置有配电柜、工作椅、移动检修躺板26、灭火器27、电焊机，工作区11

内部底端设置有与工作椅相匹配的固定轨道，移动检修躺板26一端设置有提手28，移动检

修躺板26另一端设置有头枕29，头枕29上设置有头部防护罩30，移动检修躺板26两侧设置

有工具存放槽31与手臂出口32，移动检修躺板26底部设置有多组万向轮33；

[0026] 设置有与保障车本体1相匹配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小型柴油发电机使用的燃油类

型与保障车本体1一致，小型柴油发电机为可拆卸式结构，可以脱离车厢3独自工作，方便供

给；

[0027] 保障车本体1前后两端设置有一组LED工作灯6，保障车本体1两侧均设置有两组

LED工作灯6，可以为工作现场提供照明环境，保障车本体1内设置有中央空调，中央空调的

型号为FKWD-50×2A。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使用时，通过车厢3上端固定安装的卷帘式迷彩遮阳布与车

厢3上端的多组支撑杆，在对车辆进行常规保养时，可将工作舱上的卷帘式迷彩遮阳布拉

出，并用支撑杆搭建临时工作棚对车辆进行保养；通过车厢3下表面一的液压支撑杆7与浅

地钻组合8相配合工作，可以在液压支撑杆7将垃圾压缩成为饼状后通过浅地钻组合8挖坑

深埋，达到环保和伪装的目的；通过厨房14内的车载冰箱、微波炉与电磁炉，能够为乘员提

供热餐饮、冷餐及即食食品，通过行车区9内设置的多组折叠床22与折叠椅23，折叠床22打

开后可延长一倍，用于就餐和办公等，日间行车时，将折叠床22收起，打开折叠椅23即可成

为行军状态；通过卫生间10内设置有多组扶手，能够保证车辆在行驶途中卫生间10的安全

使用；通过设置有与保障车本体1相匹配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可以脱离车厢3独自工作，方便

供给；通过保障车本体1上的多组LED工作灯6，可以为工作现场提供照明环境。

[002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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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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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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