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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制备叉状物托架的

方法，包括：提供具有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

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其中第二叉状物

接收钩尺寸大于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基于预期安

装在叉状物支撑杆上的一个或多个叉状物的尺

寸，该支撑杆被定位成使得，第一叉状物接收钩

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中的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叉

状物的尺寸对应的一个叉状物接收钩向外定位，

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接收在所述一个叉

状物接收钩上；以及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

杆的第一侧上，第一侧与靠近该一个叉状物接收

钩的第二侧相对。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托架组

件，其包括具有上部件的叉状物托架，上部件具

有带外部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和加强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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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叉状物托架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具有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其中，在垂直于叉

状物支撑杆上的侧向方向穿过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的竖直截面上，第二

叉状物接收钩的截面尺寸大于第一叉状物接收钩的截面尺寸；

基于预期安装至叉状物支撑杆上的一个或多个叉状物的尺寸，定位叉状物支撑杆以使

得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中的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的尺寸对应的一

个叉状物接收钩向外定位，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接收在所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上；

以及

将侧向延伸的加强杆不可动地固定到叉状物支撑杆的第一侧，所述第一侧与叉状物支

撑杆的靠近所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的第二侧相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基于待由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支撑的预期重

量而选择加强杆的尺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叉状物支撑杆包括H形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包括将加强杆焊接

至叉状物支撑杆的与靠近所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的所述第二侧相对的所述第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加强杆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竖直偏置，从而加强

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竖直偏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包括在加强杆的侧

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角部之间形成第一填角焊缝。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还包括在加强杆的

底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下侧表面以及下角部之间形成第二填角焊缝。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加强杆基本上跨越叉状物支撑杆的整个长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所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中机加工槽口。

10.一种托架组件，所述托架组件能够可移动地联接至材料搬运车辆的立柱组件，所述

托架组件包括：

提升托架，所述提升托架包括提升托架的上部件，所述上部件具有用于侧向移动叉状

物托架的结构；以及

叉状物托架，所述叉状物托架安装在提升托架的上部件上，叉状物托架包括叉状物托

架的上部件和下部件以及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部部件和第二侧部部件，其中，叉状物托架

的上部件和下部件联接至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部部件和第二侧部部件，叉状物托架的上部

件包括具有外部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以及不可动地固定到叉状物支撑杆的第一

侧上的加强杆，所述第一侧与叉状物支撑杆的靠近叉状物接收钩的第二侧相对，其中所述

加强杆沿着叉状物支撑杆的第一侧侧向地延伸。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在外部叉状物接收钩中设置槽口。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加强杆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竖直偏置，从

而加强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竖直偏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加强杆经由位于加强杆的侧表面和叉状物

支撑杆的上角部之间的第一填角焊缝而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加强杆还经由位于加强杆的底表面和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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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支撑杆的下侧表面以及下角部之间的第二填角焊缝而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加强杆基本上跨越叉状物支撑杆的整个长

度。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加强杆的竖直高度大于叉状物支撑杆的竖

直高度。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托架组件，其中，叉状物支撑杆包括H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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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材料搬运车辆的托架组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托架组件，托架组件可移动地联接至材料搬运车辆的立柱组件，

托架组件包括提升托架和叉状物托架，叉状物托架安装至提升托架并且能够相对于提升托

架侧向移动。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材料搬运车辆包括可移动地安装至材料搬运车辆的立柱组件的托架组件，托

架组件包括提升托架和安装至提升托架以相对于提升托架侧向移动的叉状物托架。叉状物

托架的叉状物支撑部件可以形成为具有叉状物接收钩。已知通过使用涉及特别设计的热轧

模的热轧处理而形成具有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部件。热轧模的成本昂贵，制备形成

多个叉状物支撑部件的热轧材料的成本减少了体积。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制备叉状物托架的方法，包括：提供具有

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其中第二叉状物接收钩的尺寸大

于第一叉状物接收钩；根据预期安装在叉状物支撑杆上的一个或多个叉状物的尺寸，叉状

物支撑杆被定位成使得，第一叉状物接收钩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中的与所述一个或多个叉

状物的尺寸对应的一个叉状物接收钩向外定位，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接收在所述一

个叉状物接收钩上；以及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的第一侧上，所述第一侧与靠近所

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的第二侧相对。

[0004] 本方法还可以包括基于待由所述一个或多个叉状物支撑的重量而选择加强杆的

尺寸。

[0005] 叉状物支撑杆可以包括H形杆。

[0006] 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可以包括将加强杆焊接至叉状物支撑杆的与靠近

所述一个叉状物接收钩的第二侧相对的第一侧。

[0007] 加强杆可以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竖直偏置，从而加强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对于

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竖直偏置。

[0008] 将加强杆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可以包括在加强杆的侧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上

角部之间形成第一填角焊缝。联接还可包括在加强杆的底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下侧表面

和下角部之间形成第二填角焊缝。

[0009] 加强杆可以基本上跨越叉状物支撑杆的整个长度。

[0010] 本方法还可以包括在该一个叉状物接收钩中机加工槽口。

[0011]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托架组件，其适于可移动地联接至材料搬运车辆

的立柱组件。托架组件可以包括：提升托架，其包括提升托架的上部件，上部件具有用于侧

向移动叉状物托架的结构；以及安装至提升托架的上部件上的叉状物托架。叉状物托架可

包括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和下部件以及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部部件和第二侧部部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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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和下部件可联接至叉状物托架的第一和第二侧部部件。叉状物托架的

上部件可以包括具有外部叉状物接收钩的叉状物支撑杆以及安装至叉状物支撑杆的第一

侧上的加强杆，第一侧与靠近叉状物接收钩的第二侧相对。

[0012] 槽口可以设置在外部叉状物接收钩上。

[0013] 加强杆可以相对于叉状物支撑杆竖直偏置，从而加强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对于

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竖直偏置。

[0014] 加强杆可以经由位于加强杆的侧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上角部之间的第一填角

焊缝而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

[0015] 加强杆还可以经由位于加强杆的底表面和叉状物支撑杆的下侧表面和下角部之

间的第二填角焊缝而联接至叉状物支撑杆。

[0016] 加强杆可以基本上跨越叉状物支撑杆的整个长度。

[0017] 加强杆的竖直高度可以大于叉状物支撑杆的竖直高度。

[0018] 叉状物支撑杆可以包括H形杆。

附图说明

[0019] 虽然本说明书结尾有特别指明和明确要求保护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但是应当认为

结合附图、根据以下说明书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的元件，并

且其中：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托架组件的分解视图；

[0021] 图2是图1的托架组件的后视图；

[0022] 图3是图1的托架组件的前视图；

[0023] 图4A、4B和4C是本发明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实施例的叉状物托架和对应上部件的

部分的透视图；

[0024]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的一部分的局部横截

面视图；以及

[0025] 图6是包括图1的托架组件的材料搬运车辆的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在下文对优选实施例的详细描述中，参考形成实施例的一部分的附图，其中作为

示例非限制性地示出了可以实施本发明的特定优选实施例。应当理解的是，可以利用其它

实施例以及可以进行改变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

[0027] 参考图1-6，示出了适于沿着材料搬运车辆的立柱组件100上下竖直移动的托架组

件10。如图6中所示，托架组件10包括提升托架20和链(未示出)，所述提升托架联接至立柱

组件100，以用于经由安装至立柱组件100上的初级气缸和柱塞组件101而沿着立柱组件100

往复竖直移动，所述链联接在提升托架20和初级气缸和柱塞组件101之间。叉状物托架30安

装至提升托架20上，以相对于提升托架20侧向移动以及随着提升托架20而竖直移动。第一

叉状物140A和第二叉状物140B安装在叉状物托架30上，以随着叉状物托架30移动。

[0028] 参考图1和2，提升托架20包括第一竖直部件20A和第二竖直部件20B以及上支撑部

件20C和下支撑部件20D，所有的这些部件经由焊接而联接在一起，以作为整体移动。提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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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上支撑部件20C包括分离的第一和第二内部气缸(未标注)，以用于接收第一和第二柱

塞120和122。端盖120A、122A设置在上支撑部件20C的相对两端处，以在第一和第二内腔以

及第一和第二柱塞120、122之间提供密封。液压流体被分别提供至第一和第二内部气缸，以

产生柱塞120和122的移动，并且因而移动叉状物托架30。聚合的、低摩擦且低磨损的线性承

载部123设置在上支撑部件20C的上表面上，如图1所示。

[0029]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30包括第一竖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

部件30B以及基本水平的上部件30C和下部件30D，如图1和3中所示。第一竖直部件30A、第二

竖直部件30B、上部件30C和下部件30D经由焊接而联接在一起，以形成整体单元。

[0030]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包括叉状物支撑杆，所

述叉状物支撑杆在图1-6所示的实施例中包括H形杆200。虽然未示出，但可预期的是，叉状

物支撑杆的形状可以不同于H形。H形杆200是热轧部件。特别设计的热轧模(未示出)用于制

备H形杆200，其热轧模的设计和制备非常昂贵。参考图4A-C和5，H形杆200包括第一叉状物

接收钩202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的尺寸大于第一叉状物接收钩

202，从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能够支撑的叉状物(例如，3级叉状物)的尺寸比适于支撑在

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上的叉状物(例如，2级叉状物)更大。例如，如图4A所示，第一叉状物

接收钩202在凹槽206上方延伸的高度H1为约13mm并且最大宽度W1＝16mm。第二叉状物接收

钩204在凹槽206上方延伸的高度H2为约16mm并且最大宽度W2＝21mm。在替代实施例中，第一

叉状物接收钩202的最大宽度W1＝20.4mm，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的最大宽度W2＝27.0mm，每

个叉状物接收钩202和204在尖端处的相应宽度分别为16mm和21.5mm。

[0031]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叉状物托架30及其上部件30C被构建成使得第一叉状

物接收钩202远离立柱组件100向外定位(如图6所示)，以允许叉状物140A和140B安装在第

一叉状物接收钩202上。叉状物140A和140B可以包括2级叉状物，其叉状物负载支撑能力的

范围为约3000磅至约5500磅(ISO等级2  1000-2500kg)。参考图4A和5，加强杆50被焊接至H

形杆200并且邻近H形杆的靠近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的侧部201，以向H形杆200提供结构加

强。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加强杆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偏置，从而使得加强杆的上表面50A

和下表面50B分别相对于H形杆200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竖直偏置，如图5最佳地示出的。

[0032] 由于加强杆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偏置，所以第一填角焊缝60(图5中示出但图4A

中未示出)可以形成在加强杆50的侧表面50C和H形杆200的上角部200C之间。此外，第二填

角焊缝62(图5中示出但图4A中未示出)可以形成在加强杆50的底表面50B和H形杆200的下

侧表面200D和/或下角部200E之间。人们确信，第一填角焊缝60和第二填角焊缝62向叉状物

托架的上部件30C提供了增强的结构整体性、刚度和强度。H形杆200还经由填角焊缝和槽焊

缝而焊接至叉状物托架的第一竖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部件30B。

[0033] 在如图4A示出的所述实施例中，加强杆50的高度H50为约63mm，宽度W50为约6mm。加

强杆50基本上跨越H形杆200的整个长度L1，其中在所述的实施例中L1＝约900mm。在所示的

实施例中，当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附近测量时，H形杆200的高度H200等于60.5mm。因而，

当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附近测量时，加强杆50的高度H50大于H形杆200的高度H200，由此

向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提供了增大的结构刚性和强度。

[0034] 此外，在制备期间，在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中机加工多个槽口202A，以接收叉状

物140A和140B上的相应匹配结构(未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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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1、4A-4C和5可看出的，保护罩30F被焊接至H形杆200和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

部部件30A和第二侧部部件30B，以便向提升托架的上部件20C的柱塞120和122(该柱塞120

和122定位在保护罩30F的后方)提供保护，并且以便增大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的整体强

度。第一实施例的叉状物托架30及其上部件30C被设计以支撑高达约4500磅。

[0036] 通过将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定位在提升托架的上支撑部件20C上而将叉状物

托架30安装至提升托架20，从而使得H形杆200的内腔203装配在包括线性承载部123的上支

撑部件20C的上表面上，如图1和4A中所示。应当注意的是，提升托架的下支撑部件20D设置

有第一和第二聚合的、低摩擦且低磨损的线性承载部120D，所述承载部与叉状物托架的下

部件30D接合。如图1和3中所示，在叉状物托架30已经安装至提升托架20之后，将由钢制成

的固定块210螺栓连接至下支撑部件20D，以阻止叉状物托架30脱离提升托架20。

[0037] 当向提升托架的上支撑部件20C内的第一内部气缸提供液压流体时，第一柱塞120

向外移动，使得叉状物托架30向图2的右边侧向移动。当向提升托架的上支撑部件20C内的

第二内部气缸提供液压流体时，第二柱塞122向外移动，使得叉状物托架30向图2中的左边

侧向移动。当将流体提供至第一内部气缸时，不将流体提供至第二内部气缸，反之亦然。

[0038] 如上所述，H形杆200是生产成本较高的热轧部件。为了减少设计和制备两个独立

的热轧模以生产具有不同外形的两个独立叉状物支撑杆的花费，H形杆200已经被设计成具

有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和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从而允许H形杆200用于制备的独立叉状

物托架中，以用于支撑尺寸不同和/或最大负载不同的叉状物。

[0039] 图4B中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130，所述叉状物托架

包括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130C。叉状物托架130还包括第一竖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部件

30B以及下部件30D，它们基本上与图1中所示的叉状物托架30的结构中所使用的类似元件

相同。

[0040]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上部部件130C包括叉状物支撑杆，在

图4B所示的实施例中所述叉状物支撑杆包括与根据图4A所示的第一实施例的叉状物托架

的上部件30C中所用的H形杆相同的H形杆200。叉状物托架130及其上部件130C被构建成使

得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远离立柱组件100(与图6中所示的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类似)向外

定位，以允许叉状物140A和140B(例如，2级叉状物)安装在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上。因而，

相同尺寸的叉状物140A和140B适于安装在第一和第二实施例的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和

130C上。加强杆150被焊接至H形杆200并且邻近H形杆的靠近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的侧部，

以向H形杆200提供结构加强。在所示实施例中，加强杆1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偏置，如图

4B中所示。由于加强杆1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偏置，所以第一填角焊缝(图4B中未示出；类

似于图5所示的第一填角焊缝60)可以形成在加强杆150的侧表面150C和H形杆200的上角部

200C之间。此外，第二填角焊缝(图4B中未示出；类似于图5所示的第二填角焊缝62)可以形

成在加强杆150的底表面150B和H形杆200的下侧表面200D和/或下角部200E之间形成，如图

4B中可看见的。H形杆200也经由填角焊缝和槽焊缝(未示出)而焊接至叉状物托架的第一竖

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部件30B。

[0041] 在图4B所示的第二实施例中，加强杆150的高度H150为约63mm，宽度W150为约10mm。

在替代实施例中，W150为13mm。加强杆150的宽度W150大于图4A中所示的第一实施例的加强杆

50的宽度W50，因此，第二实施例的加强杆150比第一实施例的加强杆50更大。更大的加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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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允许叉状物托架130及其上部件130C比第一实施例的上部件30C支撑更大的负载，例如

在所示实施例中高达5500磅。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加强杆150基本上跨越H形杆200的整个长

度。

[0042] 此外，在制备期间，在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中机加工多个槽口202A，以接收叉状

物140A和140B上的相应匹配结构(未示出)。

[0043] 保护罩30F被焊接至H形杆200和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部部件30A和第二侧部部件

30B上，以便向提升托架的上部件20C的柱塞120和122(该柱塞120和122定位在保护罩30F的

后方)提供保护，并且以便增大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130C的整体强度。

[0044] 图4C中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230，其包括叉状物托

架的上部件230C。叉状物托架230还包括第一竖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部件30B以及下部件

30D，它们基本上与根据图4A中所示的第一实施例的叉状物托架30的结构中所使用的类似

元件相同。

[004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构建的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230C包括叉状物支撑杆，在

图4C所示的实施例中所述叉状物支撑杆包括与分别根据图4A和4B中所示的第一和第二实

施例的叉状物托架的上部件30C和130C中所使用的H形杆相同的H形杆200。然而，为了允许

叉状物托架230及其上部件230C支撑的叉状物比由上部件30C和130C支撑的叉状物140A、

142A(图6中所示)更大，图4C中的H形杆已经旋转180度，使得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远离立

柱组件向外定位，以允许将较大的叉状物(例如，3级叉状物)安装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

上。适于安装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上的叉状物可以包括3级叉状物，其叉状物负载支撑

能力介于约5500磅至约10,000磅之间(ISO等级3  2501-4999kg)。

[0046] 加强杆250被焊接至H形杆200，并且邻近H形杆的靠近第一叉状物接收钩202的侧

部，以向H形杆200提供结构加强。在图4C所示的实施例中，加强杆2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

偏置。由于加强杆250相对于H形杆200竖直偏置，所以第一填角焊缝(图4C中未示出；类似于

图5所示的第一填角焊缝60)可以形成在加强杆250的侧表面250C和H形杆200的上角部200F

之间。此外，第二填角焊缝(图4C中未示出；类似于图5所示的第二填角焊缝62)可以形成在

加强杆250的底表面250B和H形杆200的下侧表面200G和/或角部200H之间，如图4C所示。H形

杆200也经由填角焊缝和槽焊缝而焊接至叉状物托架的第一竖直部件30A和第二竖直部件

30B。

[0047] 在如图4C所示的实施例中，加强杆250的高度H250为约63mm，宽度W250为约19mm。加

强杆250的宽度W250大于图4B中所示的第二实施例的加强杆150的宽度W150以及图4A中所示

的第一实施例的加强杆50的宽度W50。因而，加强杆250大于第二实施例的加强杆150和第一

实施例的加强杆50。更大的加强杆250以及更大的叉状物接收钩204允许叉状物托架250及

其上部件230C比第一和第二实施例的上部件30C和130C支撑更大的叉状物和更大的负载，

例如在所示的实施例中高达6500磅。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加强杆250基本上跨越H形杆200的

整个长度。

[0048] 此外，在制备期间，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中机加工多个槽口204A，以接收待安

装在第二叉状物接收钩204上的叉状物上的相应匹配结构(未示出)。

[0049] 保护罩30F被焊接至H形杆200和叉状物托架的第一侧向部件30A和第二侧部部件

30B，以向提升托架的上部件20C的柱塞120和122提供保护，该柱塞120和122位于保护罩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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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方。

[0050] 虽然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特定实施例，但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

易见的是，可以进行各种其它改变和修改，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实质。因此，本发明旨

在在随附权利要求中覆盖处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改变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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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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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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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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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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