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01144.1

(22)申请日 2012.08.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8139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09

(30)优先权数据

61/575,199 2011.08.15 US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280050690.0 2012.08.14

(73)专利权人 乔治·E·科查诺斯基

地址 美国俄亥俄州

(72)发明人 乔治·E·科查诺斯基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021

代理人 安辉

(51)Int.Cl.

B65D 90/00(2006.01)

E05B 83/10(2014.01)

E05D 3/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0985186 Y,2007.12.05,

CN 201023907 Y,2008.02.20,

审查员 李巍巍

 

(54)发明名称

货柜门总成

(57)摘要

本揭露提供一种铰链，一种货柜其包含该铰

链，及一种货柜其包含一锁定杆且可择地包含该

铰链。该铰链包含一锁定销，一第一翼片，一第二

翼片，及一第一铰链销会将该第一翼片枢接于该

第二翼片。该铰链更包含一对铰链凸耳各具有一

第一组表面会界定开孔等被一第二铰链销穿过，

且该对铰链凸耳的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会界定

一开孔被一锁定销可逆地通过。该锁定杆系安装

于该货柜的门，而该锁定杆包含一凸轮其能在一

使该凸轮可卡抵该凸轮定位物的第一预定位置

与一使该凸轮与该凸轮定位物释脱的第二预定

位置之间移动，且当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

能越过该货柜的端框及该凸轮定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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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货柜，包含：

一顶板结构；

一底板结构反向于该顶板结构；

侧壁结构介于该底板结构与顶板结构之间，各侧壁结构都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

而该内表面至少部分地界定该货柜的容积；

一端框与该顶板结构、该底板结构及侧壁结构接合，该端框具有一凸轮定位物；

一门以一铰链接合于该端框的角柱，其中该门能相对于该端框移动而移入该货柜的容

积内，该铰链具有一锁定销、一第一翼片、一第一铰链销、一第二铰链销、及一第二翼片，其

中该第一翼片固接于该角柱，该第二翼片具有：

一第一平坦部，该第一平坦部具有一第一端和一第二端，及

一第二平坦部，该第二平坦部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端垂直伸出，而该第一铰链销将

固接于该角柱的第一翼片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

一锁定杆安装于该门，其中该锁定杆包含一凸轮，该锁定杆能在一使该凸轮卡抵该凸

轮定位物的第一预定位置与一使该凸轮释脱于该凸轮定位物的第二预定位置之间移动，并

在当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越过该端框和该凸轮定位物；及

一对铰链凸耳，该对铰链凸耳从该第二平坦部伸出，该铰链凸耳各自具有一第一组表

面，该第一组表面界定开孔，该开孔被该第二铰链销穿过，

其中当该铰链凸耳被该锁定销锁定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在该第二铰链销上相对于

该对铰链凸耳枢转，以容许该门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外表面，并且

当该铰链凸耳释脱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和该第二翼片在该第一铰链销上枢转，以

容许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并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内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包含一轮子，该轮子设于该门与该底板结构之

间，用以在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支撑并导引该门。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锁定杆包含一第一部分及一第二部分，该第二

部分以一连接轴接合于该第一部分，而该第一部分与该第二部分在该第一预定位置与第二

预定位置之间相对于该连接轴套迭伸缩，以改变该锁定杆的长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货柜，其中该连接轴具有一多边形截面形状。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锁定杆具有一把手，且该锁定杆的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各具有一个该凸轮，而当该把手转动该锁定杆时，该凸轮卡抵及释脱安装于该货柜的

端框的凸轮定位物。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锁定杆具有一把手，且该锁定杆的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各具有一个该凸轮，而当该把手转动该锁定杆时，该凸轮卡抵及释脱安装于该货柜的

端框的凸轮定位物。

7.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还包含挡止物，该挡止物限制该锁定杆的移

动程度。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还包含挡止物，该挡止物限制该锁定杆的移动程

度。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还包含挡止物，该挡止物限制该锁定杆的移动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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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还包含挡止物，该挡止物限制该锁定杆的移动

程度。

11.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货柜，其中该门还包含挡止物，该挡止物限制该锁定杆的移动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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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柜门总成

[0001] 本申请是分案申请，其母案是申请日为2012年8月14日、名称为“货柜门总成”、申

请号为201280050690.0的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专利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揭露的实施例系有关一种货柜；更具言之，实施例系有关该货柜之一门总成。

背景技术

[0003] 货柜系供用于将货物由一个地方运输至另一个地方。货柜可经由许多不同的模式

来被运输，譬如海运、跌路运输、空运、和拖车(如牵引拖车)运输。

[0004] 为协助改良效率，货柜已被标准化。一种如此的标准化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所督

导，其可被称为“ISO”。该ISO会公布并维护用于货柜的标准。此等货柜的ISO标准会帮助使

每一货柜皆有类似的物理性质。该等物理性质之例可包括，但不限于：货柜的宽度、高度、深

度、基底、最大负载和形状等。

发明内容

[0005] 本揭露之一或多个实施例提共一种铰链具有一第一翼片；一第一铰链销；一第二

翼片具有一第一平坦部有一第一端和一第二端，及一第二平坦部会由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

端垂直延伸，其中该第一铰链销会将该第一翼片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并有一对

铰链凸耳由该第二平坦部伸出，该等铰链凸耳各具有一第一组表面会界定开孔等，一第二

铰链销会穿过它们，且该对铰链凸耳的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而一锁定销会

穿过它。

[0006] 该第二翼片的第二平坦部具有一第一主表面及一第二主表面相反于该第一主表

面，其中该对铰链凸耳会由该第二平坦部的第一主表面伸出。该第一翼片具有一第一主表

面及一第二主表面相反于该第一主表面，而在一第一预定位置时该第一翼片系垂直于该第

二翼片的第一平坦部，且该第一翼片的第一主表面系直接相对并平行于该第二平坦部的第

二主表面。该第一翼片具有一第一端及一第二端，且该第一铰链销会将该第一翼片的第一

端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该第二平坦部具有一端系远离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

端，且由该第二平坦部伸出的该对铰链凸耳具有一第一周缘，而该第二平坦部之该端与该

等铰链凸耳的第一周缘系在一共同平面中。

[0007] 本揭露的一或多个实施例更提供一种货柜，其包含一顶板结构；一底板结构反向

于该顶板结构；侧壁结构等介于该顶板结构与底板结构之间，各该侧板结构具有一外表面

和一内表面，而该内表面会至少部份地界定该货柜之一容积；一端框会与该顶板结构、底板

结构及侧壁结构等接合，而该端框具有一门槛，一门楣及角柱等在该门槛与该门楣之间；一

铰链设在各该角柱上，该铰链具有一第一翼片，一第一铰链销，及一第二翼片，其中该第一

翼片系固接于该角柱，该第二翼片具有一第一平坦部有一第一端和一第二端，及一第二平

坦部会由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端垂直延伸，而该第一铰链销会将固接于该角柱的第一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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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一对铰链凸耳会由该第二平坦部伸出，该等铰链凸耳各具

有一第一组表面会界定开孔等被一第二铰链销穿过，且该对凸耳的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会

界定一开孔被一锁定销穿过；一对座块固接于该端框而形成一插座，其会容纳并定置该第

二平坦部和该对铰连凸耳的至少一部份，该对座块的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

该锁定销可穿过它来锁定及释开该第二翼片与该货柜的角柱；及一门以该第二铰链销接合

于该对铰链凸耳，其中当该等铰链凸耳被锁定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会在该第二铰链销

上相对于该对铰链凸耳枢转，以容许该门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外表面，而当该等铰链凸

耳被释开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与该第二翼片会在该第一铰链销上枢转，以容许该门移

入该货柜的容积内并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内表面。

[0008] 该对座块包含一下座块及一上座块，且该对铰链凸耳包含一下铰链凸耳及一上铰

链凸耳，其中该下铰链凸耳定置于该下座块上，且该上座块具有该表面会界定该开孔可供

该锁定销穿过并再穿过该对铰链凸耳的开孔，而来锁定及释开该第二翼片与该货柜的角

柱。该下座块包含一第一表面其上定置该下铰链凸耳，一第二表面实质上垂直于该第一表

面，及一第三表面斜伸于该第一表面和第二表面之间，而当该第二翼片相对于该第一翼片

绕该第一铰链销枢转时，该下铰链凸耳会沿该第三表面移行。该上座块包含一第一表面，一

第二表面实质上垂直于该第一表面，及一第三表面会斜伸于该第一表面和第二表面之间，

而当该第二翼片相对于该第一翼片绕该第一铰链销枢转时，该第二平坦部会沿该第三表面

移行。

[0009] 各该下铰链凸耳和上铰链凸耳皆包含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可供该锁定销穿过，且

各该下座块和上座块皆包含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可供该锁定销穿过，而来锁定及释开该第

二翼片与该货柜的角柱。该端框可包含一锁定销移行挡止物用以限制该锁定销之一移行距

离。于不同的实施例中，该锁定销具有一表面会界定一结构，其上可供一工具被用来使该锁

定销移动。该锁定销会垂直于该第二铰链销之一旋转轴线来固定该铰链。该门可更包含一

轴及一轮，其中该轮系置设于该门与该底板结构之间，而可在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

用以支撑及导引该门。该等侧壁结构可包含一闩销，其中该闩销会卡扣并可释地固定邻近

该侧壁之内表面的门。

[0010] 一锁定杆系安装于该门，该锁定杆具有一第一部份及一第二部份以一连接轴接合

于该第一部份，其中该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会相对于该连接轴套迭伸缩来改变该锁定杆之

一长度。该连接轴可具有一多边形截面形状。该锁定杆具有一把手，且该锁定杆之该各第一

部份和第二部份皆具有一凸轮，而当该把手转动该锁定杆时，该凸轮会卡抵及释脱一安装

于该货柜之端框的凸轮定位物。当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该锁定杆会移行越过该端

框和凸轮定位物。该门更可包含挡止物等其会限制该锁定杆的移行程度。

[0011] 本揭露之一或多个实施例更提供一种货柜，其包含一顶板结构；一底板结构反向

于该顶板结构；侧壁结构等介于该底板结构和顶板结构之间，该各侧壁结构具有一外表面

及一内表面，而该内表面会至少部份地界定该货柜之一容积，一端框系与该顶板结构、底板

结构和侧壁结构等接合，该端框具有一凸轮定位物；一门接合于该端框，该门能相对于该端

框移动而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及一锁定杆安装于该门，该锁定杆包含一凸轮，其能在一该

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的第一预定位置与一该凸轮系与凸轮定位物释脱的第二预定位置

之间移动，并在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内时移动越过该端框与该凸轮定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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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该货柜的门可包含一锁定杆具有一把手及一凸轮，当该把手转动该锁定杆时该凸

轮能卡抵及释脱一安装于该货柜之端框的凸轮定位物；及一防摇晃支架会由该门之一周缘

伸离，该防摇晃支架在该凸轮与凸轮定位物卡抵时系紧邻该角柱。当该凸轮与凸轮定位物

卡抵时，该防摇晃支架可紧邻该铰链和该角柱。该防摇晃支架具有一第一表面系紧邻该铰

链的第二翼片，及一第二表面平行于该第一表面，当该凸轮与凸轮定位物卡抵时，其系紧邻

该角柱之一U形槽。该门可更包含一防摇晃块具有一凸片及一槽隙用以可释地容纳该凸片，

且该货柜包含一第一及第二个门，而该凸片会由该第一个门伸出，且该槽隙会由该第二个

门延伸，使得当该各第一个门和第二个门的凸轮与其各自的凸轮定位物卡抵时，该凸片会

完全地容置于该槽隙内。

[0013] 该货柜亦可包含一顶板结构，一底板结构反向于该顶板结构，侧板结构等介于该

底板结构与顶板结构之间，一端框具有一角柱，该端框会与该顶板结构、底板结构和侧壁结

构等接合，一门以一铰链接合于该角柱，该铰链具有一锁定销，一第一翼片，一第一铰链销，

一第二铰链销，及一第二翼片，其中该第一翼片系固接于该角柱，该第二翼片具有一第一平

坦部有一第一端和一第二端，及一第二平坦部会由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端垂直延伸，而该

第一铰链销会将固接于该角柱的第一翼片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一对铰链凸耳由

该第二平坦部伸出，该等铰链凸耳各具有一第一组表面会界定开孔等供该第二铰链销穿

过，当该等铰链凸耳被以该锁定销锁定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会相对于该对铰链凸耳在

该第二铰链销上枢转，以容许该门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外表面延伸，且当该等铰链凸耳释开

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和该第二翼片会在该第一铰链销上枢转，以容许该门移入该货柜

的容积内并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内表面延伸，及一防摇晃支架包含一第一凸耳，一第二凸耳

及一安装支架固接于该门，其中该第一凸耳和第二凸耳会由该安装支架以一共同方向延伸

而由该门之一周缘伸出。

[0014] 该铰链亦可包含一锁定销，一第一翼片，一第一铰链销，一第二翼片具有一第一平

坦部有一第一端和一第二端，及一第二平坦部会由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一端垂直延伸，而该

第一铰链销会将该第一翼片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一第二铰链销，及一对铰链凸

耳由该第二平坦部伸出，该等铰链凸耳各具有一第一组表面会界定开孔等被该第二铰链销

穿过，且该第一翼片和该第二翼片的第二平坦部各包含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被该锁定销可

逆地穿过。

[0015] 该货柜亦可包含一角柱具有一J形条及一U形槽，一H形块设于该角柱的该J形条与

U形槽之间，而该U形槽的边缘会靠抵该H形块，并有一铰链耦接于该角柱，其中该H形块的使

用会保护该铰链避免传经该角柱之力。

[0016] 本揭露的上述概要说明并无意要描述本揭露的每一所揭实施例或每个实例。以下

的描述会更详细地例示说明性实施例。遍及本案的一些地方，导引系藉由范例的列示来提

供，该等范例可被以不同的组合来使用。在各情况下，所引述的列示仅作为一代表性组群，

而不应被视为一排它性列示。

附图说明

[0017] 图1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货柜之一分解图。

[0018] 图2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货柜之一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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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A和3B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门总成之一立体图，其中锁定杆系在会使锁定杆的

凸轮与该凸轮定位物卡抵的第一预定位置(图3A)，及在会使锁定杆的凸轮与该凸轮定位物

释脱的第二预定位置(图3B)。

[0020] 图4提供依据本揭露的门总成之一立体图。

[0021] 图5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铰链之一立体图。

[0022] 图6提供依据本揭露的铰链固接于一货柜之一角柱之一平面图。

[0023] 图7提供依据本揭露的铰链固接于一货柜之一角柱之一平面图。

[0024] 图8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货柜之一立体图。

[0025] 图9A～9B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防摇晃支架之一立体图。

[0026] 图10A～10B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货柜门之一防摇晃块之一立体图。

[0027] 图11A～11B提供一依据本揭露的货柜门之铰链之一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货运容器(亦称为货柜，船运容器，通式容器及/或ISO容器等许多名称)能被以铁

路、航空、公路及/或水路来运输。货柜时常会被空载地运输。因为该货柜不论是否有装载货

物皆会占用相同的体积，故运送一空货柜的成本(财务上和环境上的)会等同于运送一满载

货柜的成本。例如，同一数目的货车(比如5辆)将会被需要用来输送同一数目的空货柜(比

如5个)。此外，货柜时常会在储存场所及/或运输中心处被空置。不论该货柜位在何处(是在

运送或存放)，一空货柜占用的体积并非被使用至其全部的潜能。

[0029] 一种对此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乃是一可反向折迭的货柜，如于此所述者。若有一可

反向折迭的货柜将可容许一“空”货柜被折迭成达到一比其完全伸展状态更小的体积。此藉

至少部份地折迭该货柜所获得的额外容积嗣可被用来容纳其它至少部份地折迭的货柜，而

可提供增多的容积以供用于不可折式(例如常规的)货柜及/或呈完全伸展状态的可折式货

柜。因此，例如，许多个(比如5个)可反向折迭的空货柜可被折合并堆栈成使一辆货车能够

输送该数目的空货柜。结果该等环境和费用的节省会被预期是可观的。

[0030] 于此所用之“一”，“一个”，“该”，“至少一个”及“一或多个”系可互换地使用。“及/

或”乙词系指所列示物品的一个，一或多个，或全部。以端点界述的数值范围包括所有包含

于该范围内的全部数目(例如1至5乃包括1，1.5，2，2.75，3，3.80，4，5等)。

[0031] 于此的图式会依照一编号的传统，其中该第一数字系对应于该图号，而其余的数

字会示别该图中之一组件。在不同图中之类似的组件可用类似的数字来示别。例如，366可

标示图3中的组件“66”，而在图4中之一类似的组件可被标示为466。要强调的是，该等图式

的目的是要举例说明，而丝毫无意要作为限制。于此的图式可能未按比例，且在该等图中的

组件之关系可能会被夸大。该等图式系被用来例示于此所述的概念性结构和方法。

[0032] 图1示出一依据本揭露之一或多个实施例的货柜100之一分解图。该货柜100包含

一底板结构102，一顶板结构104反向于该底板结构102，及一侧壁结构106会接合该底板结

构102和顶板结构104。该各侧壁结构106具有一外表面108及一内表面110，而该等侧壁结构

106的内表面110，该底板结构102及顶板结构104会至少部份地界定该货柜100之一容积

112。

[0033] 该侧壁结构106包含一侧壁板114，其系接合于一上侧轨条116与一底侧轨条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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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底板结构102包含底板120，其系附接于横贯构件122等(在图1中一部份的底板120已被移

除以示出该等横贯构件122)，而该等横贯构件122系接合于该等底侧轨条118。该底侧轨条

118可更包含堆高机叉口124等。

[0034] 该货柜100更包含一后壁126及一前壁128。该各后壁126和前壁128皆包含一端框

130会与该顶板结构104、底板结构102及侧壁结构106等接合。该端框130包含角柱132等，角

装配件134等，一头件136，及一门槛138。

[0035] 该后壁126包含一门总成140。该门总成140可包含一门142以铰链144等附接于该

后壁126的端框130。该后壁126的端框130包含该头件136，亦称为该门总成140的门楣146，

且该门槛138亦称为该门总成140之一门槛148。该等角柱132会延伸于该门槛148与该门楣

146之间并耦接它们。

[0036] 图1提供该门总成140之一实施例，其包含两个该门142，而各门142系被该等铰链

144附接于角柱132。各门142皆有一高度150及一宽度152可容许该门142配装在一由该后壁

126之端框130所界定的区域154内。该门142可更包含一垫片156环绕该门142之一周缘，以

协助提供该后壁126之外部的耐天候性。

[0037] 该门142包含一锁定杆158具有一凸轮160及一把手162。该锁定杆158可被以一承

支托架总成164安装于该门142，而该锁定杆158会在该承支托架总成164内转动并被其导引

以使该凸轮160与一凸轮定位物166卡抵及释脱。该凸轮定位物166系装在该端框130上，具

言之，该凸轮定位物166系装在该后壁126的端框130之门楣146和门槛148上。

[0038] 安装于该门142的锁定杆158能在一会使该凸轮160对准并能卡抵前述之凸轮定位

物166的第一预定位置与一第二预定位置之间移动。在该第二预定位置时该凸轮160系与该

凸轮定位物166释脱，并相对于该端框130具有一位置，其容许该凸轮160和该门142移动穿

过该区域154，并越过该端框130及该后壁126的凸轮定位物166，而进入该货柜100的容积

112内。换言之，在该第二预定位置时该锁定杆158的某些部份已被移动，如前所述，故可将

该凸轮160定位成紧邻该门142的表面，而使该门142能被打开进入该货柜100的容积112内。

如所述，打开该门142进入该货柜100的容积112内，除了要使该锁定杆158在该第二预定位

置以外，且要使用如后更完整详述之本揭露的铰链144才能达成。

[0039] 就不同的实施例而言，该第一预定位置系示于第图1中，其中该凸轮160与凸轮定

位物166系彼此相对置设，故该凸轮160能够卡抵及释脱设在该端框130上的凸轮定位物

166。图2提供一该凸轮260在相对于该凸轮定位物266的第二预定位置之至少一实施例的图

例。如图2中所示，该凸轮260已相对于该第一预定位置被置设成使该凸轮260不再对准俾能

卡抵及/或释脱该凸轮定位物266。该凸轮260亦相对于该端框230被置设成使该凸轮260在

该门242移入该货柜200的容积212内时能通过该端框230所界定的区域254，其中该容积212

可至少部份由该底板结构202，该顶板结构204，该侧壁结构206及该前壁228所界定(以截除

方式表示以协助更佳地示出该门242在该货柜200所界定的容积212内位置)。

[0040] 就不同的实施例而言，于该第一预定位置与第二预定位置之间移动该凸轮260可

被以许多不同方法来达成。例如，该锁定杆258可具有二或更多部份其能沿该锁定杆258之

一纵轴268套迭伸缩。该锁定杆258可包含一第一部份270及一第二部份272以一连接轴274

接合于该第一部份270。该第一部份270和第二部份272能相对于该连接轴274套迭伸缩，而

来改变该锁定杆258之一长度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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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例如，该第一部份270和第二部份272能在该第一预定位置与第二预定位置之间沿

该连接轴274移动。如所示，该连接轴274能被以该承支托架总成264与一防摇晃环278之一

组合定位固持于该门242上。在不同的实施例中，该防摇晃环278可在该承支托架总成264的

任一端被接合于该连接轴274，以使该轴274能藉转动把手262而在该承支托架总成264内转

动，但不能相对于该底板结构202及/或顶板结构204而垂直地通过该承支托架总成(例如，

该连接轴274并不能相对于该承支托架总成264向上及/或向下移动)，因有该防摇晃环278

存在。

[0042] 现请参阅图3A和3B，其系示出该门总成340而该等锁定杆358是在该第一预定位置

(例如该凸轮360会对准并卡抵该凸轮定位物366，如图3A中所示)及该第二预定位置(例如

该凸轮360会与该凸轮定位物366释脱，并相对于该端框330具有一位置其容许该凸轮360和

门342移入该货柜300的容积内，如图3B中所示)。如所示，该门总成340包含门342、铰链344、

门楣346、门槛348、锁定杆358、凸轮360、把手362、承支托架总成364及凸轮定位物366等，如

前所述。在图3A和3B中所示的实施例亦包含该各第一部份370和第二部份372，其中该各部

份370和372皆包含一插座386用以承纳该连接轴374的至少一部份。于不同实施例中，当该

锁定杆358在如图3A中所示的第一预定位置与图3B中所示的第二预定位置之间套迭伸缩来

改变该锁定杆358的长度时，该各第一部份370和第二部份372会沿循并穿过该插座386而能

相对于该连接轴374移动。

[0043]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插座386及连接轴374可具有一截面形状其不容许该连接轴

374，该第一部份370及/或第二部份彼此相对旋转至任何显著程度。此等截面形状可包含但

不限于：非圆形截面形状如卵形、椭圆形，或多边形如三角形、方形、矩形，或更多边形如五

边形、六边形等。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连接轴374可更包含一如前所述的承支托架总成，以供

该连接轴374在其中转动并能提供它在相对于该第一和第二部份370和372之位置时的支

撑。于不同实施例中，其系可能该插座386亦可包含一轴套被设在该连接轴374与该各第一

和第二部份370和372之间。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轴套可由一聚合物制成，譬如聚四氟乙烯。

[0044]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一部份370和第二部份372可被以该承支托架总成364与该

防摇晃环378之一组合来安装于该门342。例如，各该第一部份370和第二部份372可具有承

支托架总成364及该防摇晃环378接合于各该部份370和372，其容许该等部份370和372能藉

转动该把手362而在该承支托架总成364内旋转。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二部份372可包含该

把手362。于不同实施例中，该门342更包含一扣持板388及扣持掣390，用以对抵该门342来

容纳且可释地固定该把手362。

[0045] 如所示在该锁定杆358之该各第一部份370和第二部份372上的防摇晃环378系被

设在该连接轴374的承支托架总成364与该各部份370和372的承支托架总成364之间。此构

造可容许各该第一部份370及/或第二部份372相对于该底板结构和顶板结构，而在所述的

第一预定位置(图3A)与第二预定位置(图3B)之间套迭伸缩。于不同实施例中，该防摇晃环

378亦可作用如同挡止物，其会限制该锁定杆358之第一和第二部份370和372的移行程度。

[0046] 该锁定杆358亦可包含一调整构件380其能可释地接合该锁定杆358之该第一部份

370和第二部份372。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调整构件380包含一第一端382与一第二端383，具

有平面等会界定一第一开孔387邻近该第一端382，及一第二开孔389介于该调整构件380的

第一开孔387与该第二端283之间。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调整构件380可为不能释离但可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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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或邻近该第一端382处附接于该第一部份370。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一和第二开孔

387和389嗣可在该第一预定位置(见图3A)及/或第二预定位置(见图3B)之任一者时，被用

来可释地耦接该锁定杆358的第一和第二部份370和372。

[0047] 该调整构件380可为一锻造的金属杆，其系被一毂座托架392不可释离但可枢转地

附接于该第一部份370。该调整构件380亦可为一铸造或机制的金属杆，其系被一毂座托架

392不可释离但可枢转地附接于该第一部份370。一铆钉能被用来将该调整构件380耦接于

该毂座托架392。该第二部份372亦可包含一安装托架394，其能容纳并可释地耦接该调整构

件380。该安装托架394可包含一销或一轴，其上方可被置设该调整构件380上的第一开孔

387或第二开孔389之任一者。于不同实施例中，该安装托架394上的销或轴可具有一表面，

其会界定一贯穿该销或轴的孔。贯穿该销或轴的孔可被设成使当该第一开孔387或第二开

孔389之任一者位于该销或轴上方时，该孔能可释地容纳一R形销或R形夹。当定位时，该R形

销或R形夹能固定该调整构件380，以使该锁定杆358保持刚性(例如沿该锁定杆358的纵轴

之刚性)。在其第一预定位置的锁定杆358能执行一防摇晃功能，如该技术中所习知。假使需

要，除了R形销或R形夹以外的结构物亦可被用来将该调整构件380可释地固定于该第一部

份370与第二部份372之间。

[0048] 该调整构件380亦能被用来使该锁定杆358的第一部份370套迭伸缩(例如移动)于

该第一预定位置与第二预定位置之间。同样地，该把手362可被用来使该锁定杆358的第二

部份372套迭伸缩(例如移动)于该第一预定位置与第二预定位置之间。

[0049] 现请参阅图4，其系示出本揭露的门总成440之一实施例。如所示，只有一门442被

示出，俾能更佳地图示如下实施例。该门总成440包含如同图1至3B中所述的部件。于不同实

施例中，图4中所示的门442更包含一轮子496设在该门442与该底板结构402之间。于不同实

施例中，一个以上的轮子496可与该门442一起被使用(例如二个轮子496，三个轮子496等，

能被与该门442一起使用)。

[0050] 该轮子496能在该门442移入该货柜400的容积412内时协助支撑该门的重量并导

引它。该轮子496包含一轮轴498，该轮子496会在其上转动。该轮轴498可被固定于该轮子

496，而该轮轴498系被一纳装于该门442结构物内的托架所支撑并会在其上转动。或者，该

轮轴498可被固定于该门442，而该轮子496包含一轴承或轴套可容许该轮子496绕该轴498

旋转。

[0051] 现请参阅图5，其系示出依据本揭露之不同实施例的铰链544之一实施例。如所示，

该铰链544包含一第一翼片501和一第二翼片503，而该第一翼片501与第二翼片503系被一

第一铰链销505枢接。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二翼片503包含一第一平坦部507具有一第一端

509和一第二端511，及一第二平坦部513会由该第一平坦部507的第一端509垂直延伸。该第

一铰链销505会将该第一翼片501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507的第二端511。如所示，该第二翼

片503之第一平坦部507的一部份会穿过一界定于该第一翼片501中的开孔，故可容许该第

二翼片503之第一平坦部507的第二端511能枢接于该第一铰链销505及该第一翼片501。

[0052] 该铰链544亦包含一对铰链凸耳515，其会由该第二翼片503的第二平坦部513伸

出。该各铰链凸耳515具有一第一组表面517会界定开孔519，有一第二铰链销521会穿过它。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对铰链凸耳515的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523会界定一开孔525，有一锁定

销527会穿过它。该锁定销527能可逆地穿过该开孔525，其中在一第一位置使该锁定销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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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置于该开孔525外部时，该第二翼片503系相对于该第一翼片501释脱的；且当该锁定销

527至少部份地或完全地被置设穿过该开孔525时，该第二翼片503系相对于第一翼片501锁

定的。

[0053] 该第二翼片503的第二平坦部513包含一第一主表面529及一第二主表面531相反

于该第一主表面529。该对铰链凸耳515会由该第二平坦部513的第一主表面529伸出。该第

一翼片501具有一第一主表面533及一第二主表面535相反于该第一主表面533。在一预定位

置时，该第一翼片501系垂直于该第二翼片503的第一平坦部507，且第一翼片501的第一主

表面533系直接相对并平行于该第二平坦部513的第二主表面531。如将会更完整地详述，该

第一预定位置能发生而使该第一翼片501附接于该货柜之一角柱，且该铰链544的第二翼片

503会置抵(例如邻近于并至少部份接触)该角柱。

[0054] 该第一翼片501具有一第一端537及一第二端539，且该第一铰链销505会将该第一

翼片501的第一端537枢接于该第二翼片503之第一平坦部507的第二端511。该第二平坦部

513具有一端543系远离于该第一平坦部507的第一端509，且该对由第二平坦部513伸出的

铰链凸耳515具有一第一周缘545，而该第二平坦部513的该端543和该等铰链凸耳515的第

一周缘545位在一共同平面中。

[0055] 现请参阅图6，其中示出依据本揭露的铰链644之一顶视图，其已被装在一货柜600

之一角柱632上。于不同实施例中，只有该货柜600的一部份被示于图6中以容许更佳地看出

并了解该铰链644的操作。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货柜600的角柱632系由一“J”形条647与一

“U”形槽649所形成，而该J形条647和U形槽649系焊接在一起来形成该货柜600的角柱632。

一U形槽649亦被称为一“内柱”。

[0056] 如所示，该第一翼片601系由接于该U形槽649的一部份。该第一翼片601可被以一

焊接(例如弧焊)制法固接于该U形槽的该部份。该第二翼片603(被示于图6中的多个位置，

因该第二翼片603会绕该第一铰链销605枢转)系可绕该第一铰链销605自由枢转。在图6中

所示之第二翼片603的移行路径651系进入该货柜600的容积612中(部份地由该货柜600的

侧壁结构606之内表面610所界定)。

[0057] 现请参阅图7，其系示出沿图6中的截线7-7所见之该货柜上的铰链744于该第一预

定位置(如图5中所示)。图7中所示的实施例亦包含该锁定销727和第二铰链销721，如图5中

所示。如所示，该第二翼片703包含铰链凸耳715等由该第二平坦部713伸出，且该等铰链凸

耳715包含该第一组的表面717会界定开孔719等，而该第二铰链销721会穿孔它们定置其

中。如将于此更完整地论述，该货柜的门会绕第二铰链销721枢转(例如摆动)。该等铰链凸

耳715亦包含该等表面723会界定该等开孔725，以供该锁定销727穿过。

[0058] 图7亦示出该铰链744具有一对座块755固接于该货柜的端框730(其只有一部份被

示出)来形成一插座757以容纳并定置该第二平坦部713及该对铰链凸耳715的至少一部份。

如所示，该端框730的U形槽749会协助形成该插座757的一部份份。该J形条747的一部份系

被移除，俾可造成一容积以供该第二翼片703纳置其中，并可容许该铰链744枢转而使该门

能摆向该侧壁结构(一特征构件其会在此更完整地示出并论述)的内表面。该对座块755的

至少一者具有一表面759会界定一开孔761可供该锁定销727移行通过来将该第二翼片703

锁定及释脱于该货柜的角柱。如所述，该锁定销727可反向地移行来将该第二翼片703锁定

及释脱于该货柜的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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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该门系以该第二铰链销721接合于该对铰链凸耳715，如图所示，其中当该等铰链

凸耳715被锁定于该货柜的角柱时，该门会在该第二铰链销721上相对于该对铰链凸耳715

枢转。此可容许该门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内表面。此外，当该等铰链凸耳715释脱于该货

柜的角柱时，该门和第二翼片703能在该第一铰链销上枢转，以容许该门移入该货柜的容积

内，并延伸邻近该侧壁结构的内表面。此等实施例将会被示出并进一步论述于后。

[0060] 该对座块755可包含一下座块763及一上座块765。该对铰链凸耳715包含一下铰链

凸耳767及一上铰链凸耳769。该下铰链凸耳767能可释离地定置，或贴置，于该下座块763

上。该上座块765可具有该表面759会界定该开孔761以供该锁定销727通过，而来穿过该铰

链凸耳769的开孔725，俾将该第二翼片703锁定及释脱于该货柜的角柱。该下铰链凸耳767

亦可包含一表面795会界定一开孔797以供该锁定销727移行穿过。该各下座块763和上座块

765亦包含一表面会界定一开孔可供该锁定销727穿过，而来将该第二翼片703锁定及释脱

于该货柜的角柱(就本例言，该锁定销727会有足够的长度来移行穿过该铰链凸耳769的开

孔723及在该下铰链凸耳767和下座块763中的开孔797，以将该第二翼片703锁定及释脱于

该货柜的角柱)。

[0061] 如图7中所示，该下座块763可包含一第一表面771其上可供该下铰链凸耳767定置

或贴置，一第二表面773实质上垂直于该第一表面771，及一第三表面775斜伸于该下座块

763的第一表面771和第二表面773之间。当该第二翼片703绕该第一铰链销相对于第一翼片

枢转时，该下铰链凸耳767会沿该第三表面775移行。该上座块765包含一第一表面777，一第

二表面779实质上垂直于该第一表面777，及一第三表面781会斜伸于该第一表面777和第二

表面779之间，而当该第二翼片703绕该第一铰链销相对于第一翼片枢转时，该上铰链凸耳

769可沿该第三表面781移行。

[0062]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端框亦可包含一锁定销移行挡止物785用以限制该锁定销727

之一移行距离。于不同实施例中，该锁定销727亦可包含一表面793会界定一结构，其上或其

内可供一工具被用来促使该锁定销移行。例如，该结构可为一形成于该锁定销727中的缺口

或凹槽，而能适容一撬条或其它的撬移工具，其将可协助移动该锁定销727。该锁定销727能

垂直于该第二铰链销721之一旋转轴线791地固定该铰链744。

[0063] 现请参阅图8，其系示出本揭露的货柜800之一实施例，其中该门842之一系被置于

该货柜800的容积812内，且另一个门842系沿该侧壁结构806的外表面808设置。如所示，该

货柜800包含该顶板结构804，底板结构802反向于该顶板结构804，及侧壁结构806等在该底

板结构802与顶板结构804之间，如前所述。各该侧壁结构806具有该外表面808和内表面

810，而该内表面810会至少部份地界定该货柜800的容积812。

[0064] 该货柜800包含该端框830会与该顶板结构804、底板结构802及侧壁结构806等接

合，而该端框830具有该门槛848、门楣846，及角柱832等介于该门槛848与门楣846之间。该

门总成840亦包含该铰链844设在各角柱832上，而该铰链系如前所述。该铰链844的第一翼

片系固接于该角柱832。该第一铰链销805会将固定于角柱832的第一翼片枢接于第二翼片

803之第一平坦部的第二端，如前所述。

[0065] 该锁定销827能穿过该对铰链凸耳的至少一者，其具有该表面会界定开孔等被该

铰链销穿过。该货柜800更包含该对座块855，如前所述，固接于该端框830来形成该插座

857，其会容纳并定置该铰链844的铰链凸耳。如所述，当该铰链844定置于该座块855上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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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插座857中时，该锁定销827能够移行(例如被向上及/或向下移动)来将该铰链844的第二

翼片锁定及释脱于该货柜800的角柱832。

[0066] 该货柜800更包含门842，其系以该第二铰链销接合于该铰链844的该对铰链凸耳。

当该等铰链凸耳锁定于该货柜800的角柱832时，该门842会在该第二铰链销上相对于该对

铰链凸耳枢转，而可容许该门842能邻近该侧壁结构806的外表面808延伸。当该等铰链凸耳

释脱于该货柜800的角柱832时，该门842和该铰链844的第二翼片亦能在该第一铰链销上枢

转，而可容许该门842移入该货柜800的容积812内，并邻近该侧壁结构806的内表面810延

伸。此二实施例皆被示于图8中。

[0067] 该货柜800的侧壁结构806可更包含一闩销8100，而该闩销8100能被用来卡扣并可

释地固持邻近该侧壁结构806之内表面810的门842。该门842亦被示出具有该锁定杆858，如

前所述，安装于该门842上。如图8中所示，该锁定杆858系被示出当该门842沿该侧壁结构

806的外表面808定位时会在该第一预定位置，而当该门842被置于该货柜800的容积812内

时会在该第二预定位置。

[0068] 当在一船及/或车辆上时，货柜会被曝露于各种的力。例如在一船上它们会被曝露

于六个自由度的运动：翻滚、抛投、下沈、摇摆、起伏、及偏转。这些运动会施加横向摇晃力于

该货柜上，尤其当它们系在一堆栈状态时(例如满载的货柜十个迭高)。此等横向摇晃力会

作用来扭曲该货柜的壁板和端框。

[0069] 现请参阅图9A和9B，其中示出一防摇晃支架9102可被与该货柜的门9024一起使用

(会被更完整示出)。该防摇晃支架9102包含一第一凸耳9104和一第二凸耳9106，两者皆以

一共同方向由一安装支架9108伸出。该安装支架9108可具有一伸长构形及一方形或矩形的

截面形状(如所示)。该安装支架9108可被焊接及/或固接(例如以螺栓或螺丝锁固)于该货

柜的门9024(例如在一如图9B中所示的内表面)来安装该防摇晃支架9102，而使该防摇晃支

架9102的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会由该货柜的门9024之一周缘9109伸出。

[0070] 该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各具有一第一表面9110会相对于一第二表面

9114界定一凹部9112。该各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的第一表面9110与第二表面9114

可为互相平行。当安装于该货柜的门9024时，该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的凹部9112

能容纳并跨置于此提供的铰链9044之第二翼片9003的至少一部份，于当该门系在一关闭

及/或锁定(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位置时。该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的第一

表面9110当该门系在一关闭及/或锁定(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位置时，亦可直接相

邻于(例如没有中介结构物)及/或实体接触该铰链之第二翼片9003的至少一部份。同样地，

当该门系在一关闭及/或锁定(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位置时，该第一凸耳9104和第

二凸耳9106的第二表面9114亦能直接相邻于及/或实体接触该货柜的角柱9032之U形槽

9049。结果，当该凸轮卡抵凸轮定位物时，该防摇晃9102能直接紧邻于及/或接触该铰链

9044与角柱9032两者。

[0071] 该各第一凸耳9104和第二凸耳9106亦包含一第三表面9116，其会延伸于该第一表

面9114和第二表面9110之间。该第三表面9116会协助来界定该凹部9112。当该门9024在一

关闭及/或锁定(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位置时，该第三表面9116亦能直接紧邻于及/

或实体接触该铰链9044之第二翼片9003的至少一部份。

[0072] 一个该防摇晃支架9102可相对于每一铰链9044(例如每一铰链有一个防摇晃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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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被安装于该货柜的门9024。当该货柜的门9024被关闭并锁定时(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

定位物)，该防摇晃支架9102能协助来阻碍该货柜的横向摇晃。例如，该防摇晃支架9102能

在摇晃时与该U形槽9049接触，而来协助该门9024保持平行于该等角柱的平面。该防摇晃支

架9102亦能在该货柜的门9024关闭并锁定时(门的凸轮卡抵该凸轮定位物)，协助来最小化

该门之铰链9044上的机械应力。此被达成之一方式系使该防摇晃支架9102与该铰链9044

(例如该第二翼片9003)接触，并使该铰链9044压抵该U形槽9049，俾使该铰链9044能保持在

其无摇晃情况下的同样相对位置。

[0073] 使用该防摇晃支架9102于该门9024上，如上所述，可协助来限制该货柜的摇晃力

冲击。当在其关闭并锁定状态时，该防摇晃支架9102和锁定杆等会在摇晃情况下来协助维

持该门9024的相对垂直位置(例如对抗该等外摇晃力维持其矩形形状)。当摇晃发生时，该

防摇晃支架9102能提供一“结点”，透过它该摇晃力(例如横向力)能被传经该门9024。此等

摇晃力能藉由相邻的门上之该防摇晃支架9102及/或通过该凸轮、凸轮定位物和该货柜之

端框的锁定杆等来被吸收。使用该防摇晃支架9102配合本揭露的铰链和货柜，可使一如所

提供的货柜能符合ISO  1496(第五版1990-08-15)及其修正条款的要求。

[0074] 现请参阅图10A和10B，其系示出一门的实施例(当由该货柜的“内部”所见)，且邻

设于该铰链10044的防摇晃支架10102被安装于该角柱10032。图10A和10B亦提供一防摇晃

块10120安装于门10042-1和10042-2之一图例。该防摇晃块10120包含一凸片10122及一槽

隙10124能可释地容纳该凸片10122。如所示，该凸片10122会由第一个门10042-1伸出，且该

槽隙10124会由第二个门10042-2延伸，而使该凸片10122在该各第一个门10042-1和第二个

门10042-2的该凸轮10060卡抵其各自的凸轮定位物时能定置于该槽隙10124内(例如完全

套入该槽隙10124内)。

[0075] 该防摇晃块10120会协助来限制该货柜之摇晃力的冲击。该防摇晃块10120亦会在

横向摇晃时协助来维持该货柜的端框及门的垂直对称性。如所示，该防摇晃块10120能传送

在水平和垂直平面中的力(例如经由该槽隙10124的全部三个侧边)。此会协助使该二门

10042-1和10042-2保持在一共同平面中，并可在横向摇晃时协助保持该货柜的端框及门的

垂直对称性。此亦可协助使该二门(10042-1和100472-2)形如一大结构物，而非二个独立的

结构物。

[0076] 故，该防摇晃块10120配合该防摇晃支架10102及该等锁定杆一起使用，可在摇晃

情况下协助保持该二门10042-1和10042-2的相对对称位置(例如对抗该外摇晃力来维持其

矩形形状)。例如，当摇晃发生时，该防摇晃支架10102和防摇晃块10120能提供“结点”，透过

它们摇晃力(例如横向力)能被传经门10042-1和10042-2。此等摇晃力能藉由相邻门上的防

摇晃支架10102及/或通过该凸轮、凸轮定位物和该货柜之端框的锁定杆等来被吸收。

[0077] 现请参阅图11A～11B，其系示出本揭露的铰链11044和角柱11032之一另外实施

例。图11A示出本揭露的角柱11032，一“H”形块11130及该铰链11044之一部份分解图。如所

示，该H形块11130可被置设于该角柱11032的J形条11047和该U形槽11049之间。该H形块

11130可被固接(例如焊接)于该角柱11032。具言之，该H形块11130可被焊接于该角柱11032

的J形条11047。为适配该H形块11130，部份的U形槽11049会被移除，而该U形槽11049的边缘

能紧抵，且若需要，可被焊接于该H形块11130。位在该角柱11032之顶部和底部的H形块

11130亦可被直接焊接于顶部和底部的角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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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当该铰链11044被固定于该U形槽11049时，如前所述，该H形块11130能协助保护该

铰链11044避免传经该角柱11032之力(例如堆栈力)。具言之，该H形块11130能在该铰链

11044附近协助传送该等力。该H形块11130亦可作为该铰链11044之一座块(例如该铰链

11044可贴抵在该H形块11130一端的开孔中，且该H形块11130的另一端会提供一开放空间，

以供用于一如前所述的锁定销11138)。因此，该H形块11130能协助来保护该锁定销11138和

该铰链11044。该H形块11130亦包含凹槽11132等会由该“H”形的脚伸入，而此等凹槽11132

会协助释除当该货柜堆栈时所形成的应力(由有限组件分析模式认证)。

[0079] 该U形槽11049和H形块11130亦皆包含一表面11134其会界定一孔11136贯穿该U形

槽11049和H形块11130。该孔11136的尺寸系可容纳并供一锁定销11138的至少一部份可释

地穿过。该锁定销11138系用来将该铰链11044的第二翼片11003可释地锁定于该角柱11032

和H形块11130。该锁定销11138系由该货柜的内部操作。

[0080]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锁定销11138可被设成穿过该孔11136，而来将该铰链11044的

第二翼片11003可释地锁定于该角柱11032和H形块11130，及由该孔11136移除而来将该铰

链11044的第二翼片11003由该角柱11032和H形块11130释脱。具言之，该锁定销11138能被

由该孔11136缩回，而使该铰链11044的第二翼片11003由该角柱11032和H形块11130释脱。

一旦释脱后，该第二翼片11003能绕该第一铰链销11005旋转。欲将该第二翼片11003锁定于

该角柱11032和H形块11130时，该锁定销11138要对准并再插入穿过该角柱11032及H形块

11130的孔11136。如所述，该第一翼片11001能被以一焊接(例如弧焊)制法来固接于部份的

该U形槽11049和该H形块11130。

[0081] 图11B提供该铰链11044之一分解图。如所示，该铰链11044包含该第一翼片11001

和第二翼片11003，其中该第一翼片11001和第二翼片11003系被该第一铰链销11005枢接。

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二翼片11003包含该第一平坦部11007具有该第一端11009和第二端

11011，及该第二平坦部11013会由该第一平坦部11007的第一端11009垂直延伸。该第一铰

链销11005会将该第一翼片11001枢接于该第一平坦部11007的第二端11011。如所示，该第

二翼片11003之第一平坦部11007的一部份会穿过一界定于该第一翼片11001中的开孔，而

可容许该第二翼片11003之第一平坦部11007的第二端11011枢接于该第一铰链销11005和

第一翼片11001。

[0082] 该铰链11044亦包含一对铰链凸耳11015会由该第二翼片11003的第二平坦部

11013伸出。该各铰链凸耳11015皆具有一第一组的表面11017会界定开孔11019等可供该第

二铰链销11021通过。于不同实施例中，该第一翼片11001和第二翼片11003的第二平坦部

11013包含一表面11140会界定一开孔11142以供该锁定销11138可逆地穿过。

[0083] 该第二翼片11003的第二平坦部11013包含该第一主表面11029及该第二主表面

11031相反于该第一主表面11029。该对铰链凸耳11015会由该第二平坦部11013的第一主表

面11029伸出。该第一翼片11001具有该第一主表面11033及该第二主表面11035相反于该第

一主表面11033。在一第一预定位置时，该第一翼片11001系垂直于该第二翼片11003的第一

平坦部11007，且该第一翼片11001的第一主表面11033系直接相对并平行于该第二平坦部

11013的第二主表面11031。如所述，该第一预定位置能发生而使该第一翼片11001附接于该

货柜的角柱11032，且该铰链11044的第二翼片11003会被置抵(例如邻近于并至少部份接

触)该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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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该第一翼片11001具有一第一端11037及一第二端11039。该第一铰链销11005会将

该第一翼片11001的第一端11037枢接于该第二翼片11003之第一平坦部11007的第二端

11011。该第二平坦部11013具有一端11043系远离于该第一平坦部11007的第一端11009，且

由该第二平坦部11013伸出的该对铰链凸耳11015具有一第一周缘11045，而该第二平坦部

11013的该端11043与该等铰链凸耳11015之该第一周缘11045系在一共同平面中。

[0085] 该铰链11044更包含一支块11150。支块包含一表面11152会界定一开孔11154。支

块11150可被置抵于该第二翼片11003的第二平坦部11013，而该开孔11154会与该锁定销

11138通过的开孔11142同心地对准。支块11150可被焊接于该第二翼片11003的第二平坦部

11013。支块11150亦可被倒角斜削俾容许该货柜的门能不受阻地摆动。

[0086] 于不同实施例中，所提供的货柜之部件可由适当的材料形成，并构建成能符合ISO

标准1496-1(第五版1990-8-15)及其修正条款，其内容系并此附送。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货

柜的部件可由钢形成。此等钢之例包括但不限于：“耐天候钢”如在标准BS  EN  10025-5：

2004中所具述者，其亦被称为CORTEN钢。于不同实施例中，该货柜的底板可由铺板木材或合

板所制成。

[0087] 虽特定的范例已被示出及描述于上，但精习于该技术者将可了解，一被设计来达

到相同结果的装置亦可取代所示的特定范例。本揭露系欲予涵盖本揭露之一或多个范例的

修正或变化。应请了解以上描述系以一说明方式而非限制性者来被完成。上述范例及未被

详述之其它范例的组合，将可被精习于该技术者参阅上述说明后轻易得知。例如，本揭露的

门总成可被用在该货柜的两端处。本揭露之一或多个范例的范围包含其它的用途，其中上

述的结构和方法会被使用。因此，本揭露之一或多个范例的范围应要参照所附申请专利范

围以及该等申请专利范围所含括之等效物的全部范围来决定。

[0088] 在详细说明中，为了揭露流畅的目的某些特征会被一起群组于单一实施例中。此

揭露的方法并非要被视为反映一用意，指本揭露所揭的范例必须使用比明述于各申请专利

范围项中更多的特征。而是，如下申请专利范围系反映，发明的标的内容系在少于单一所揭

实施例的全部特征中。故，以下申请专利范围系被并入该详细说明中，而每一申请专利范围

各自独立如一分开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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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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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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