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227343.X

(22)申请日 2019.02.20

(73)专利权人 浙江恒天凡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

道江陵路2028号星耀城2幢1401室

(72)发明人 邓国梁　杨正勇　占珣　张建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 33257

代理人 朱德宝

(51)Int.Cl.

B65G 35/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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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

输装置，包括模块运输机构、模块阵列机构和阵

列装车机构以及运输车，所述模块运输机构、模

块阵列机构和阵列装车机构相互依次连接，所述

运输车移动至阵列装车机构的一侧，所述模块运

输机构设置在靠近模块货架的位置上，所述货物

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运输机构，模块运输

机构将货物模块运送至模块阵列机构，之后模块

阵列机构将货物模块叠放组合成货物模块阵列

后转移至阵列装车机构内。本实用新型的托盘阵

列一次性传输装置，通过模块运输机构、模块阵

列机构和阵列装车机构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

将货物模块阵列后一次性装车，大大的增加了装

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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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阵列机构

(2)和阵列装车机构(3)以及运输车(4)，所述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阵列机构(2)和阵列装

车机构(3)相互依次连接，所述运输车(4)移动至阵列装车机构(3)的一侧，所述模块运输机

构(1)设置在靠近模块货架的位置上，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

运输机构(1)将货物模块运送至模块阵列机构(2)，之后模块阵列机构(2)将货物模块叠放

组合成货物模块阵列后转移至阵列装车机构(3)内，最后阵列装车机构(3)将货物模块阵列

装入到运输车(4)内，所述运输车(4)为货车，该运输车(4)的货斗的一侧为可打开结构，当

阵列装车机构(3)将货物模块阵列装入到运输车(4)内时，运输车(4)的货斗相对于阵列装

车机构(3)的一侧为打开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块运输机构

(1)包括运输轨道(11)和用于转移货物模块的运输组件(12)，所述运输轨道(11)一端延伸

至模块货架，另一端延伸至模块阵列机构(2)，所述运输组件(12)沿着运输轨道(11)滑移，

以将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阵列机构(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组件(12)包

括轨道车(121)和可上下升降的设置在轨道车上的放货板(122)，所述轨道车(121)设置在

运输轨道(11)上，其上侧设有呈竖直设置的升降架(123)，所述放货板(122)的一侧固定有

升降套(1221)，所述升降套(1221)可上下滑移的套在升降架(123)上，以使得放货板(122)

在轨道车(121)上上下升降，所述放货板(122)的上侧面可滑移的设置有叉杆(1222)，当货

物模块放置在放货板(122)上时，货物模块放置在叉杆(1222)上，并随着叉杆(1222)的滑移

而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块阵列

机构(2)包括阵列架(21)和设置在阵列架(21)上的传送带(22)，所述传送带(22)上设有放

货区和阵列区，所述放货区靠近模块运输机构(1)设置，所述模块运输机构(1)将货物模块

放置到放货区，所述传送带(22)将放货区的货物模块转移至阵列区阵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阵列装车机构

(3)包括装车架(31)和设置在装车架(31)上的装车平台(32)，所述装车架(31)上设有用于

驱动装车平台(32)上下升降的装车升降组件(6)和设置在装车平台(32)上的装车平移组件

(5)，当货物模块在传送带(22)上阵列完成构成货物模块阵列时，装车平移组件(5)抓取货

物模块阵列到装车平台(32)，之后装车平移组件(5)驱动货物模块阵列移动至运输车(4)的

货斗内，装车升降组件(6)驱动装车平台(32)下降将货物模块阵列放置到运输车(4)的货斗

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车升降组件

(6)包括若干个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缸体均固定在地面上，其推动杆的上端均与装车平台

(32)固定连接，以推动装车平台(32)进行上下升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车平移组件

(5)包括若干个固定杆(51)和与固定杆(51)数量一一对应的移动杆(52)，所述固定杆(51)

固定在装车平台(32)上，所述移动杆(52)可滑移的设置在固定杆(51)的上侧面上，所述移

动杆(52)与固定杆(51)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移动杆(52)在固定杆(51)上滑移的移动组件

(53)，所述移动组件(53)驱动移动杆(52)滑移伸入到货物模块阵列下方以抓取货物模块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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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后驱动移动杆(52)滑移伸入到运输车(4)的货斗内，以将货物模块阵列放置在货斗

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组件(53)包

括固定在固定杆(51)上侧面的移动齿条(531)和固定在移动杆(52)下侧面上的移动电机

(532)以及若干片滑移片(533)，所述移动齿条(531)沿着固定杆(51)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

移动电机(532)的转轴上同轴固定有移动齿轮(534)，所述移动齿轮(534)与移动齿条(531)

相啮合，所述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的相对两侧边上均开设有滑移槽(535)，若干片所述

滑移片(533)均呈“[”形，其两端分别可滑移的嵌入到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上的滑移槽

(535)内，以连接支撑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相邻的两个滑移片(533)之间通过相斥的

磁力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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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运输装置，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运输工作中，如何安全有效的提升运输效率是广大运输人员所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随着机械化技术的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运输方式从人工逐渐的转移到机械化上，而

运输的过程中，比较费时的便是将物品进行装车操作，目前大型模块型货物的装车方式，基

本都是通过人驾驶的叉车来实现的。

[0003] 虽然现有的通过叉车来进行装车的方式相比于纯手工的方式装车效率得到的极

大的提升，然而由于叉车本身运输能力的局限性，在其装车的过程中只能够通过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进行运输装车，同时在叉车将一个模块的货物移送到车辆上以后，还需要人在

车上对于货物进行摆放，如此货物才能够更好的进行装车，这样在叉车运输能力以及人摆

放能力的局限下，现在的装车运输效率还是存在不够高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装车效率高的托盘阵

列一次性传输装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

置，包括模块运输机构、模块阵列机构和阵列装车机构以及运输车，所述模块运输机构、模

块阵列机构和阵列装车机构相互依次连接，所述运输车移动至阵列装车机构的一侧，所述

模块运输机构设置在靠近模块货架的位置上，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运输机构，

模块运输机构将货物模块运送至模块阵列机构，之后模块阵列机构将货物模块叠放组合成

货物模块阵列后转移至阵列装车机构内，最后阵列装车机构将货物模块阵列装入到运输车

内，所述运输车为货车，该运输车的货斗的一侧为可打开结构，当阵列装车机构将货物模块

阵列装入到运输车内时，运输车的货斗相对于阵列装车机构的一侧为打开设置。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模块运输机构包括运输轨道和用于转移货物

模块的运输组件，所述运输轨道一端延伸至模块货架，另一端延伸至模块阵列机构，所述运

输组件沿着运输轨道滑移，以将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阵列机构。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运输组件包括轨道车和可上下升降的设置在

轨道车上的放货板，所述轨道车设置在运输轨道上，其上侧设有呈竖直设置的升降架，所述

放货板的一侧固定有升降套，所述升降套可上下滑移的套在升降架上，以使得放货板在轨

道车上上下升降，所述放货板的上侧面可滑移的设置有叉杆，当货物模块放置在放货板上

时，货物模块放置在叉杆上，并随着叉杆的滑移而移动。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模块阵列机构包括阵列架和设置在阵列架上

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上设有放货区和阵列区，所述放货区靠近模块运输机构设置，所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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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运输机构将货物模块放置到放货区，所述传送带将放货区的货物模块转移至阵列区阵

列。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阵列装车机构包括装车架和设置在装车架上

的装车平台，所述装车架上设有用于驱动装车平台上下升降的装车升降组件和设置在装车

平台上的装车平移组件，当货物模块在传送带上阵列完成构成货物模块阵列时，装车平移

组件抓取货物模块阵列到装车平台，之后装车平移组件驱动货物模块阵列移动至运输车的

货斗内，装车升降组件驱动装车平台下降将货物模块阵列放置到运输车的货斗内。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装车升降组件包括若干个液压缸，所述液压

缸的缸体均固定在地面上，其推动杆的上端均与装车平台固定连接，以推动装车平台进行

上下升降。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装车平移组件包括若干个固定杆和与固定杆

数量一一对应的移动杆，所述固定杆固定在装车平台上，所述移动杆可滑移的设置在固定

杆的上侧面上，所述移动杆与固定杆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移动杆在固定杆上滑移的移动组

件，所述移动组件驱动移动杆滑移伸入到货物模块阵列下方以抓取货物模块阵列，之后驱

动移动杆滑移伸入到运输车的货斗内，以将货物模块阵列放置在货斗内。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移动组件包括固定在固定杆上侧面的移动齿

条和固定在移动杆下侧面上的移动电机以及若干片滑移片，所述移动齿条沿着固定杆的长

度方向延伸，所述移动电机的转轴上同轴固定有移动齿轮，所述移动齿轮与移动齿条相啮

合，所述固定杆和移动杆的相对两侧边上均开设有滑移槽，若干片所述滑移片均呈“[”形，

其两端分别可滑移的嵌入到固定杆和移动杆上的滑移槽内，以连接支撑固定杆和移动杆，

相邻的两个滑移片之间通过相斥的磁力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通过模块运输机构和模块阵列机构的配合作用，便可将

现有技术中货架内的货物模块进行阵列形成货物模块阵列了，而通过阵列装车机构和侧开

门的运输车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将货物模块阵列进行一次性装车了，这在货物装车的

过程中，就不需要同现有技术中利用叉车进行装车的方式一样，需要将货物模块一个一个

的装车了，如此也不需要在装车以后还需要对于货物模块的位置进行调整，这样大大的增

加了现有技术中货物模块的装车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的模块运输机构的整体结构图；

[0016] 图3为图1中的模块阵列机构的整体结构图；

[0017] 图4为装车平移组件的整体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所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述。

[0019] 参照图1至4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托盘阵列一次性传输装置，包括模块运输机构

1、模块阵列机构2和阵列装车机构3以及运输车4，所述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阵列机构2和阵

列装车机构3相互依次连接，所述运输车4移动至阵列装车机构3的一侧，所述模块运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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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在靠近模块货架的位置上，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运输机

构1将货物模块运送至模块阵列机构  2，之后模块阵列机构2将货物模块叠放组合成货物模

块阵列后转移至阵列装车机构3内，最后阵列装车机构3将货物模块阵列装入到运输车4内，

所述运输车4  为货车，该运输车4的货斗的一侧为可打开结构，当阵列装车机构3将货物模

块阵列装入到运输车4内时，运输车4的货斗相对于阵列装车机构3的一侧为打开设置，在使

用本实施例的输送装置运输货物模块的过程中，首先将模块运输机构1  设置在货架旁边，

之后将模块阵列机构2设置在模块运输机构1旁边，再者将阵列装车机构3设置在模块阵列

机构2旁边，之后将运输车4开到阵列装车机构3旁边，并且打开相对阵列装车机构3一侧的

门，如此模块运输机构1就会将货架上的货物模块运输到模块阵列机构2内，然后模块阵列

机构2就会将多个货物模块进行阵列操作，在其上面形成货物模块阵列，之后通过阵列装车

机构3将形成的货物模块阵列从运输车4侧面直接进行装车，因而相比于现有技术中采用叉

车进行装车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实现一次性装车，不需要装车以后再对货物模块进行位置

调整了，如此极大的增加了货物模块的装车效率。

[0020]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模块运输机构1包括运输轨道11和用于转移

货物模块的运输组件12，所述运输轨道11一端延伸至模块货架，另一端延伸至模块阵列机

构2，所述运输组件12沿着运输轨道11滑移，以将货物模块从模块货架转移至模块阵列机构

2，通过运输轨道11和运输组件12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将货物模块从货架转移到模块阵列机

构2了。

[0021]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运输组件12包括轨道车121和可上下升降的

设置在轨道车上的放货板122，所述轨道车121设置在运输轨道11上，其上侧设有呈竖直设

置的升降架123，所述放货板122的一侧固定有升降套1221，所述升降套1221可上下滑移的

套在升降架123上，以使得放货板122在轨道车121上上下升降，所述放货板122的上侧面可

滑移的设置有叉杆1222，当货物模块放置在放货板122上时，货物模块放置在叉杆1222上，

并随着叉杆1222的滑移而移动，通过放货板122的设置，便可有效的供货物模块放置在其上

面，而通过轨道车121 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沿着运输轨道11移动，将货物模块放置在放

货板122上，然后运输到模块阵列机构2了，而通过叉杆1222的设置，则可有效的实现将货物

模块从货架上取下，然后放到模块阵列机构2内了，很好的实现了一个对于货物模块的转移

作用，供模块阵列机构2进行模块阵列了，其中本实施例的叉杆1222 的移动可以通过气缸

或是电机等方式来驱动实现。

[0022]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模块阵列机构2包括阵列架21和设置在阵列

架21上的传送带22，所述传送带22上设有放货区和阵列区，所述放货区靠近模块运输机构1

设置，所述模块运输机构1将货物模块放置到放货区，所述传送带22将放货区的货物模块转

移至阵列区阵列，通过传送带22的设置，便可简单有效的将放货区的货物模块转移到阵列

区内了，例如在模块运输机构1运送到一个货物模块到放货区的时候，传送带22不动，在模

块运输机构1运输另外一个货物模块到放货区与前面一个叠放起来的时候，传送带22运作，

将叠起来的货物模块转移到一个货物模块的距离后存放到阵列区内，如此下一次模块运输

机构1运送新的货物模块过来以后再进行一次叠放，如此有效的实现了一个将货物模块进

行阵列的效果了。

[0023]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阵列装车机构3包括装车架31和设置在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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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31上的装车平台32，所述装车架31上设有用于驱动装车平台32上下升降的装车升降组件

6和设置在装车平台32上的装车平移组件5，当货物模块在传送带22上阵列完成构成货物模

块阵列时，装车平移组件5抓取货物模块阵列到装车平台32，之后装车平移组件5驱动货物

模块阵列移动至运输车4的货斗内，装车升降组件6驱动装车平台32下降将货物模块阵列放

置到运输车4的货斗内，通过装车架31和装车平台32以及装车升降组件6和装车平移组件5

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一个整个货物模块阵列进行装车的效果，大大的增加了货物模块

的装车效率。

[002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装车升降组件6包括若干个液压缸，所述液压

缸的缸体均固定在地面上，其推动杆的上端均与装车平台32固定连接，以推动装车平台32

进行上下升降，通过液压缸的设置，便可简单有效的实现一个驱动装车平台32上下升降的

效果。

[0025]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装车平移组件5包括若干个固定杆51和与固

定杆51数量一一对应的移动杆52，所述固定杆51固定在装车平台32上，所述移动杆52可滑

移的设置在固定杆51的上侧面上，所述移动杆52与固定杆51之间设有用于驱动移动杆52在

固定杆51上滑移的移动组件53，所述移动组件53驱动移动杆52滑移伸入到货物模块阵列下

方以抓取货物模块阵列，之后驱动移动杆52滑移伸入到运输车4的货斗内，以将货物模块阵

列放置在货斗内，通过移动杆52、固定杆51和移动组件53的配合作用，便可有效的实现利用

移动组件53驱动移动杆52伸入到货物模块阵列下方，然后通过装车升降组件6的设置，便可

通过向上抬起的方式，将货物模块阵列放置在移动杆52上了，之后通过移动杆52 的移动作

用便可带着货物模块阵列进行移动了，如此有效的实现将货物模块阵列从模块阵列机构2

转移到运输车4内完成装车了。

[0026]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移动组件53包括固定在固定杆51上侧面的移

动齿条531和固定在移动杆52下侧面上的移动电机532以及若干片滑移片  533，所述移动齿

条531沿着固定杆51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移动电机532的转轴上同轴固定有移动齿轮534，

所述移动齿轮534与移动齿条531相啮合，所述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的相对两侧边上均开设

有滑移槽535，若干片所述滑移片533均呈“[”形，其两端分别可滑移的嵌入到固定杆51和移

动杆52上的滑移槽535内，以连接支撑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相邻的两个滑移片533之间通

过相斥的磁力连接，通过滑移槽535和滑移片533的配合作用，便可有效的将固定杆51和移

动杆  52相互之间可滑移连接了，并且本实施例中的滑移槽535采用两端封闭的方式，以此

避免移动杆52在固定杆51上滑移的时候出现滑脱的问题，而通过移动齿轮  534和移动齿条

531的设置，便可有效的通过移动电机532驱动移动齿轮534旋转的方式，来实现带着移动杆

52在固定杆51来回滑移了，而本实施例中的滑移片  533相邻之间的相斥的磁力连接方式，

便可相互之间设置一个同极性的磁铁便可实现，而通过这个方式，便可在移动杆52移动到

固定杆51中部的时候，移动杆  52和固定杆51上的滑移槽535相互重合，如此通过滑移片533

之间的相斥作用，便可将多个滑移片533均匀的分布在固定杆51和移动杆52之间，给予移动

杆52更多的支撑点结构，而在移动杆52从固定杆51上端部移出的时候，由于滑移槽535  两

端封闭的关系，滑移片533之间就会克服掉相斥的磁力相互堆叠，如此给予移动杆52从固定

杆51端部移出的时候，相对于货物模块阵列另一端更多的拉力，更多的连接点，避免因为货

物模块阵列的重力导致的移动杆52因为杠杆原理导致背向货物模块阵列一端翘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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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用相斥磁力的方式，滑移片533之间可以靠近至相互接触的情况，因而相比于采用弹簧

连接的方式，实现移动杆52 最大化的从固定杆51的端部移出。

[0027] 综上所述，通过模块运输机构1、模块阵列机构2和阵列装车机构3以及运输车4可

以实现一次性阵列装车的效果，大大的增加了装车效率。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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