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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

输车包括车体；位于车体顶部安装铁轨，铁轨两

端分别安装有固定于车体上的提钩机，位于车体

底部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于两辆AGV运输车连接的

车钩组件；车体底部设置至少两组转向架；车钩

组件为沙库车钩；位于沙库车钩一端的上下两侧

均安装一个距离传感器；转向架包括框架，设置

于框架两端的主梁和安装于框架几何中心位置

的顶升装置；主梁两端分别与车轮轴承连接，主

梁中部安装有分别与两个车轮连接的牵引杆；牵

引杆与转向电机动力连接；距离传感器、顶升装

置和转向电机均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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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位于所述车体顶部安

装铁轨，铁轨两端分别安装有固定于车体上的提钩机，位于所述车体底部的两端均设置有

用于两辆AGV运输车连接的车钩组件；所述车体底部设置至少两组转向架；

所述车钩组件为沙库车钩；位于沙库车钩一端的上下两侧均安装一个距离传感器；所

述转向架包括框架，设置于框架两端的主梁和安装于框架几何中心位置的顶升装置；所述

主梁两端分别与车轮轴承连接，主梁中部安装有分别与两个车轮连接的牵引杆；所述牵引

杆与转向电机动力连接；

所述距离传感器、顶升装置和转向电机均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距离传感

器为LK-G3000激光位移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装置

为RSC-5050液压顶升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RSC-5050

液压顶升装置的顶部与车体底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铁轨内侧

均设置液压装置驱动的挤压板，液压装置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接，挤压板靠近轨

道一侧焊接有NM400耐磨合金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装置

为DYTZ工程用液压活塞缸。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装置

的活塞杆与挤压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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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自动导引车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

运输车。

背景技术

[0002] AGV(Automatic  Guided  Vehicle)，自动导引车，是一种用于短距离运送货物的自

动运输车。被运输物装载在AGV的顶端，如果尺寸较大则还应进行必要的固定措施。AGV动力

一般采用电池为动力，其装有非接触导向装置的，可以满足自动驾驶、自动运送被运输物无

人驾驶。AGV可以在计算机的监控下，按路径规划和作业要求，使小车较为精确的行走并停

靠到指定地点，完成作业任务。

[0003] 编组站是指担当大量列车解编作业，编组直达、直通和其它列车的车站，其主要任

务是根据列车编组计划的要求，大量办理列车的解体和编组作业。目前铁路部门开行的货

物班列中，除了极少数集装箱货物班列、专列等有固定编组的列车之外，其余的列车都没有

固定的编组和停站。这些货运列车均需要在车站进行编组，运行至相应编组站进行解体、重

新编组作业，再开到下一站。将列车解编、调车、编组的作业统称为“调车作业”。

[0004] 其在布置上分为到达场、编组场和出发场，其工作流程为：货物列车进入到达场

后，调车机将货车车厢推向驼峰处，货车车厢在此解体为多个单节或多节车厢的组合，并利

用重力滑向编组场的各个股道。由于货物列车的车厢较长且每次解体的车厢需要进入不同

的股道，所以此过程需要多次重复直至被解体的货列完全解体。编组场的股道设置有制动

系统，调度员通过操纵制动系统使滑向编组场的货车车厢按照一定的速度前行并接挂到已

停在编组场的车辆上。待其中某一股道的车厢完成编组，即按照要求编为一列新的货物列

车时，调车机便将此列车送至出发场。新的货物列车在出发场接挂本务机车后，再根据站场

信号驶向目的车站。

[0005] AGV能运输约61吨的集装箱采用四轮转弯的方式，能够满足在运动速度小于40km/

h的前提下，其具有更好控制性，具有更小的转弯半径。其采用电池驱动，大容量锂电池的使

用让AGV在满电后可以持续运行12个小时。AGV在港口中运行采用磁钉导航方式，以洋山港

四期工程为例，其地面共埋了了61483颗螺钉用于导航。

[0006] “AGV作为自动化码头的“搬运工”，集装箱需要通过它从岸桥转运到堆场的轨道吊

下方，或是从堆场转运到岸桥处。振华重工为洋山四期提供的锂电池驱动AGV小车采用了当

今最前沿的技术，除了无人驾驶、自动导航、路径优化、主动避障外，还支持自我故障诊断、

自我电量监控等功能。通过无线通讯设备、自动调度系统和地面上敷设的6万多个磁钉引

导，AGV可以在繁忙的码头现场平稳、安全、自如地穿梭，并通过精密的定位准确到达指定停

车位置。独特的液压顶升机构，让AGV与轨道吊彼此之间无需被动等待，解决了水平运输与

堆场作业间的“解耦”问题，有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大容量锂电池的使用让AGV在满电后可

以持续运行12个小时，这么长的运输时间是建立在大容量的电池的基础上的，起电池重量

约为6吨；振华重工国内首创的自动化换电站技术，使AGV更换电池全程只需6分钟，电池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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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电仅需2小时。

[0007] 而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不足：

[0008] 1.AGV车辆只能纵向运行和转弯，无法横向运行；

[0009] 2.AGV车辆之间不能进行连接，不论是机械连接还是电气连接；

[0010] 3.AGV车辆无法运输除集装箱之外的货物无法运送铁路车厢。

实用新型内容

[0011]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

的AGV运输车，以解决或改善上述问题。

[0012]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3] 一种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其包括车体；位于车体顶部安装铁轨，铁轨

两端分别安装有固定于车体上的提钩机，位于车体底部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于两辆AGV运输

车连接的车钩组件；车体底部设置至少两组转向架；

[0014] 车钩组件为沙库车钩；位于沙库车钩一端的上下两侧均安装一个距离传感器；转

向架包括框架，设置于框架两端的主梁和安装于框架几何中心位置的顶升装置；主梁两端

分别与车轮轴承连接，主梁中部安装有分别与两个车轮连接的牵引杆；牵引杆与转向电机

动力连接；

[0015] 距离传感器、顶升装置和转向电机均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接。

[0016] 优选地，距离传感器为LK-G3000激光位移传感器。

[0017] 优选地，顶升装置为RSC-5050液压顶升装置。

[0018] 优选地，RSC-5050液压顶升装置的顶部与车体底部固定连接。

[0019] 优选地，铁轨内侧均设置液压装置驱动的挤压板，液压装置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

机电性连接，挤压板靠近轨道一侧焊接有NM400耐磨合金钢。

[0020] 优选地，液压装置为DYTZ工程用液压活塞缸。

[0021] 优选地，液压装置的活塞杆与挤压板固定连接。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实用新型当两台AGV之间需要进行连接时，首先由控制系统给待连接的两台AGV

下达控制命令，接到命令的两台AGV逐渐靠近，同时距离传感器检测两台AGV纵向距离与横

向偏差并进行调整，最终两辆AGV距离为0时完成连接，本实用新型可实现AGV车辆之间的连

接，解决了现有AGV车辆之间不能进行连接，不论是机械连接还是电气连接的问题。

[0024] 横向运行，位于AGV车辆车体的底部设置两组转向架，整个转向架绕顶升装置发生

转动，顶升装置上部分连接AGV车辆的车体框架，当两组转向架与AGV车辆车体框架的夹角

均达到90度时，转向架旋转过程结束，此时AGV车辆可以横向移动；当AGV车辆需要纵向移动

的时候只需将两组转向架转回去即可；即有效地解决了现有AGV车辆只能纵向运行和转弯，

无法横向运行的问题。

[0025] 运送铁路车厢，AGV车辆车体的顶部设置铁轨，当AGV处于待命状态时，挤压板处于

待命状态，距离铁轨内侧留有一定空隙，使车厢能够顺利通过铁轨；当上方的车厢需要减

速，而其转向架恰好通过挤压板的工作区域时，挤压板工作，向铁轨侧移动，挤压车厢车轮

的轮缘使其减速；需要锁止时，挤压板将保持挤压状态，利用摩擦力将车厢车轮锁止；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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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需要移动时，挤压板向远离铁轨侧松开，恢复待命状态，使车轮可以滚动；即有效地解决

了现有AGV车辆无法运输除集装箱之外的货物无法运送铁路车厢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的结构图。

[0027] 图2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转向架俯视图。

[0028] 图3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转向架后视图。

[0029] 图4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横向运输示意图。

[0030] 图5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纵向向运输示意图。

[0031] 图6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挤压板待命状态图。

[0032] 图7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挤压板作业状态图。

[0033] 图8为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的两台AGV运输车相连时两组车钩组件连接

时的结构图。

[0034] 其中，1、提钩机；2、铁轨；3、转向架；4、电源；5、车钩组件；6、车体；7、距离传感器；

8、底座；31、主梁；32、框架；33、顶升装置；34、车轮；35、转向电机；36、驱动电机；37、牵引杆；

21、车厢车轮；22、液压装置；23、活塞杆；24、挤压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描述，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

本实用新型，但应该清楚，本实用新型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内，

这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利用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实用新型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0036]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参考图1，本方案的用于铁路车厢运送的AGV运输车，包

括车体6，位于车体6顶部安装铁轨2，铁轨2两端分别安装有固定于车体6上的提钩机1，位于

车体6底部的两端均设置用于两辆AGV运输车连接的车钩组件5；车体6底部设置至少两组转

向架3。

[0037] 参考图8，车钩组件5为沙库车钩，沙库车钩为现有技术，也叫沙库密接式车钩，现

有技术是用于动车组之间的连接，本实用新型借鉴于动车组的沙库密接式车钩，直接将其

应用于两辆AGV运输车之间的连接。由于该结构为现有技术，故在本实用新型中不再赘述其

具体结构。

[0038] 沙库车钩通过其底座8固定于AGV运输车车体6上，连接方式可以为螺栓固定，也可

以为焊接。

[0039] 位于沙库车钩一端的上下两侧均安装一个距离传感器7，距离传感器7与AGV运输

车车载计算机信号连接。

[0040] 两个距离传感器7实时检测两辆AGV之间的距离，并将该距离信息上传至AGV运输

车车载计算机中。

[0041] 当两台AGV之间需要进行连接时，首先由外部控制系统或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给

待连接的两台AGV下达控制命令，接到命令的两台AGV逐渐靠近，同时距离传感器7开始工

作，检测两台两辆AGV之间的距离，当两辆AGV之间的距离为0时，通过沙库车钩完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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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参考图2和图3，转向架3用于实现AGV运输车既可纵向移动，也可以横向移动的功

能。

[0043] 其具体包括框架32，设置于框架32两端的主梁31和安装于框架32几何中心位置的

顶升装置33，顶升装置33选用RSC-5050液压顶升装置33，顶升装置33的顶部与车体6底部连

接。

[0044] 主梁31两端分别与车轮34轴承连接，主梁31中部安装有分别与两个车轮34连接的

牵引杆37，用于控制车轮34横向摆动幅度；牵引杆37与转向电机35动力连接。

[0045] 两组牵引杆37各自发生位移，可确保车轮34与主梁31之间的角度不再是90度而发

生转动。

[0046] 顶升装置33和转向电机35均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接，同时也与外部计

算机连接，即同时受控于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和外部控制系统计算机。

[0047] 转向架3的工作原理为：

[0048] 位于AGV车辆车体6的底部设置两组转向架3，整个转向架3绕顶升装置33发生转

动，顶升装置33上部分连接AGV车辆的车体6框架32。

[0049] 转向电机35接收AGV运输车车载计算机或外部控制系统计算机的动作指令，控制

牵引杆37的移动，两组牵引杆37各自发生位移；牵引杆37移动带动车轮34转向。

[0050] 参考图4，当两组转向架3与AGV车辆车体6框架32的夹角均达到90度时，转向架3旋

转过程结束，此时AGV车辆可以横向移动；

[0051] 参考图5，当AGV车辆需要纵向移动的时候只需将两组转向架3转回去即可。

[0052] 本实用新型通过两组转向架3的有效配合，实现车体6的多方向移动，并实现了车

体6的横向运动和纵向运动，有效地解决了现有AGV车辆只能纵向运行和转弯，无法横向运

行的问题。

[0053] 参考图6，在两个铁轨2内侧均设置液压装置22驱动的挤压板24，液压装置22与AGV

运输车车载计算机电性连接，挤压板24靠近轨道一侧焊接有NM400耐磨合金钢。

[0054] 其中，液压装置22为DYTZ工程用液压活塞缸，液压装置22的活塞杆23与挤压板24

固定连接，液压活塞缸作业，活塞杆23推出，带动挤压板24向轨道和车厢车轮21靠近，直至

与车厢车轮21发生挤压(如图6和图7所示)；

[0055] 活塞缸作业，活塞杆23收缩，带动挤压板24远离轨道和车厢车轮21，直至与车厢车

轮21之间存在一定间隙。

[0056] 铁轨2作业原理为：

[0057] 当AGV处于待命状态时，挤压板24处于待命状态，距离铁轨2内侧留有一定空隙(图

6所示)，使车厢能够顺利通过铁轨2；当检测到上方的车厢需要减速，而其转向架3恰好通过

挤压板24的工作区域时，挤压板24工作，向铁轨2侧移动，挤压车厢车轮21的轮缘使其减速

(如图7所示)。需要锁止时，挤压板24将保持挤压状态，利用摩擦力将车厢车轮21锁止；当车

厢需要移动时，挤压板24向远离铁轨2侧松开，恢复待命状态，使车厢车轮21可以滚动。

[0058] 本实用新型在AGV车体6顶部设置两根铁轨2，并在铁轨2和挤压板24之间的配合使

用下，实现车厢在铁轨2上的多个工作状态，有效地解决了现有AGV车辆无法运输除集装箱

之外的货物无法运送铁路车厢的问题。

[0059] 本实用新型的提钩机为本领域的现有技术，不作为本实用新型的技术保护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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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可参考以下文献，故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中不再赘述其机构；

[0060] 论文一：张所斌.自动摘钩机器人模型的设计与制作[D].西南交通大学,2017.

[0061] 论文二：臧丽超.铁路货车摘钩机器人设计与仿真研究[D]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3.

[0062] 提钩机1的作用是当货车车钩运行到自动提钩机1上时，提钩机1提起货车车钩后，

该节车厢解编，提钩机1将车厢提至车体6顶部并进行运输。

[0063] 虽然结合附图对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不应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保护范围的限定。在权利要求书所描述的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不经创造性劳动

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和变形仍属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09972287 U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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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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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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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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