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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充电式平板车及传动

装置：利用蓄电池给电机供电，电机通过减速器

驱动主动轮组，使车体运行。本实用新型不需要

拖拽电缆，操作方便；没有漏电风险，更加安全可

靠。同时主动轮轴穿过输出轴孔，直接与减速器

转动连接，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制造成本。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6034345 U

2022.03.15

CN
 2
16
03
43
45
 U



1.一种充电式平板车，包括：车体（1）、从动轮组（2）、主动轮组（3）及电机（5），其特征在

于：在车体（1）上还设置有减速器（4）和电池箱（6），电池箱（6）设置有蓄电池，利用蓄电池给

电机（5）供电，电机（5）通过减速器（4）驱动主动轮组（3），使车体（1）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其特征在于：主动轮组（3）包括：主动轮轴（31）

及两个设置在主动轮轴（31）两端的主动轮（32），减速器（4）设置有输出轴孔（47），所述主动

轮轴（31）穿过输出轴孔（47），与减速器（4）转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其特征在于：在减速器（4）远离输出轴孔（47）

一端设置有垂向的调平螺孔（42），调平螺栓（48）从下向上穿过调平螺孔（42），与固定在车

体（1）上的调平螺母（49）配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其特征在于：车体（1）包括：两根平行设置的纵

梁（11），两根纵梁（11）通过横梁（1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其特征在于：在纵梁（11）两端设置有挂钩

（1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池箱（6）设置在车

体（1）两侧，电池箱（6）上设置有充电接口（61）及控制接口（62）。

7.一种用于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包括：电机（5）、减

速器（4）及主动轮轴（31），电机（5）通过减速器（4）驱动主动轮轴（31），其特征在于：电机（5）

采用蓄电池供电。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主动轮轴（31）穿过减

速器（4），与减速器（4）转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减速器（4）包括输入

轴（43），输入轴（43）与输出轴孔（47）垂直。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减速器（4）还包括：

与输出轴孔（47）平行设置的中间轴一（44）、中间轴二（45）、中间轴三（46），在中间轴一

（44）、中间轴二（45）、中间轴三（46）及输出轴孔（47）上设置有互相啮合的齿轮组，输入轴

（43）通过中间轴一（44）、中间轴二（45）、中间轴三（46）及互相啮合的齿轮组与输出轴孔

（47）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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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充电式平板车及传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有轨转运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充电式平板车及传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平板车、又称电平车、台车、过跨车、电动轨道车、地爬车等，是一种厂内有轨

电动运输车辆，首先它是一种轨道型运输车辆，需要在地面上铺设轨道，轨道一般为工字型

面接触道轨，在电机减速机驱动下自动运行。台面平整无厢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非平面

但无厢盖，车体无方向盘只有前进后退方向，依靠轨道转弯。此种车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

方便、承载能力大、维护容易、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具有方便、经济、实用、易清理等诸多优

点，成为企业厂房内部及厂房与厂房之间短距离定点频繁运载重物的首选运输工具。

[0003] 但是现有的电动平车都采用交流电动机为驱动装置，因而电动平车需要拖拽电

缆。当距离较长时，电缆拖动困难，很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现有的电动平车结构比较复

杂，成本较高。

[0004] 经专利检索，与本实用新型有一定关系的专利主要有以下专利：

[0005] 1、申请号为“2 0 1 81 1 6 3 3 4 3 2 .0”、申请日为“2 01 8 .1 2 .2 9”、公开号为

“CN109624721A”、公开日为“2019.04.16”、名称为“轨道供电平车导电装置及轨道供电平

车”、申请人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发明专利，该发明专利提供的轨道供电平车

导电装置及轨道供电平车，旨在解决目前的导电装置在经过轨道不平整区域时易发生与轨

道弹跳接触的现象，影响平车的正常供电的技术问题。但该发明涉及平车的供电装置，并不

涉及平车整体结构及电池供电，其技术方案与本申请不同。

[0006] 2、申请号为“2 0 1 91 1 1 7 91 1 5 .0”、申请日为“2 01 9 .1 1 .27”、公开号为

“CN110843841A”、公开日为“2020.02.28”、名称为“一种有轨电动平车”、申请人为“衡阳市

利美电瓶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发明专利，该发明属于电动平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有轨电动平车，包括底板和车板，所述底板的上端焊接有支撑条，所述支撑条内转动连接有

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右端焊接有旋钮，所述底板的上端滑动连接有滑座，所述滑座的上端

焊接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内通过螺纹连接有螺纹杆，所述支撑架的上端焊接有导轨，所述

导轨上滑动连接有车轮；所述车板的下端焊接有支撑座。该发明通过在车板的底部设计支

撑座，支撑座上设计支撑轴、扭簧和卡销，通过在安装车轮的轮轴上设计环形槽，通过环形

槽和卡销的配合，对轮轴进行轴向限位，当需要将轮轴取下时，只需拨动卡销即可将轮轴抽

出，车轮拆卸方便快捷，便于进行检修工作。但该发明涉及平车的车轮结构，并不涉及平车

整体结构及电池供电，其技术方案与本申请不同。

[0007] 3、申请号为“CN88220952.3”、申请日为“1988.12.09”、公开号为“CN2044945U”、公

开日为“1989.09.27”、名称为“直线电机电动平车”、申请人为“陕西直线电机机械设备公

司”的实用新型专利，该新型专利是一种用于厂矿车间内部、车间与车间之间、组装线等方

面的运输工具。本实用新型以直线电机为驱动装置，主要由车体、次级板、直线电机、电机

座、运行轨道、车轮及轴承等组成。但该实用新型采用直线电机，并不涉及平车整体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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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供电，其技术方案与本申请不同。

[0008] 4、申请号为“2 0 1 5 2 0 8 5 3 3 6 4 .4”、申请日为“2 01 5 .1 0 .3 0”、公开号为

“CN205087499U”、公开日为“2016.03.16”、名称为“一种铸造车间用转运车”、申请人为“河

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该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铸造车间用转

运车，包括轨道以及设置在轨道上的车本体，所述车本体通过下部设置的行走轮与轨道相

连接，所述车本体下部设置驱动机构，所述车本体下部设置充电盘，所述轨道上设置与所述

充电盘相对应的发射盘，所述车本体底面前端设置信号扫描器，所述轨道上设置与信号扫

描器相对应信号源；本实用新型采用双轨道方式，并在轨道中间的区域设置发射盘和信号

源，能够通过车本体上的充电盘与信号扫描器以及远程监控室的微型计算机实现对车本体

的控制。但该实用新型采用无线供电方式，其技术方案与本申请不同。

[0009] 5、申请号为“202022432534.5”、申请日为“2020.10.28”、公开号为“CN  213323079 

U”、公开日为“2021.06.01”、名称为“一种自动接送货的电动平车”、申请人为“河南省志方

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该种自动接送货的电动平车，包括车架，车架上设有

行走机构，车架左端下方设有控制电箱，车架左端固定有信号采集装置，信号采集装置包括

固定板，固定板固定在车架上，固定板的底端设有支撑架，支撑架的下部通过轴承装配有水

平设置的传动轴，传动轴的两端分别延伸出支撑架，传动轴的一端固定有滚轮，滚轮的上轮

沿与工字钢轨道的下端面辊压配合，支撑架的外侧固定有编码器固定架，传动轴的另一端

装配有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通过编码器固定架固定在支撑架上，PLC控制器、绝对

值编码器和行走机构均连接电源，且绝对值编码器和行走机构分别与PLC控制器相连。但该

实用新型采用无线供电及自动控制方式，并不涉及平车整体结构及电池供电，其技术方案

与本申请不同。

[0010] 上述专利技术方案与所解决的问题均与本申请不同。

实用新型内容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结构简单、成

本低的充电式平板车及传动装置。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充电式平板车，包

括：车体传动装置、从动轮组传动装置、主动轮组传动装置及电机传动装置。在车体传动装

置上还设置有减速器传动装置和电池箱传动装置，电池箱传动装置设置有蓄电池，利用蓄

电池给电机传动装置供电，电机传动装置通过减速器传动装置驱动主动轮组传动装置，使

车体传动装置运行。不需要拖拽电缆，操作方便；没有漏电风险，更加安全可靠。

[0013] 进一步地，主动轮组传动装置包括：主动轮轴传动装置及两个设置在主动轮轴传

动装置两端的主动轮传动装置，减速器传动装置设置有输出轴孔传动装置，所述主动轮轴

传动装置穿过输出轴孔传动装置，与减速器传动装置转动连接。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制

造成本。

[0014] 进一步地，在减速器传动装置远离输出轴孔传动装置一端设置有垂向的调平螺孔

传动装置，调平螺栓传动装置从下向上穿过调平螺孔传动装置，与固定在车体传动装置上

的调平螺母传动装置配合连接。使得减速器处在水平位置，使减速器内的润滑油面高度一

致，保证减速器内的所有齿轮都能够得到润滑，以减少磨损，延长减速器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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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车体传动装置包括：两根平行设置的纵梁传动装置，两根纵梁传动装置

通过横梁传动装置连接。

[0016] 进一步地，在纵梁传动装置两端设置有挂钩传动装置，以便电池缺电时能够拖动

充电式平板车。

[0017] 进一步地，电池箱传动装置设置在车体传动装置两侧，电池箱传动装置上设置有

充电接口传动装置及控制接口传动装置，以便于充电和控制操作。

[0018]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应用于充电式平板车的传动装置，包括：电机传动装置、减速

器传动装置及主动轮轴传动装置，电机传动装置通过减速器传动装置驱动主动轮轴传动装

置。电机传动装置采用蓄电池供电，不需要拖拽电缆，操作方便。

[0019] 进一步地，主动轮轴传动装置穿过减速器传动装置，与减速器传动装置转动连接。

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制造成本。

[0020] 进一步地，减速器传动装置包括输入轴传动装置，输入轴传动装置与输出轴孔传

动装置垂直。使得电机能够沿减速器中轴线设置，电机不需要电机座，而是利用法兰直接与

减速器连接，简化了电机的安装结构。

[0021] 进一步地，减速器传动装置还包括：与输出轴孔传动装置平行设置的中间轴一传

动装置、中间轴二传动装置、中间轴三传动装置，在中间轴一传动装置、中间轴二传动装置、

中间轴三传动装置及输出轴孔传动装置上设置有互相啮合的齿轮组，输入轴传动装置通过

中间轴一传动装置、中间轴二传动装置、中间轴三传动装置及互相啮合的齿轮组与输出轴

孔传动装置转动连接。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利用蓄电池给电机供电，电机通过减速器驱动主动轮

组，使车体运行，不需要拖拽电缆，操作方便；没有漏电风险，更加安全可靠。主动轮轴穿过

输出轴孔，直接与减速器转动连接，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俯视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正视半剖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1中A—A阶梯剖视示意图，

[0026] 图4为图2中B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7] 图5为减速器正视示意图，

[0028] 图6为减速器剖视示意图。

[0029] 图中：1—车体、11—纵梁、12—横梁、13—挂钩、2—从动轮组、21—从动轴、22—从

动轮、3—主动轮组、31—主动轴、32—主动轮、4—减速器、41—外壳、42—调平螺孔、43—、

44—中间轴一、45—中间轴二、46—中间轴三、47—输出轴孔、48—调平螺栓、49—调平螺

母、5—电机、6—电池箱、61—充电接口、62—控制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如图1至3所示：充电式平板车包括：车体1、从动轮组2、主动轮

组3、减速器4、电机5及电池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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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车体1由纵梁11、横梁12及面板组成。纵梁11是采用钢板焊接的箱型梁，可以根据

充电式平板车的载荷进行设计和制造。两根纵梁11平行设置，两根纵梁11通过多根间隔设

置的、与纵梁11垂直的横梁12连接，组成网格状的框架，再在框架设置面板。在纵梁11两端

设置有挂钩13。

[0033] 从动轮组包括：被动轮轴21及被动轮22，两个被动轮22设置在被动轮轴21两端的，

被动轮轴21两端通过轴承座安装在纵梁11下面。

[0034] 主动轮组3包括：主动轮轴31及主动轮32，两个主动轮32设置在主动轮轴31两端。

主动轮轴31穿过减速器4的输出轴孔47，直接与减速器4转动连接。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

制造成本。

[0035] 被动轮轴21和主动轮轴31与纵梁11之间没有设置减振弹簧，结构简单、成本低，适

用于运行速度低的厂内轨道运行。

[0036] 在车体1两侧下面设置有电池箱6，电池箱6内设置有蓄电池，在电池箱6上设置有

充电接口61和控制接口62。利用蓄电池给电机5供电，电机5通过减速器4驱动主动轮组3，使

车体1运行。这种充电式平板车不需要拖拽电缆，操作方便；没有漏电风险，更加安全可靠。

[0037] 减速器4如图5至6所示：在外壳41内设置有输入轴43，以及平行设置的中间轴一

44、中间轴二45、中间轴三46和输出轴孔47。  在中间轴一44、中间轴二45、中间轴三46及输

出轴孔47上设置有互相啮合的齿轮组。输出轴孔47通过花键和平键与主动轮轴31转动连

接。输入轴43与中间轴一44垂直，输入轴43通过伞齿轮与中间轴一44转动连接。这种结构使

得电机5能够沿减速器4中轴线设置，电机5不需要电机座，而是利用法兰直接与减速器4连

接，简化了电机5的安装结构。

[0038] 如图4所示：在减速器4远离输出轴孔47一端设置有垂向的调平螺孔42，调平螺栓

47从下向上穿过调平螺孔42，与固定在横梁12下的调平螺母48配合连接。通过旋转调平螺

栓47可以调整外壳41的倾斜度，使得减速器4处在水平位置，使减速器4内的润滑油面高度

一致，保证减速器4内的所有齿轮都能够得到润滑，以减少磨损，延长减速器4使用寿命。

[003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利用蓄电池给电机供电，电机通过减速器驱

动主动轮组，使车体运行，不需要拖拽电缆，操作方便；没有漏电风险，更加安全可靠。主动

轮轴穿过输出轴孔，直接与减速器转动连接，简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制造成本。

[0040]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实用新型之用，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或变换，因

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由

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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