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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电动装载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装载机，为解决现有电

动装载机作业时间短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构造一

种电动装载机，包括后车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电池装置总成，所述电池装置总成包括电池安装

架、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中的多个电池包总成、固

定安装在电池安装架左右两侧的配重、固定在电

池安装架上用于覆盖电池安装架上部的后部机

罩，所述电池安装架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所述后

车架的后端。在本实用新型中，当电池包中存储

的电能消耗完毕后，可将电池装置总成从装载机

的车架上拆卸下来，更换电池包充满电的电池装

置总成，依此来延续装载机的工作时间。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9页

CN 213682282 U

2021.07.13

CN
 2
13
68
22
82
 U



1.一种电动装载机，包括后车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池装置总成，所述电池装置总成

包括电池安装架、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中的多个电池包总成、固定安装在电池安装架左右两

侧的配重、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上用于覆盖电池安装架上部的后部机罩，所述电池安装架可

拆卸地固定安装在所述后车架的后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车架包括左方形托梁和右方

形托梁，在左方形托梁和右方形托梁的后端固定安装有竖直安装板和水平安装板，所述电

池安装架的底面通过螺栓组件与所述水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电池安装架的前侧面通过

螺栓组件与竖直安装板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安装架包括下电池安装架

和上电池安装架，所述下电池安装架与所述竖直安装板和水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上电

池安装架位于所述后部机罩内且固定安装在所述下电池安装架的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电池安装架是由前侧板、后侧

板、左侧板、右侧板和底侧板固定连接而构成的上部敞口的篮框状结构，在底板上设置有用

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板和后侧板的内侧面的中

部均设置有电池包总成安装座，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主要由条状角钢构成且在水平方向

左右延伸布置，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的竖直板部分通过螺栓组件与所述前侧板或后侧板

固定连接，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的水平板部分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

孔。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板和右侧板的外侧面上分

别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配重的配重安装座。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电池安装架还包括固定在后

侧板后侧的尾板，所述尾板上固定安装有牵引销。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电池安装架主要由前支架、后

支架、分别在左右两侧连接前支架和后支架的拉杆构成，所述前支架和后支架的中部均设

置有电池包总成安装座，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主要由条状角钢构成且在水平方向左右延

伸布置，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的竖直板部分通过螺栓组件与所述前支架或后支架固定连

接，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的水平板部分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装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包总成包括电池包、托架，

减震器组件，所述电池包通过螺栓组件固定在托架上，托架通过减震组件与电池安装架固

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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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装载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装载机，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电动装载机。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装载机都是由柴油机作为动力源，驱动泵和驱动桥，实现整机的作业和行走。

但在节能减排和石油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工程机械电动化已是大势所趋。

[0003] 纯电动工程机械起步晚、需要电池容量大，在产量上远远不如纯电动汽车。因此，

在工程机械上通常直接采用应用在大巴或者商用车上的批量电池包多个串、并联来解决纯

电动工程机械的能源存储问题。

[0004] 装载机通常要求在一天当中能够连续不间断作业，但是，由于装载机的功率较大，

相对目前商业化的电池性能，即使采用多个纯电动汽车上使用的电池包串并联，在不更换

电池装置的情况下，工程机械连续作业12个小时都是很困难的，更别说连续作业一天。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电动装载机作业时间短的问题,而提供一种电动

装载机，便于更换蓄电装置，通过快速更换蓄电装置而使装载机满足长时间作业的要求。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构造一种电动装载机，包括后车

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池装置总成，所述电池装置总成包括电池安装架、固定在电池安装

架中的多个电池包总成、固定安装在电池安装架左右两侧的配重、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上用

于覆盖电池安装架上部的后部机罩，所述电池安装架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所述后车架的后

端。在本实用新型中，当电池包中存储的电能消耗完毕后，可将电池装置总成从装载机的车

架上拆卸下来，更换电池包充满电的电池装置总成，依此来延续装载机的工作时间。

[0007]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后车架包括左方形托梁和右方形托梁，在左方形托梁和

右方形托梁的后端固定安装有竖直安装板和水平安装板，所述电池安装架的底面通过螺栓

组件与所述水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电池安装架的前侧面通过螺栓组件与竖直安装板固

定连接。

[0008]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电池安装架包括下电池安装架和上电池安装架，所述下

电池安装架与所述竖直安装板和水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上电池安装架位于所述后部机

罩内。

[0009]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下电池安装架是由前侧板、后侧板、左侧板、右侧板和底

侧板固定连接而构成的上部敞口的篮框状结构，在底板上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

的安装孔。

[0010]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前侧板和后侧板的内侧面的中部均设置有电池包总成安

装座，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主要由条状角钢构成且在水平方向左右延伸布置，所述电池

包总成安装座的竖直板部分通过螺栓组件与所述前侧板或后侧板固定连接，所述电池包总

成安装座的水平板部分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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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左侧板和右侧板的外侧面上分别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配

重的配重安装座。

[0012]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下电池安装架还包括固定在后侧板后侧的尾板，所述尾

板上固定安装有牵引销。

[0013]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下电池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吊耳。

[0014]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所述上电池安装架主要由前支架、后支架、分别在左右两侧连

接前支架和后支架的拉杆构成，所述前支架和后支架的中部均均设置有电池包总成安装

座，所述电池包总成安装座主要由条状角钢构成且在水平方向左右延伸布置，所述电池包

总成安装座的竖直板部分通过螺栓组件与所述前支架或后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电池包总成

安装座的水平板部分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孔。

[0015] 上述电动装载机中，上电池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多根平行的纵梁，各所述纵梁的

前后两端通过螺栓组件分别与前支架和后支架固定连接，在各所述纵梁上均设置有用于固

定安装电池包总成的安装孔。

[001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当电池包中存储的电能

消耗完毕后，可将电池装置总成从装载机的车架上拆卸下来，更换电池包充满电的电池装

置总成，依此来延续装载机的工作时间。整体更换电池装置总成，操作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整机尾部轴视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换电过程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电池装置总成的轴视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电池装置总成拆除后部机罩后的轴视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电池安装架和电池包的轴视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电池安装架的拆解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上电池安装架与电池包的拆解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下电池安装架与电池包的拆解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实用新型电动装载机中电池包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

[0027] 扶手1、前机罩2、扶手箱3、驱动桥以及轮胎组件4、挡泥板5、车架6、竖直安装板61、

水平安装板62、左方形托梁63、右方形托梁64、螺栓组件65、电池装置总成100、吊耳101、牵

引销102、配重130、脚踏131、后部机罩140、电池包总成150、电池包151、托架152、减震器组

件153、上电池安装架160、吊孔161、后支架163、前支架164、拉杆165、斜拉杆166、下电池安

装架170、螺纹孔171、维护窗口172、后尾灯安装孔173、配重安装支座174、电池包总成安装

座180、安装孔181。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具体实施方案。在本实施例的叙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某一元

件被描述为“固定于、固接于、连接于”另一元件上时，它可以是直接固定、固接、连接在另一

元件上，也可以是通过其他中间连接件间接固定、固接、连接在另一元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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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电动装载机的后部结构包括后车架6，在后车架6上

安装有扶手箱3、驱动桥以及轮胎总成4、扶手1、挡泥板5、前部机罩2和电池装置总成100。

[0030] 如图2所示，后车架6包括左方形托梁63和右方形托梁64，在左方形托梁63和右方

形托梁64的后端固定安装有竖直安装板61和水平安装板62。

[0031] 如图3图4图5所示，电池装置总成100包括电池安装架、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中的多

个电池包总成150、固定安装在电池安装架左右两侧的配重130、固定在电池安装架上用于

覆盖电池安装架上部的后部机罩140。

[0032] 如图6所示，电池安装架包括下电池安装架170和上电池安装架160。下电池安装架

170与后车架固定连接安装，上电池安装架位于后部机罩内。下电池安装架170的底面通过

螺栓组件65与水平安装板62固定连接，下电池安装架170的前侧面通过螺栓组件65与竖直

安装板61固定连接。

[0033] 如图8所示，下电池安装架是由前侧板、后侧板、左侧板、右侧板和底侧板固定连接

而构成的上部敞口的篮框状结构，在底板上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的安装孔。前侧板

和后侧板的内侧面的中部均设置有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主要由条

状角钢构成且在水平方向左右延伸布置，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的竖直板部分设置有安装

孔181，安装孔181通过螺栓组件与前侧板或后侧板固定连接，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的水平

板部分设置有用于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150的安装孔。在下电池安装架中可安装上下两层

电池包总成，每层电池包总成的安装数量依据下电池安装架左右方向上的宽度决定，可两

个、三个不等。在安装好下层电池包总成后，再在前侧板和后侧板的内侧面中部上使用螺栓

组件固定安装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在将上层电池包总成固定安装在下电池安装架内的

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上。在下电池安装架170的左侧板和右侧板的外侧面上分别设置有用

于固定安装配重130的配重安装座174。配重130上设置有上下机器的脚踏。下电池安装架还

包括固定在后侧板后侧的尾板175，尾板上固定安装有牵引销102，并设置有用于安装尾灯

的尾灯安装孔173。

[0034] 为了方便下电池安装架中电池包总成的日常维护以及散热，在下电池安装架的侧

壁上设置有孔洞172，该孔洞可作为散热通风和维护用的窗口。

[0035] 下电池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吊耳101，方便在进行换电时起吊整个电池装置

总成。

[0036] 如图6图8所示，在下电池安装架170的顶部设置有螺纹孔171，上电池安装架160的

底部通过螺栓组件与螺纹孔171配合而实现上电池安装架160固定安装在下电池安装架170

上。

[0037] 如图7所示，上电池安装架160主要由前支架164、后支架163、分别在左右两侧连接

前支架和后支架的拉杆165构成，为加强上电池安装架160的结构，在上电池安装架160的两

侧还设置有斜拉杆166，斜拉杆166的前后两端分别连接前支架164和后支架163。前支架164

和后支架163的中部均均设置有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在上电池安装架上可安装三层电池

包，每层电池包的数量依据上电池安装架的宽度确定。在上电池安装架上安装好最底层的

电池包总成后再在前后支架上安装电池包总成安装座180，然后再在电池包总成安装座上

安装第二层电池包总成，然后再在纵梁上固定安装第三层电池包总成。为了方便上电池安

装架安装电池包总成后的吊装，在上电池安装架上设置有吊孔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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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本实施例中，电池包总成包括电池包151、托架152，减震器组件153，托架152为

四方框状，电池包151通过螺栓组件固定在托架152上，减震组件153固定安装托架的四角，

托架152通过减震组件与电池安装架连接安装，在每个托架152上都设置有吊耳。每个电池

包151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减震组件，实现各电池包的良好减震。

[0039] 在本实施例中，螺栓组件可以是螺栓、或者螺栓与垫圈的组合或者螺栓、垫圈、和

螺母的组合。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当电池包中存储的电能消耗完毕后，可将电池装置总成100从装载

机的车架上拆卸下来，更换电池包充满电的电池装置总成，依此来延续装载机的工作时间。

整体更换电池装置总成，操作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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