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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物流运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运输车，包括车载系统和扫码装置，所述车载

系统包括控制电路和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数据传

输模块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通过

数据传输模块与控制中心的分拨系统建立数据

连接；本发明通过将扫码装置设置在运输车上，

能够在装卸货物时，直接通过车载系统系统记录

装卸的货物，而无需像传统的扫码分拨好了再进

行装车，或者一口气卸货，导致货物的堆积，碰

撞，严重的导致货物的损坏，通过直接的装车扫

码，能够逐件的识别每件上车的货物，减低出错

的概率，同时也卸货也是逐件进行，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降低暴力分拣的发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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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运输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载系统和扫码装置，所述车载系统包括控制电路和

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

与控制中心的分拨系统建立数据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车包括车厢和电源，所述车厢

包括角柱和尾门，所述电源包括蓄电池和与蓄电池电性连接的电源管理器；

所述车载系统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靠近尾门的角柱上开设有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所述尾门远离车厢的一面上设置

有控制显示屏，所述控制显示屏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控制显示屏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与分拨系统、扫码装置建立数据连接并接收分拨系

统的分拨信息和扫码装置的货物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显示屏上具有指纹识别装置、

前置摄像头和扬声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尾门上设置有电子锁，所述电子锁

包括电机和推杆，所述电机和推杆设置在尾门内，所述车厢上设置有与推杆配合的卡槽，所

述电机带动推杆运动；所述电机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电机与控制显示屏电性连接，所述控制显示屏控制电机运行。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扫码装置为手持式扫码枪，所述手

持式扫码枪包括电池和振动马达，所述振动马达与电池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的货物信

息与分拨系统的分拨信息不对应时，所述控制电路控制电池为振动马达供电振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式扫码枪上设置有感应线圈，

所述感应线圈与电池电性连接，所述角柱上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内设置有充电线圈，所述

充电线圈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车还包括太阳能充电系统，所

述太阳能充电系统包括太阳能板和逆变器，所述太阳能板设置在车厢顶部，所述太阳能板

通过逆变器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板上表面上倾斜设置有透明

环氧树脂保护层。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包括内部空间，所述运输车还

包括监视系统，所述监视系统包括第一摄像头和第二摄像头，所述第一摄像头设置于车厢

的内部空间的中部，所述第二摄像头设置于车厢靠近尾门的内部空间上；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路将第一摄像头、第二

摄像头的图像数据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传输至控制中心。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尾部的上还设置有用于电子

标签识别的感应器，所述感应器分别与电源管理器、控制电路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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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输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流运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运输车。

背景技术

[0002] 在物流公司系统内，一般包括控制中心和物流网，所述控制中心包括对货物进行

分配管理分拨系统、车辆调度系统和路径派单系统；物流网通常设有一级分拨中心、二级分

拨中心、三级分拨中心，进行零担货物和集散分拨的业务组织。在整个物流网络阶段系统

里，分拨中心的运作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实现零担规模运输，主要是为

了提高时效、降低成本、完成汽运产品要求。一级分拨中心跨幅一个或几个省，二级分拨中

心跨幅一个或几个市，三级分拨中心串联派送部和营业部，跨幅一个区域或几个区域。分拨

系统运作是指货物先通过三级分拨中心资源整合进港一级分拨中心或二级分拨中心，再由

一、二级分拨中心分拨到相应目的站。一级分拨中心的城市半径辐射最大距离为4.5小时，

此区域内的货物都会汇集到相应的一级分拨中心，对货物进行统一的中转、交换、分拣等一

系列的资源整合实现零担规模运输。货物到分拨中心后，先按扁平件、包裹件进行分类，再

按划定的分拣区域进行初分，初分完毕后到相应的分拣机细分。对于业务量较大的、能够装

一个车厢的处理中心，设置直封格口；对于业务量小的、不足以装一个车厢的处理中心，则

合并格口，混装一个车厢，到达运抵的处理中心再进行分拣。一级分拨中心不直接对接三级

分拨中心，会导致很多货物从收件到派件需进行多次分拣，如果出现货物分拣有误的状况，

误分拣货物还要折返，再次进行分拣。重复分拣降低货物运输时效性，增加运输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装卸时直接对货物进行扫描记录的

运输车。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运输车，包括车载系统和

扫码装置，所述车载系统包括控制电路和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与控制电路电

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与控制中心的分拨系统建立数据连接。

[000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将扫码装置设置在运输车上，能够在装卸货物时，直

接通过车载系统系统记录装卸的货物，而无需像传统的扫码分拨好了再进行装车，或者一

口气卸货，导致货物的堆积，碰撞，严重的导致货物的损坏，通过直接的装车扫码，能够逐件

的识别每件上车的货物，减低出错的概率，同时也卸货也是逐件进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

低暴力分拣的发生可能性；通过数据传输模块，能够实现货物与运输车的联网，能够通过物

联网实时观测到每个货物的动态信息在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

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系统感知、全面分析、及时处理及自我调整功能。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第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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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第二角度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车厢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A局部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B局部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运输车的电路控制示意图；

标号说明：1、车厢；2、扫码装置；3、角柱；31、充电线圈；4、尾门；41、控制显示屏；42、指

纹识别装置；43、前置摄像头；44、密码盘；5、太阳能板；6、第一摄像头；7、第二摄像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

图予以说明。

[0008] 请参照图1以及图5，一种运输车，包括车载系统和扫码装置，所述车载系统包括控

制电路和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通过数据

传输模块与控制中心的分拨系统建立数据连接。

[0009]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将扫码装置设置在运输车上，能够

在装卸货物时，直接通过车载系统系统记录装卸的货物，而无需像传统的扫码分拨好了再

进行装车，或者一口气卸货，导致货物的堆积，碰撞，严重的导致货物的损坏，通过直接的装

车扫码，能够逐件的识别每件上车的货物，减低出错的概率，同时也卸货也是逐件进行，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暴力分拣的发生可能性。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运输车包括车厢和电源，所述车厢包括角柱和尾门，所述电源包括

蓄电池和与蓄电池电性连接的电源管理器；

所述车载系统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靠近尾门的角柱上开设有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所述尾门远离车厢的一面上设置

有控制显示屏，所述控制显示屏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控制显示屏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与分拨系统、扫码装置建立数据连接并接收分拨系

统的分拨信息和扫码装置的货物信息。

[0011]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控制显示屏，能够直接通过控制显示屏与分拨系统进行连

接，能够对货物信息与分拨进行进行进行比对、货物信息统计等功能，提升分拨的准确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显示屏上具有指纹识别装置、前置摄像头和扬声器。

[0013]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指纹识别装置和，能够实现人员的指纹的识别；通过前置摄

像头，能够进行人脸识别，同时也能够对车尾的情况进行监测；通过指纹识别装置和前置摄

像头能够准确识别工作人员；通过扬声器，能够在对货物的信息进行比对后，如果不正确及

时通过扬声器发出警告或者通知工作人员，避免重复分拣。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尾门上设置有电子锁，所述电子锁包括电机和推杆，所述电机和推

杆设置在尾门内，所述车厢上设置有与推杆配合的卡槽，所述电机带动推杆运动；所述电机

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电机与控制显示屏电性连接，所述控制显示屏控制电机运行。

[0015]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电子锁的设置，无需外锁，避免外界强制开启的可能性，通

过电机的设置，能够配合指纹识别、前置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进行尾门的开启，提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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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扫码装置为手持式扫码枪，所述手持式扫码枪包括电池和振动马

达，所述振动马达与电池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的货物信息与分拨系统的分拨信息不对

应时，所述控制电路控制电池为振动马达供电振动。

[0017]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振动马达的设置，能够直接通过振动反馈，及时纠错避免使

用人员错误分拣；通过手持式扫码枪，能够方便扫码，降低工作难度。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手持式扫码枪上设置有感应线圈，所述感应线圈与电池电性连接，

所述角柱上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内设置有充电线圈，所述充电线圈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

接。

[0019]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无线充电，无需插电，简化结构，同时也能够使得手持式扫

码枪的内部处于封闭状态，减少外界对扫码枪内部结构的自然侵蚀，延长使用寿命。

[0020] 进一步的，所述运输车还包括太阳能充电系统，所述太阳能充电系统包括太阳能

板和逆变器，所述太阳能板设置在车厢顶部，所述太阳能板通过逆变器与电源管理器电性

连接。

[0021]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太阳能充电系统的设置，能够对太阳能进行使用，从而实现

节能减排。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板上表面上倾斜设置有透明环氧树脂保护层。

[0023]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倾斜设置耳朵透明环氧树脂保护层，能够在透光的同时保

证车厢顶部雨水的顺利排下，同时雨水能够实现自动清洁，避免灰尘的太阳能板表面的堆

积导致发电效率下降。

[0024] 进一步的，所述车厢包括内部空间，所述运输车还包括监视系统，所述监视系统包

括第一摄像头和第二摄像头，所述第一摄像头设置于车厢的内部空间的中部，所述第二摄

像头设置于车厢靠近尾门的内部空间上；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路将第一摄像头、第二

摄像头的图像数据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传输至控制中心。

[0025]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第一摄像头和第二摄像头的设置，能够将车厢内的信息传

递至控制中心，从而实现对车厢情况的远程实时监测，能够缩短现场反应时间和提升反应

速度。

[0026] 实施例一

一种运输车，包括车载系统和扫码装置，所述车载系统包括控制电路和数据传输模块，

所述4G模块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通过4G模块与控制中心的分拨系统建立数

据连接。

[0027] 所述运输车包括车厢和电源，所述车厢包括角柱和尾门，所述电源包括蓄电池和

与蓄电池电性连接的电源管理器；

所述车载系统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靠近尾门的角柱上开设有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所述尾门远离车厢的一面上设置

有控制显示屏，所述控制显示屏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控制显示屏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与分拨系统、扫码装置建立数据连接并接收分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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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分拨信息和扫码装置的货物信息。

[0028] 所述控制显示屏上具有指纹识别装置、前置摄像头和扬声器。

[0029] 所述电子锁包括电机和推杆，所述电机和推杆设置在尾门内，所述车厢上设置有

与推杆配合的卡槽，所述电机带动推杆运动；所述电机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电机与控制显示屏电性连接，所述控制显示屏控制电机运行。

[0030] 所述扫码装置为手持式扫码枪，所述手持式扫码枪包括电池和振动马达，所述振

动马达与电池电性连接，所述扫码装置的货物信息与分拨系统的分拨信息不对应时，所述

控制电路控制电池为振动马达供电振动。

[0031] 所述手持式扫码枪上设置有感应线圈，所述感应线圈与电池电性连接，所述角柱

上容纳扫码装置的空间内设置有充电线圈，所述充电线圈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0032] 所述运输车还包括太阳能充电系统，所述太阳能充电系统包括太阳能板和逆变

器，所述太阳能板设置在车厢顶部，所述太阳能板通过逆变器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0033] 所述太阳能板上表面上倾斜设置有透明环氧树脂保护层。

[0034] 所述车厢包括内部空间，所述运输车还包括监视系统，所述监视系统包括第一摄

像头和第二摄像头，所述第一摄像头设置于车厢的内部空间的中部，所述第二摄像头设置

于车厢靠近尾门的内部空间上；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电源管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第一摄像头、第二摄像头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路将第一摄像头、第二

摄像头的图像数据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模块传输至控制中心。

[0035]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运输车，通过将扫码装置设置在运输车上，能够在装

卸货物时，直接通过车载系统系统记录装卸的货物，而无需像传统的扫码分拨好了再进行

装车，或者一口气卸货，导致货物的堆积，碰撞，严重的导致货物的损坏，通过直接的装车扫

码，能够逐件的识别每件上车的货物，减低出错的概率，同时也卸货也是逐件进行，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降低暴力分拣的发生可能性。

[0036] 通过控制显示屏，能够直接通过控制显示屏与分拨系统进行连接，能够对货物信

息与分拨进行进行进行比对、货物信息统计等功能，提升分拨的准确率。

[0037] 通过指纹识别装置和，能够实现人员的指纹的识别；通过前置摄像头，能够进行人

脸识别，同时也能够对车尾的情况进行监测；通过指纹识别装置和前置摄像头能够准确识

别工作人员；通过扬声器，能够在对货物的信息进行比对后，如果不正确及时通过扬声器发

出警告或者通知工作人员，避免重复分拣。

[0038] 通过电子锁的设置，无需外锁，避免外界强制开启的可能性，通过电机的设置，能

够配合指纹识别、前置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进行尾门的开启，提升安全性。

[0039] 通过振动马达的设置，能够直接通过振动反馈，及时纠错避免使用人员错误分拣；

通过手持式扫码枪，能够方便扫码，降低工作难度。

[0040] 通过无线充电，无需插电，简化结构，同时也能够使得手持式扫码枪的内部处于封

闭状态，减少外界对扫码枪内部结构的自然侵蚀，延长使用寿命。

[0041] 通过太阳能充电系统的设置，能够对太阳能进行使用，从而实现节能减排。

[0042] 通过倾斜设置耳朵透明环氧树脂保护层，能够在透光的同时保证车厢顶部雨水的

顺利排下，同时雨水能够实现自动清洁，避免灰尘的太阳能板表面的堆积导致发电效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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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通过第一摄像头和第二摄像头的设置，能够将车厢内的信息传递至控制中心，从

而实现对车厢情况的远程实时监测，能够缩短现场反应时间和提升反应速度。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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