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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包括抓取装

置、横向移动装置及纵向伸缩装置，抓取装置包

括抓取咬合机构和抓取移动机构，抓取咬合机构

安装于抓取移动机构上；抓取咬合机构包括咬合

器、顶齿及支撑柱，两个支撑柱分别设于顶齿两

侧，顶齿固设于支撑柱。该卸货机在卸载过程只

需调整横向移动装置和纵向伸缩装置到合适的

位置，当顶齿探索到货物位置，顶入货物上下缝

隙，咬合液压元件开始工作将货物咬合固定，再

利用横向移动装置和纵向伸缩装置将货物转移

到其他位置，抓取咬合机构松开，货物利用自重

从顶齿上滑落，实现平稳卸载，有效的对排列紧

凑质量沉重的货物进行卸载，解决了卸载过程中

叉车等无从下手的难题，提高卸载效率，降低卸

载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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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抓取装置(1)、横向移动装置(2)及纵向伸缩装

置(3)，所述抓取装置(1)包括抓取咬合机构和抓取移动机构，所述抓取咬合机构安装于所

述抓取移动机构上；所述抓取咬合机构包括咬合器(104)、顶齿(105)及支撑柱(103)，两个

所述支撑柱(103)分别设于所述顶齿(105)两侧，所述顶齿(105)固设于所述支撑柱(1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咬合器(104)包括咬合

器上部与咬合器下部，所述咬合器包括咬合齿(104A)、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上端第二连

接件(104D)、下端第一连接件(104L)、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上

端中心轴(104E)、下端中心轴(104P)、焊接定位件(104B)、定位套筒(104M)、减摩套筒

(104O)、固定长销(104G3)、固定中销(104G2)、固定短销(104G1)、固定组件、内支撑(104N)、

外支撑(104H)、连杆(104I)、液压缸缸筒(104F-1)、液压缸活塞杆(104F-2)及液压缸端盖

(104F-3)，所述减摩套筒(104O)固设于所述内支撑(104N)与外支撑(104H)上，所述咬合器

上部按咬合齿(104A)、定位套筒(104M)、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焊接定位件(104B)、定位

套筒(104M)、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及定位套筒(104M)的顺序依

次组装并安装于所述上端中心轴(104E)上，外支撑(104H)、咬合齿(104A)、内支撑(104N)及

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通过固定短销(104G1)连接，所述液压缸缸筒(104F-1)通过固定中

销(104G2)安装于两个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之间，所述连杆(104I)通过固定中销固定中

销(104G2)安装于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和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咬合器下部按下端第一

连接件(104L)、定位套筒(104M)、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定位套筒(104M)、下端第三连接

件(104J)、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定位套筒(104M)、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定位套筒

(104M)的顺序依次安装于下端中心轴(104P)上，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连杆(104I)、下端

第三连接件(104J)、液压缸活塞杆(104F-2)、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连杆(104I)及下端第

二连接件(104K)通过固定长销(104G3)连接，外支撑(104H)、下端第一连接件(104L)、内支

撑(104N)及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通过固定短销(104G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支撑(104H)与货物接

触表面处两侧为锯齿状。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抓取移动机构包括直线

导轨(118)、滑块(119)、移动螺母(111)、丝杆(112)、丝杆上支撑件(114)、丝杆下支撑件

(110)、卸荷板(120)、侧板(108)、上支撑板(102)、下支撑板(107)、联轴器(115)、电机座

(109a)、伺服电机(101)、立式支撑板(113)、横梁(117)及定位板(116)，所述侧板(108)与立

式支撑板(113)均为两个，所述上支撑板(102)位于两个支撑柱(103)的上端，所述下支撑板

(107)安装于两个支撑柱(103)的下端，所述电机座(109a)安装于所述上支撑板(102)上，所

述伺服电机(101)安装于所述电机座(109a)上且伺服电机(101)的输出轴依次连接联轴器

(115)与丝杆(112)；所述丝杆上支撑件(114)安装于所述定位板(116)，所述定位板(116)通

过螺栓连接所述横梁(117)，所述横梁(117)两个侧面通过两个侧板(108)分别与两个支撑

柱(103)连接，所述横梁(117)的下表面通过两个立式支撑板(113)与下支撑板(107)相连；

所述丝杆下支撑件(110)设于所述丝杆(112)下端，并通过螺栓与所述下支撑板(107)固连；

所述移动螺母(111)套装于所述丝杆(112)外，所述卸荷板(120)设于内支撑(104N)与移动

螺母(111)之间且卸荷板(120)两侧与滑块(119)连接，所述滑块(119)安装于直线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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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所述直线导轨(118)竖直安装于所述支撑柱(10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移动装置(2)包括

水平内臂(201)、水平外臂(209)、水平伸缩液压缸缸筒(205-1)、水平伸缩液压缸端盖(205-

2)、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205-3)、活塞杆T型套(204a)、推力轴(202a)、固定套筒(203a)、

减摩支撑(206a)、扭转衔接件a(211)、绳索扣(207)及连接板(210)，所述连接板(210)为两

块，所述活塞杆T型套(204a)安装于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205-3)上，并通过所述推力轴

(202a)与固定套筒(203a)与水平内臂(201)相连；所述减摩支撑(206a)包括保持架(206a1)

和滚子(206a2)，所述保持架(206a1)开设保持架凹槽，所述滚子(206a2)填充于所述保持架

凹槽内，且保持架(206a1)固设于所述水平内臂(201)下表面上，水平内臂(201)设于所述水

平外臂(209)内，水平外臂(209)通过两个连接板(210)与扭转衔接件a(211)螺栓连接，水平

伸缩液压缸缸筒(205-1)安装于扭转衔接件a(211)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子(206a2)为圆形。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伸缩装置(3)包括

纵向内柱(301)、纵向外柱(302)、立式液压缸缸筒(303-1)、立式液压缸端盖(303-2)、立式

液压缸活塞杆(303-3)、纵向活塞杆T型套(204b)、纵向推力轴(202b)、纵向固定套筒

(203b)、纵向减摩支撑(206b)及扭转衔接件b(212)；所述纵向活塞杆T型套(204b)安装于所

述立式液压缸活塞杆(303-3)上，并通过纵向推力轴(202b)和纵向固定套筒(203b)与纵向

内柱(301)相安装；所述纵向减摩支撑(206b)包括纵向保持架(206b1)和滚子(206b2)，所述

纵向保持架(206b1)开设纵向保持架凹槽，所述纵向滚子(206b2)填充于所述纵向保持架凹

槽内，且所述纵向保持架(206b1)固设于所述纵向内柱(301)两表面上；所述纵向内柱(301)

设于纵向外柱(302)内；纵向内柱(301)与扭转衔接件b(212)螺栓连接，立式液压缸缸筒

(303-2)安装于纵向外柱(302)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内柱(301)上端开

有圆孔，通过钢丝绳(208)与所述绳索扣(207)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法兰轴(213)与扭转

伺服电机；所述扭转衔接件a(211)和扭转衔接件b(212)通过法兰轴(213)螺栓连接，法兰轴

(213)与扭转伺服电机连接，扭转伺服电机通过电机座(109b)固设于纵向外柱(3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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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鹰爪式卸货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升降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鹰爪式卸货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物流行业中，对于一些排列紧密的货物如纱线包等，利用叉车等现有的

卸载方式需要的操作空间大、难度高，通常需要依靠人力完成，使得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

且由于货物本身重量重，人力在搬运过程中极易发生危险，使得操作人员的人生安全得不

到保障。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专利申请号为CN201710622865.5、名称为一种翻转卸货

装置的发明专利，通过设置定位咬合机构、翻倒机构、龙门机构、行走机构来对排列紧密的

货物，例如袋装沙石、袋装粮食、方形箱体等相互之间间隙较小货物进行搬移，但是其移动

极其不便，对底层货物卸载不便，使得市场利用率低，因此，设计一种新的卸货机构来解决

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鹰爪式卸货机，该卸货装置

结构巧妙，对排列紧密的货物能有效卸载，解放人力，降低在卸载过程中的危险性，同时该

机器可以固定到其他行走机器如仓库叉车等机器上，实现机电一体化，使其市场利用率高，

有利于该卸货机在该领域的推广及应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包括抓取

装置、横向移动装置及纵向伸缩装置，所述抓取装置包括抓取咬合机构和抓取移动机构，所

述抓取咬合机构安装于所述抓取移动机构上；所述抓取咬合机构包括咬合器、顶齿及支撑

柱，两个所述支撑柱分别设于所述顶齿两侧，所述顶齿固设于所述支撑柱。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咬合器包括咬合器上部与咬合器下部，所述咬

合器包括咬合齿、上端第一连接件、上端第二连接件、下端第一连接件、下端第二连接件、下

端第三连接件、上端中心轴、下端中心轴、焊接定位件、定位套筒、减摩套筒、固定长销、固定

中销、固定短销、固定组件、内支撑、外支撑、连杆、液压缸缸筒、液压缸活塞杆及液压缸端

盖，所述减摩套筒固设于所述内支撑与外支撑上，所述咬合器上部按咬合齿、定位套筒、上

端第一连接件、焊接定位件、定位套筒、上端第二连接件、上端第二连接件及定位套筒的顺

序依次组装并安装于所述上端中心轴上，外支撑、咬合齿、内支撑及上端第一连接件通过固

定短销连接，所述液压缸缸筒通过固定中销安装于两个上端第二连接件之间，所述连杆通

过固定中销固定中销安装于上端第一连接件和上端第二连接件之间。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咬合器下部按下端第一连接件、定位套筒、下端

第二连接件、定位套筒、下端第三连接件、下端第三连接件、定位套筒、下端第二连接件、定

位套筒的顺序依次安装于下端中心轴上，下端第二连接件、连杆、下端第三连接件、液压缸

活塞杆、下端第三连接件、连杆及下端第二连接件通过固定长销连接，外支撑、下端第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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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内支撑及下端第二连接件通过固定短销连接。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外支撑与货物接触表面处两侧为锯齿状。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抓取移动机构包括直线导轨、滑块、移动螺母、

丝杆、丝杆上支撑件、丝杆下支撑件、卸荷板、侧板、上支撑板、下支撑板、联轴器、电机座、伺

服电机、立式支撑板、横梁及定位板，所述侧板与立式支撑板均为两个，所述上支撑板位于

两个支撑柱的上端，所述下支撑板安装于两个支撑柱的下端，所述电机座安装于所述上支

撑板上，所述伺服电机安装于所述电机座上且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依次连接联轴器与丝杆；

所述丝杆上支撑件安装于所述定位板，所述定位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横梁，所述横梁两个

侧面通过两个侧板分别与两个支撑柱连接，所述横梁的下表面通过两个立式支撑板与下支

撑板相连；所述丝杆下支撑件设于所述丝杆下端，并通过螺栓与所述下支撑板固连；所述移

动螺母套装于所述丝杆外，所述卸荷板设于内支撑与移动螺母之间且卸荷板两侧与滑块连

接，所述滑块安装于直线导轨，所述直线导轨竖直安装于所述支撑柱。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横向移动装置包括水平内臂、水平外臂、水平伸

缩液压缸缸筒、水平伸缩液压缸端盖、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活塞杆T型套、推力轴、固定

套筒、减摩支撑、扭转衔接件a、绳索扣及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为两块，所述活塞杆T型套安装

于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上，并通过所述推力轴与固定套筒与水平内臂相连；所述减摩支

撑包括保持架和滚子，所述保持架开设保持架凹槽，所述滚子填充于所述保持架凹槽内，且

保持架固设于所述水平内臂下表面上，水平内臂设于所述水平外臂内，水平外臂通过两个

连接板与扭转衔接件a螺栓连接，水平伸缩液压缸缸筒安装于扭转衔接件a上。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滚子为圆形。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纵向伸缩装置包括纵向内柱、纵向外柱、立式液

压缸缸筒、立式液压缸端盖、立式液压缸活塞杆、纵向活塞杆T型套、纵向推力轴、纵向固定

套筒、纵向减摩支撑及扭转衔接件b；所述纵向活塞杆T型套安装于所述立式液压缸活塞杆

上，并通过纵向推力轴和纵向固定套筒与纵向内柱相安装；所述纵向减摩支撑包括纵向保

持架和滚子，所述纵向保持架开设纵向保持架凹槽，所述纵向滚子填充于所述纵向保持架

凹槽内，且所述纵向保持架固设于所述纵向内柱两表面上；所述纵向内柱设于纵向外柱内；

纵向内柱与扭转衔接件b螺栓连接，立式液压缸缸筒安装于纵向外柱上。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纵向内柱上端开有圆孔，通过钢丝绳与所述绳

索扣连接。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法兰轴与扭转伺服电机；所述扭转衔接件a和

扭转衔接件b通过法兰轴螺栓连接，法兰轴与扭转伺服电机连接，扭转伺服电机通过电机座

固设于纵向外柱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的鹰爪式卸货机，在卸载过程只

需调整横向移动装置和纵向伸缩装置到合适的位置，当顶齿探索到货物位置，顶入货物上

下缝隙，咬合液压元件开始工作将货物咬合固定，再利用横向移动装置和纵向伸缩装置将

货物转移到其他位置，抓取咬合机构松开，货物利用自重从顶齿上滑落，实现平稳卸载，该

卸载方式有效的对排列紧凑质量沉重的货物进行卸载，解决了现有卸载过程中叉车等机构

无从下手的难题，提高卸载效率，降低卸载人工成本，有利于该卸货机在市场上的推广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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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顶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中咬合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4中A处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6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中咬合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上部连接示意图；

[0023] 图8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下部连接示意细节图；

[0024] 图9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咬合器的结构剖视图；

[0025] 图10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纵向伸缩装置上端安装剖视图；

[0026] 图11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抓取咬合机构的后视图；

[0027] 图12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纵向伸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3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纵向伸缩装置的结构剖视图；

[0029] 图14是实施例中鹰爪式卸货机的纵向减摩支撑局部细节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如图1至14所示所示，一种鹰爪式卸货机，包括抓取装置1、横向移动装置2

及纵向伸缩装置3，通过横向移动装置2和纵向伸缩装置3将抓取装置1平移到特定空间位

置，上述抓取装置1包括抓取咬合机构和抓取移动机构，上述抓取咬合机构安装在上述抓取

移动机构上；上述抓取咬合机构包括咬合器104、顶齿105及支撑柱103，两个上述支撑柱103

分别设在上述顶齿105两侧，上述顶齿105强度高，短小且设有锯齿条纹，起到对货物的定位

以及支撑作用，并通过螺栓等固定连接方式将顶齿105固设在在上述支撑柱103上。

[0032] 咬合器104包括咬合器上部与咬合器下部，上述咬合器包括咬合齿104A、上端第一

连接件104C、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下端第一连接件104L、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下端第三

连接件104J、上端中心轴104E、下端中心轴104P、焊接定位件104B、定位套筒104M、减摩套筒

104O、固定长销104G3、固定中销104G2、固定短销104G1、固定组件、内支撑104N、外支撑

104H、连杆104I、液压缸缸筒104F-1、液压缸活塞杆104F-2及液压缸端盖104F-3，上述减摩

套筒104O固设在上述内支撑104N与外支撑104H上，上述咬合器上部按咬合齿104A、定位套

筒104M、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焊接定位件104B、定位套筒104M、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上端

第二连接件104D及定位套筒104M的顺序依次组装并安装在上述上端中心轴104E上，外支撑

104H、咬合齿104A、内支撑104N及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通过固定短销104G1连接，上述液压

缸缸筒104F-1通过固定中销104G2安装于两个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之间，上述连杆104I通

过固定中销固定中销104G2安装于上端第一连接件104C和上端第二连接件104D之间。

[0033] 咬合器下部按下端第一连接件104L、定位套筒104M、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定位套

筒104M、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定位套筒104M、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

定位套筒104M的顺序依次安装在下端中心轴104P上，下端第二连接件104K、连杆104I、下端

第三连接件104J、液压缸活塞杆104F-2、下端第三连接件104J、连杆104I及下端第二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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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K通过固定长销104G3连接，外支撑104H、下端第一连接件104L、内支撑104N及下端第二

连接件104K通过固定短销104G1连接。

[0034] 外支撑104H与货物接触表面处两侧为锯齿状，增大与货物间的摩擦力，降低货物

在搬离过程中脱落的概率。

[0035] 抓取移动机构包括直线导轨118、滑块119、移动螺母111、丝杆112、丝杆上支撑件

114、丝杆下支撑件110、卸荷板120、侧板108、上支撑板102、下支撑板107、联轴器115、电机

座109a、伺服电机101、立式支撑板113、横梁117及定位板116，上述侧板108与立式支撑板

113均为两个，上述上支撑板102位于两个支撑柱103的上端，上述下支撑板107安装于两个

支撑柱103的下端，上述电机座109a安装于上述上支撑板102上，上述伺服电机101安装于上

述电机座109a上且伺服电机101的输出轴依次连接联轴器115与丝杆112；上述丝杆上支撑

件114安装于上述定位板116，上述定位板116通过螺栓连接上述横梁117，上述横梁117的两

个侧面通过两个侧板108分别与两个支撑柱103连接，上述横梁117的下表面通过两个立式

支撑板113与下支撑板107相连，立式支撑板113在纵向上起到支撑作用，上述丝杆下支撑件

110设在上述丝杆112下端，用于支撑丝杆112下部分，并通过螺栓与上述下支撑板107固连

即通过螺栓将丝杆112固定在下支撑板107上，上述移动螺母111套装在上述丝杆112外，上

述卸荷板120安装在内支撑104N与移动螺母111之间且卸荷板120两侧与滑块119连接，上述

滑块119安装于直线导轨118，上述直线导轨118竖直安装在上述支撑柱103上，丝杆112在其

过程中起升降作用，直线导轨118的用以支撑滑块119，便于滑块119在其上滑动。

[0036] 抓取移动机构动作时时，通过伺服电机101的驱动作用，带动丝杆112转动，从而通

过移动螺母111带同咬合器上下移动至合适的位置，之后在液压元件驱动的作用下，咬合器

实现咬合动作，将货物咬合。

[0037] 横向移动装置2包括水平内臂201、水平外臂209、水平伸缩液压缸缸筒205-1、水平

伸缩液压缸端盖205-2、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205-3、活塞杆T型套204a、推力轴202a、固定

套筒203a、减摩支撑206a、扭转衔接件a211、绳索扣207及连接板210，上述连接板210为两

块，上述活塞杆T型套204a安装在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205-3上，并通过上述推力轴202a

与固定套筒203a与水平内臂201相连；上述减摩支撑206a包括保持架206a1和滚子206a2，上

述保持架206a1开设保持架凹槽，上述滚子206a2为圆形，上述滚子206a2填充在上述保持架

凹槽内，且保持架206a1固设在上述水平内臂201下表面上，构成减磨结构。

[0038] 水平内臂201设在上述水平外臂209内，水平外臂209通过两个连接板210与扭转衔

接件a211螺栓连接，水平伸缩液压缸缸筒205-1安装在扭转衔接件a211上，通过水平伸缩液

压元件的伸缩作用，水平伸缩液压缸活塞杆205-3带动水平内臂201进行伸缩，此时水平内

臂201与水平外臂209之间依靠减摩支撑206a的滚子206a2减小摩擦，动作流畅，绳索扣207

焊接在水平外臂209上。

[0039] 纵向伸缩装置3包括纵向内柱301、纵向外柱302、立式液压缸缸筒303-1、立式液压

缸端盖303-2、立式液压缸活塞杆303-3、纵向活塞杆T型套204b、纵向推力轴202b、纵向固定

套筒203b、纵向减摩支撑206b及扭转衔接件b212；上述纵向活塞杆T型套204b安装于上述立

式液压缸活塞杆303-3上，并通过纵向推力轴202b和纵向固定套筒203b与纵向内柱301相安

装；上述纵向减摩支撑206b包括纵向保持架206b1和滚子206b2，上述纵向保持架206b1开设

纵向保持架凹槽，上述纵向滚子206b2填充在上述纵向保持架凹槽内，且上述纵向保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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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b1固设于上述纵向内柱301两表面上；上述纵向内柱301设于纵向外柱302内；纵向内柱

301与扭转衔接件b212螺栓连接，立式液压缸缸筒303-2安装于纵向外柱302上，通过纵向伸

缩液压元件的伸缩作用，立式液压缸活塞杆303-3带动纵向内柱301进行伸缩，此时纵向内

柱301与纵向外柱302之间依靠纵向减摩支撑206b的纵向滚子206b2减小摩擦，动作流畅。

[0040] 纵向内柱301上端开有圆孔，通过钢丝绳208与上述绳索扣207连接，加强悬臂支撑

梁的稳定性。

[0041] 纵向伸缩装置3还包括法兰轴213与扭转伺服电机；上述扭转衔接件a211和扭转衔

接件b212通过法兰轴213螺栓连接，法兰轴213与扭转伺服电机连接，扭转伺服电机通过电

机座109b固设在纵向外柱302上。

[0042] 纵向外柱302可以安装到小型的运载车上，实现整个卸货机与其他机器的衔接，以

扩大卸货机的应用范围，有利于卸货机在市场上的推广及应用。

[0043] 本实施例中的鹰爪式卸货机解决了卸载货物时操作空间小的问题，卸载时需要人

力卸载的难题，卸载过程只需调整横向移动装置2和纵向伸缩装置3到合适的位置，当顶齿

105探索到货物位置，顶入货物上下缝隙，咬合液压元件开始工作将货物咬合固定，再利用

横向移动装置2和纵向伸缩装置3将货物转移到其他位置，咬合机构松开，货物利用自重从

顶齿105上滑落，实现平稳卸载，该卸载方式有效的对排列紧凑质量沉重的货物进行卸载，

解决了现有卸载过程中叉车等机构无从下手的难题，提高卸载效率，降低卸载人工成本，有

利于该卸货机在市场上的推广及应用。

[004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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