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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以布置左右两个互不干

涉的码垛空间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应用该装置

的码垛机及码垛方法。这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包

括有进料横向输送机构，其特征在于：进料横向

输送机构的一侧设有过渡横向输送机构，所述过

渡横向输送机构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之间输送

衔接，过渡横向输送机构的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

送机构，出料纵向输送机构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之间输送衔接，出料纵向输送机构的一侧与进料

横向输送机构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出料纵向

输送机构的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这种物料

码垛输送装置能将纸箱的横向输送转变成纵向

输送，从可以获得左右两个互不干涉的码垛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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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包括有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横向

输送机构（10）的一侧设有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与进料横向

输送机构（10）之间输送衔接，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

（14），所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之间输送衔接，所述出料纵向

输送机构（14）的一侧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7），所述出料纵向

输送机构（14）的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通过第一输送带机构（11）实现输送衔接，所述第一输送

带机构（11）包括有第一输送带（110），所述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包括有多个进料输送辊

（100），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包括有多个过渡输送辊（120），所述第一输送带（100）从

两个进料输送辊（100）之间延伸到两个过渡输送辊（120）之间，所述第一输送带机构（11）与

驱动第一输送带机构（11）上下升降的第一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与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之间通过第二输送带机构（13）实现输送衔接，所述第二输送

带机构（13）包括有第二输送带（130），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包括有多个过渡输送辊

（120），所述第二输送带（130）位于两个过渡输送辊（120）之间，所述第二输送带机构（13）与

驱动第二输送带机构（13）上下升降的第二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

4.一种物料码垛机，包括有码垛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械手（2）的前方设有

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所述码垛机械手（2）可将出料纵向输送机

构（10）上的物料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物料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械手（2）安装在横向滑

座（3）上，所述横向滑座（3）滑动设置在横向导轨（4）上，所述横向滑座（3）与驱动横向滑座

（3）移动的横向动力源（5）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物料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械手（2）包有机座（21）、

大臂（22）、小臂（23）以及吸具（20），所述大臂（22）的下端铰接在机座（21）上并与第一动力

源（220）传动连接，所述大臂（22）的上端与小臂（23）铰接，所述小臂（23）的一端与吸具座

（24）铰接，所述吸具（20）连接在吸具座（24）上，所述小臂（23）的另一端与传动连杆（29）的

一端铰接，所述传动连杆（29）的另一端与传动臂（290）铰接，所述传动臂（29）铰接在机座

（21）上并与第二动力源（230）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物料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21）上连接有下连接臂

（210），所述下连接臂（210）与下平行连杆（28）的一端铰接，所述下平行连杆（28）的另一端

与三角连接件（25）的第一角铰接，所述三角连接件（25）的第二角铰接在小臂（23）上，所述

三角连接件（25）的第三角与上平行连杆（26）的一端铰接，所述上平行连杆（26）的另一端与

吸具座（24）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物料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具（20）为海绵真空吸具。

9.一种物料码垛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S1、将物料放置在进料横向输送机构

（10）上，由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对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2、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一侧设

有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将物料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由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对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3、在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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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将物料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

（14），由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对物料进行纵向输送；s4、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一侧与

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7），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另一侧具有

第二码垛空间（8），码垛机械手（2）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的物料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

（7）与第二码垛空间（8）。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物料码垛方法，其特征在于：物料通过机械推送或者机械传

送的方式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物料通过机械推送或者

机械传送的方式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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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应用该装置的码垛机及码垛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药物纸盒包装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将药物纸盒装箱后进行码垛的

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应用该装置的码垛机及码垛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纸盒（比如药盒或者其他小型纸盒）经捆扎打包后装入纸箱内，目前纸盒的捆

扎由纸盒捆扎机完成，之后就由人工进行装箱。为了能实现自动化装盒，申请人设计一种全

自动纸盒装箱设备。纸盒经全自动纸盒装箱设备的装箱后，就需要进行码垛，然后通过叉车

运走。现有普通的码垛方式就是通过一个输送机构将物料横向输出来（全自动纸盒装箱设

备的出料方向就是横向），然后通过码垛机械手将纸箱进行码垛，然而这种方式只能将纸箱

码垛到输送机构的前端。如图  所示，如果在输送机构的前端布置左右两个码垛空间，那么

码垛机械手在左边码垛空间垛满的情况下无法过渡到右边的码垛空间（左边码垛空间的箱

子会干涉码垛机械手过渡到右边码垛空间），因此只能等左边码垛空间的纸箱被叉车运走

后才能继续，很显然，这种方式是不连续的，直接影响效率，如果全自动纸盒装箱设备设计

成连续出料，那么这种码垛方式就无法进行正常匹配。如果在输送机构的前端布置前后两

个码垛空间，那么叉车需要从前侧运走前侧码垛空间的纸箱，从后侧运走后侧码垛空间的

纸箱，对于叉车来说，这样方式是很不方便的，而且需要在后侧腾出很大的空间给叉车通过

与调整，对于寸土寸金的厂房来说，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创新提供了一种可以布置左右两个互不干涉的

码垛空间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应用该装置的码垛机及码垛方法。

[0004] 这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包括有进料横向输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横向输

送机构的一侧设有过渡横向输送机构，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之间输

送衔接，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的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所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与

过渡横向输送机构之间输送衔接，所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的一侧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之间

具有第一码垛空间，所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的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

[0005] 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之间通过第一输送带机构实现输送

衔接，所述第一输送带机构包括有第一输送带，所述进料横向输送机构包括有多个进料输

送辊，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包括有多个过渡输送辊，所述第一输送带从两个进料输送辊

之间延伸到两个过渡输送辊之间，所述第一输送带机构与驱动第一输送带机构上下升降的

第一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

[0006] 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与出料纵向输送机构之间通过第二输送带机构实现输送

衔接，所述第二输送带机构包括有第二输送带，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包括有多个过渡输

送辊，所述第二输送带位于两个过渡输送辊之间，所述第二输送带机构与驱动第二输送带

机构上下升降的第二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2173739 A

4



[0007] 这种物料码垛机，包括有码垛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械手的前方设有如

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所述码垛机械手可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上

的物料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与第二码垛空间。

[0008] 所述码垛机械手安装在横向滑座上，所述横向滑座滑动设置在横向导轨上，所述

横向滑座与驱动横向滑座移动的横向动力源传动连接。

[0009] 所述吸具为海绵真空吸具。

[0010] 这种物料码垛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S1、将物料放置在进料横向输送机

构上，由进料横向输送机构对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2、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一侧设有过渡横向

输送机构，将物料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由过渡横向输送机构对

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3、在过渡横向输送机构的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将物料从过渡

横向输送机构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由出料纵向输送机构对物料进行纵向输送；s4、出

料纵向输送机构的一侧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出料纵向输送机构的

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码垛机械手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上的物料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

与第二码垛空间。

[0011] 物料通过机械推送或者机械传送的方式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输送到过渡横向输

送机构，物料通过机械推送或者机械传送的方式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

机构。

[0012]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物料码垛输送装置能将纸箱的横向输送转变成纵向输送，

从可以获得左右两个互不干涉的码垛空间，而应用该装置的码垛机能将纸箱堆放在这两个

码垛空间。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码垛机的立体图；

图2为码垛机的俯视图；

图3为物料码垛输送装置的俯视图；

图4为码垛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码垛机械手的主视图；

图6为码垛机械手的平行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所示，这种物料码垛机包括有码垛机械手2与物料码垛输送装置，物料码垛

输送装置位于码垛机械手2的前方，如图2所示，纸箱1通过物料码垛输送装置输送过来，码

垛机械手2就将纸箱1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纸箱在第一码垛空间7完成

码垛后，码垛机械手2就来到第二码垛空间8继续码垛，而第一码垛空间7内的纸箱就通过叉

车运走。

[0015] 如上面所述，物料码垛机具有两个互不干涩的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

为了形成这样空间布局，本发明提高了一种独特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如图2与3所示，这种

物料码垛输送装置包括有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的一侧设有过渡横向

输送机构12，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输送衔接，而在过渡横向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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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机构12的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该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

之间输送衔接，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一侧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

7，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8。

[0016] 通过上述结构的物料码垛输送装置，纸箱1从横向输送变成纵向输送，最终来到出

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而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左边具有第一码垛空间7，右边具有第二码垛

空间8，这样码垛机械手2就可以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的纸箱A先码垛在第一码垛空间

7，第一码垛空间7堆满后，码垛机械手2又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的纸箱1码垛在第二码

垛空间8，由于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是分布在出料点的两边，因此码垛机械手2

从一个码垛空间过渡到另一个码垛空间不会发生干涉，码垛机械手2可以实现连续工作。同

时，由于这样的码垛空间布局，纸盒装箱设备的出料方向与物料码垛机的两个码垛空间就

在同一条横线上，整机只是在横向上加长，这完全符合整机设计规范，而叉车只需要在物料

码垛机的前侧操作即可，无需绕到背后，大大方便了叉车运输。

[0017] 如上面所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之间输送衔接，即进料

横向输送机构10上的纸箱1可以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上。纸箱1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

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上的方式比较多：比如通过气缸驱动推板将纸箱1从进料横

向输送机构10推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上；比如在上方设置输送带，输送带上沿带长方

向等分设有多个推块，输送带沿纵向传动，纸箱来到推块前，就通过输送带的传动，推块就

能推着纸箱1来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上；比如设置机械手，将纸箱1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

10上移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上。

[0018] 不过上面几种方式结构不是很紧凑，会占用较大的空间，而且成本较高。为此，本

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通过第一输送带机构11实现输送衔接的方式，如图3所示，第一输送带机

构11包括有第一输送带110，而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包括有多个进料输送辊100，过渡横向

输送机构12包括有多个过渡输送辊120，第一输送带110就从两个进料输送辊100之间延伸

到两个过渡输送辊120之间，第一输送带机构11与驱动第一输送带机构11上下升降的第一

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当纸箱1进入到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上后，第一升降动力源驱动第一

输送带机构11上升，这样第一输送带110就托起纸箱1，同时第一输送带110将纸箱输送到过

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上方，然后第一升降动力源驱动第一输送带机构11下降，这样纸箱1就

至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过渡输送辊120上，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通过其过渡输送辊120

将纸箱1往前输送。

[0019] 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与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之间输送衔接，即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上的纸箱1可以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纸箱1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输送到出料

纵向输送机构14上的方式也比较多，其跟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上的方式相同，这里不再重复描述。

[0020]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与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之间通过第二

输送带机构13实现输送衔接，第二输送带机构13包括有第二输送带130，过渡横向输送机构

12包括有多个过渡输送辊120，第二输送带130位于两个过渡输送辊120之间，第二输送带机

构13与驱动第二输送带机构13上下升降的第二升降动力源传动连接。当纸箱1进入到过渡

横向输送机构12的末端，第二升降动力源驱动第二输送带机构13上升，这样第二输送带130

就托起纸箱1，同时第二输送带130将纸箱1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前端，然后第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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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动力源驱动第二输送带机构13下降，这样纸箱1就至于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出料纵向

输送机构14将纸箱1进行纵向输送。

[0021] 如上面所述，纸箱通过码垛机械手2码垛起来，为了使码垛机械手2能够具有较大

的移动范围，如图4所示，码垛机械手2安装在横向滑座3上（码垛机械手2为普通机械手，比

如库卡关节型机器人），横向滑座3滑动设置在横向导轨4上，横向滑座3与驱动横向滑座3移

动的横向动力源5传动连接。通过横向动力源5的驱动，横向滑座3载着码垛机械手2横向移

动，码垛机械手2才能在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之间移动。当然，也可以采用动作

范围较大的机械手，这样就可以不用安装横向滑座3与横向导轨4。

[0022] 如图4与图5所示，这种码垛机械手2包有机座21、大臂22、小臂23以及吸具20，大臂

22的下端铰接在机座21上并与第一动力源220传动连接，大臂22的上端与小臂23铰接，小臂

23的一端与吸具座24铰接，吸具20连接在吸具座24上，小臂23的另一端与传动连杆29的一

端铰接，所述传动连杆29的另一端与传动臂290铰接，传动臂29铰接在机座21上并与第二动

力源230传动连接。第一动力源220驱动大臂22绕其铰接点转动，第二动力源230驱动与传动

臂290转动，传动臂290通过传动连杆29拉动小臂23绕其铰接点转动，通过这种结构传动，吸

具20就能实现上下前后移动，从而吸取纸箱1，再通过码垛机械手2在横向导轨4上移动，码

垛机械手2就能在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进行码垛。

[0023] 另外，为了使吸具座24始终保持水平，如图5所示，本发明在保持机座21上连接有

下连接臂210，下连接臂210与下平行连杆28的一端铰接，下平行连杆28的另一端与三角连

接件25的第一角铰接，三角连接件25的第二角铰接在小臂23上，三角连接件25的第三角与

上平行连杆26的一端铰接，上平行连杆26的另一端与吸具座24铰接。如图6所示，吸具座24

与小臂23的铰接点到上平行连杆26与吸具座24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1；上平行连杆26与三角

连接件25的铰接点到三角连接件25与小臂23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2；上平行连杆26与吸具座

24的铰接点到上平行连杆26与三角连接件25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3；吸具座24与小臂23的铰

接点到三角连接件25与小臂23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4；三角连接件25与小臂23的铰接点到大

臂22与机座21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5；三角连接件25与下平行连杆28的铰接点到下平行连杆

28与下连接臂210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6；三角连接件25与小臂23的铰接点到三角连接件25

与下平行连杆28的铰接点的距离为K7；大臂22与机座21的铰接点到下连接臂210与下平行

连杆28的铰接点的距离K8。只要满足K1=K2  ，K3=K4  ，K5=K6  ，K7=K8，就能保证吸具座24与

吸具20始终保持平行。

[0024]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码垛机械手2的吸具20为海绵真空吸具。海绵真空吸具能更稳

定地吸住纸箱1，防止纸箱1掉落。

[0025] 基于这种物料码垛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物料码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将物

料放置在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上，由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对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2、进料横

向输送机构10一侧设有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将物料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

向输送机构12，由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对物料进行横向输送；S3、在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

一侧设有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将物料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

14，由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对物料进行纵向输送；s4、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一侧与进料横

向输送机构10之间具有第一码垛空间7，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的另一侧具有第二码垛空间

8，码垛机械手7将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上的物料移放到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2173739 A

7



通过上述码垛方法，纸箱1便能在第一码垛空间7与第二码垛空间8码垛起来，并且码垛机械

手2能实现连续工作。

[0026] 物料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的方法很多，可以通过机

械推送或者机械传送的方式从进料横向输送机构10输送到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两者方法

都能实现，具体见上面所述的输送衔接方式。物料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输送到出料纵向

输送机构14的方法也很多，可以通过机械推送或者机械传送的方式从过渡横向输送机构12

输送到出料纵向输送机构14，两者方法都能实现，具体见上面所述的衔接方式。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2173739 A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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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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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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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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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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