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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分拣设备，包括上包模

块、集包模块、输送模块、识别模块以及控制器，

所述输送模块包括多个依次配合的输送单元，所

述输送单元具有输入端、输出端和分拣端，上一

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入

端对接，所述输送单元的分拣端与所述集包模块

对接，所述输送单元包括传输机构和驱动机构，

所述传输机构在所述驱动机构的驱动下可以朝

输出端和分拣端两个方向输送货物。本申请分拣

设备的输送模块本身作为输送线，不需要环形轨

道，减小占地面积，降低成本，能够适应任意不规

则形状的场地，同时可实现设备快速、批量化生

产及组装，一旦其中一个输送单元出现问题，可

以快速实现输送单元的安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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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拣设备，包括上包模块、集包模块、输送模块、识别模块以及控制器，所述识别

模块用于识别待分拣货物的信息以及判断待分拣货物的本身属性，并将所述待分拣货物的

信息和所述待分拣货物的本身属性反馈到控制器；所述上包模块用于将经过识别模块处理

后的待分拣货物输送到输送模块；所述输送模块用于将来自上包模块的待分拣货物输送至

对应的集包模块；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分拣设备的各个模块进行整体工作；所述集包

模块用于收集分拣后的货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模块包括多个依次配合的输送单元，所

述输送单元具有输入端、输出端和分拣端，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

输入端对接，所述输送单元的分拣端与所述集包模块对接，所述输送单元包括传输机构和

驱动机构，所述传输机构在所述驱动机构的驱动下可以朝输出端和分拣端两个方向输送货

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机构为皮带，所述驱动机

构包括机架、主动辊筒、从动辊筒以及电机，所述主动辊筒和所述从动辊筒转动安装在所述

机架上，所述主动辊筒平行于所述从动辊筒，所述皮带绕设在所述主动辊筒和所述从动辊

筒的外周，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主动辊筒转动，从而带动传输机构朝两个方向输送货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直接驱动所述主动辊筒转

动；或者是，所述电机通过传动带或传动齿轮驱动所述主动辊筒转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机构还可以为链条、斜轮、

滚筒、摆臂挡板以及蜂窝带中的任意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模块还包括延长输送机

构，所述延长输送机构设置在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输送单元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

端通过所述延长输送机构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入端对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模块还包括功能性设备，

所述功能性设备设置在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输送单元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通过

所述功能性设备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入端对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识别模块还包括设置在每个所

述输送单元上的检测单元，所述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待分拣货物在输送单元上的通行情况。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单元为红外线感应器、激

光感应器、电磁波感应器以及超声波感应器中的任意一种。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单元的输出端在水平方向

上，可以与输入端平齐，也可以高于输入端。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拣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单元中与输入端相对应

的一端是挡板端，所述挡板端设有挡板，所述挡板用于防止货物滑落出所述输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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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拣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流输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分拣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主流的自动输送机常常需要一条短则40-50米，长则150-200米的机械传输

线，如图1所示，传输线包括环形轨道100和三个以上串联在一起的小车200，小车200通过环

形轨道100的约束按照环形轨道的轨迹做环形运动，这种传输线占地面积大(动辄几千平方

米以上)，且设备庞大、结构复杂，很难实现模块化，不仅生产安装周期长，而且制造成本较

高；由于设备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设备对场地要求也会很高，场地不规则、面积较小的企

业均无法安装这种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分拣设备，克服至少一个不足。

[0004]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分拣设备，包括上包模块、集包模块、输送模块、识别模块以及控制器，所述识

别模块用于识别待分拣货物的信息以及判断待分拣货物的本身属性，并将上述这些信息反

馈到控制器；所述上包模块用于将经过识别模块处理后的待分拣货物输送到输送模块；所

述输送模块用于将来自上包模块的待分拣货物输送至对应的集包模块；所述控制器用于控

制所述分拣设备的各个模块进行整体工作；所述集包模块用于收集分拣后的货物；所述输

送模块包括多个依次配合的输送单元，所述输送单元具有输入端、输出端和分拣端，上一个

输送单元的输出端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入端对接，所述输送单元的分拣端与所述集包模

块对接，所述输送单元包括传输机构和驱动机构，所述传输机构在所述驱动机构的驱动下

可以朝输出端和分拣端两个方向输送货物。

[0006] 本申请所述的对接并不限定为直接接触，两个对接的输送单元之间通常具有间

隙，通过对接，能够实现一个输送单元上的货物可以输送至另一个输送单元上。

[0007] 实际运用时，上包模块还可以具有称重功能，通过设置具有测量物体重量的传感

器实现。

[0008] 优选的，所述传输机构为皮带，所述驱动机构包括机架、主动辊筒、从动辊筒以及

电机，所述主动辊筒和所述从动辊筒转动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主动辊筒平行于所述从

动辊筒，所述皮带绕设在所述主动辊筒和所述从动辊筒的外周，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主

动辊筒转动，从而带动所述传输机构朝两个方向输送货物。

[0009] 优选的，所述电机直接驱动所述主动辊筒转动；或者是，所述电机通过传动带或传

动齿轮驱动所述主动辊筒转动。

[0010] 优选的，所述传输机构还可以为链条、斜轮、滚筒、摆臂挡板以及蜂窝带中的任意

一种。

[0011] 优选的，所述输送模块还包括延长输送机构，所述延长输送机构设置在任意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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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所述输送单元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通过所述延长输送机构与下一个输送

单元的输入端对接。所述延长输送机构的设置使所述输送单元之间的配合更加灵活。实际

运用时，所述延长输送机构的数量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0012] 优选的，所述输送模块还包括功能性设备，所述功能性设备设置在任意相邻的两

个所述输送单元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通过所述功能性设备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

输入端对接。

[0013] 实际运用时，所述功能性设备可以为清洗机、打印机或打包机等等。

[0014] 优选的，所述识别模块还包括设置在每个所述输送单元上的检测单元，所述检测

单元用于检测待分拣货物在输送单元上的通行情况。

[0015] 优选的，所述检测单元为红外线感应器、激光感应器、电磁波感应器以及超声波感

应器中的任意一种。

[0016] 优选的，所述输送单元的输出端在水平方向上，可以与输入端平齐，也可以高于输

入端。

[0017] 优选的，所述输送单元中与所述输入端相对应的一端是挡板端，所述挡板端设有

挡板，所述挡板用于防止货物滑落出所述输送模块。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分拣设备的输送模块本身作为输送线，待分拣的货

物经过识别模块判断所属的集包口后，由上包模块输送至第一个输送单元，第一个输送单

元检测到货物到达后，向输出端输送货物，使货物到达第二个输送单元，第二个输送单元检

测到货物后，向输出端输送货物，使货物到达第三个输送单元，依次运动，直到货物到达所

属集包口，不需要环形轨道，减小占地面积，降低成本，能够适应任意不规则形状的场地，同

时可实现设备快速、批量化生产及组装，一旦其中一个输送单元出现问题，可以快速实现输

送单元的安装更换。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现有技术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分拣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分拣设备的俯视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输送单元的俯视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输送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输送单元带有延长输送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各附图标记为：100、环形轨道，200、小车，1、输送模块，11、输送单元，1101、输

入端，1102、输出端，1103、分拣端，1104、挡板端，1105、挡板，1106、机架，1107、皮带，1108、

主动辊筒，1109、从动辊筒，1110、电机，1111、传动带，1112、检测单元，12、延长输送机构，2、

上包模块，3、控制器，4、集包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详细描述。

[0027] 如图2和3所示，一种分拣设备，包括上包模块2、集包模块4、输送模块1、识别模块

(图中未示出)以及控制器3，识别模块用于识别待分拣货物的信息以及判断待分拣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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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属性，并将上述这些信息反馈到控制器3；上包模块2用于将经过识别模块处理后的待

分拣货物输送到输送模块1；输送模块1用于将来自上包模块2的待分拣货物输送至对应的

集包模块4；控制器3用于控制分拣设备的各个模块进行整体工作；集包模块4用于收集分拣

后的货物；输送模块1包括多个依次配合的输送单元11，输送单元11具有输入端1101、输出

端1102和分拣端1103，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1102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入端1101对

接，输送单元11的分拣端1103与集包模块4对接，输送单元11包括传输机构和驱动机构，传

输机构在驱动机构的驱动下可以朝输出端1102和分拣端1103两个方向输送货物。

[0028] 例如，上包模块2检测到了新的货物，并经控制器3和识别模块的识别判断后，判定

货物归属于某个集包口4，输送模块1运行过程如下：

[0029] 上包模块2向输送模块1输送货物，货物通过输入端1101掉落到第一个输送单元11

上，第一个输送单元11检测到货物到达后，向输出端1102输送货物，使货物到达第二个输送

单元11，第二个输送单元11检测到货物后，向输出端1102输送货物，使货物到达第三个输送

单元11，依次运动，直到货物到达所属集包口4。

[0030] 实际运用时，集包模块4可以为一个收集箱，也可以是其他的结构。实际运用时，上

包模块还可以具有称重功能，通过设置具有测量物体重量的传感器实现。

[0031] 如图4和5所示，传输机构为皮带1107，驱动机构包括机架1106、主动辊筒1108、从

动辊筒1109以及电机1110，主动辊筒1108和从动辊筒1109转动安装在机架1006上，且主动

辊筒1108平行于从动辊筒1109，皮带1107绕设在主动辊筒1108和从动辊筒1109的外周，电

机1110通过传动带1111驱动主动辊筒1108转动，从而带动传输机构朝输出端1102和分拣端

1103两个方向输送货物。

[0032] 于其他实施例中，电机1110通过传动齿轮驱动主动辊筒1108转动，或者是，电机

1110直接驱动主动辊筒1108转动。

[0033] 于其他实施例中，传输机构还可以为链条、斜轮、滚筒、摆臂挡板以及蜂窝带中的

任意一种。

[0034] 于其他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输送模块1还包括延长输送机构12，延长输送机构12

设置在任意相邻的两个输送单元11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通过延长输送机

构12与下一个输送单元11的输入端1101对接。延长输送机构12的设置使输送单元之间的配

合更加灵活。

[0035] 于其他实施例中，输送模块还可以包括功能性设备，功能性设备设置在任意相邻

的两个所述输送单元之间，上一个输送单元的输出端通过功能性设备与下一个输送单元的

输入端对接。功能性设备可以为清洗机、打印机或打包机等等。

[0036] 于本实施例中，识别模块还包括设置在每个输送单元11上的检测单元1112，检测

单元1112用于检测待分拣货物在输送单元11上的通行情况，检测单元1112为红外线感应

器。于其他实施例中，检测单元为激光感应器、电磁波感应器以及超声波感应器中的任意一

种。

[0037] 于本实施例中，检测单元1112设置在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的左右两侧，于其

他实施例中，检测单元1112可以设置在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的上下两侧或一侧，或者

设置在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和分拣端1103的左右(上下)一侧或两侧，或者检测单元

1112光幕覆盖整个输送模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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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于本实施例中，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在水平方向上高于输入端1101，这种设

计既有效地防止货物被卡住，也保证了输送模块1可以无限的延伸下去。于其他实施例中，

输送单元11的输出端1102可以与输入端1101平齐。

[0039] 于本实施例中，输送单元11中与输入端1101相对应的一端是挡板端1104，挡板端

1104设有挡板1105，挡板1105用于防止货物滑落出输送模块1。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

范围，凡是运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

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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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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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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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0675990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