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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

(57)摘要

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包括基台，X轴物

料输送装置，以及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述X轴物

料输送装置包括X轴物料输送机构，输送驱动机

构，物料抬升机构，以及抵顶机构。所述X轴物料

输送机构包括重叠设置的上、下物料输送装置。

所述抵顶机构用于间隔一定时间让X轴物料输送

装置上放置的物料进入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

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个第一上物料输送机

构，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

废料剔除机构，良品定位机构，以及载具推送机

构。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包括一条废料输送

通道，和一个良品输送通道。本物料选取输送装

置可以完成物料的废品与良品的自动选取，以及

载具的自动循环，而无需人工的参与，实现整个

机构的完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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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用于输送载有物料的载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选取输

送装置包括一个基台，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基

台上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一个X轴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在所

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一端的输送驱动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另一端的

物料抬升机构，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上的抵顶机构，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

构包括重叠设置的上、下物料输送装置，所述输送驱动机构驱动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沿

相反的方向的输送物料，所述物料抬升机构用于将来自下物料输送装置的物料输送到上物

料输送装置上，所述抵顶机构用于间隔一定时间让X轴物料输送装置上放置的物料进入所

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一个第一上物料输送机构，一个与该第一

上物料输送机构间隔设置的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

机构的正下方的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废料剔除

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良品定位机构，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

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载具推送机构，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以及第二下物料输送

机构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具有相同的结构，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包括一条废料

输送通道，和一个良品输送通道，所述废料剔除机构用于将载有废品的载具推入所述废料

输送通道，并让载有良品的载具进入所述良品输送通道，所述良品定位机构设置在所述良

品输送通道并用于对进入良品输送通道的载有良品的载具进行定位，所述载具推送机构设

置在所述废料输送通道并用于将进入废品输送通道的载具推送入所述良品输送通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包括

一条输送带，设置在所述输送带一端的驱动轴，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输送带另一端的从动

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顶机构设置在所述X轴

物料输送机构相对于所述物料抬升机构的另一端并包括一个设置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上

的基座，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气缸，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块，以及一个旋转设置

在所述滑块上的卡爪，所述气缸驱动所述滑块在所述基座上沿垂直于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

输送带的传输方向运动，所述滑块上设置有一个滑槽，所述滑槽的延伸方向与所述输送带

的传输方向平行，所述卡爪包括与所述基座连接枢轴，一个与所述滑槽滑动连接的滑杆，以

及一个设置相对于所述滑杆的另一端的手指，当所述卡爪绕所述枢轴旋转时所述手指卡接

所述载具或脱离与所述载具的抵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包括两个分

别设置在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的驱动轴上的驱动轮，一个设置在所述驱动轮之间的张

紧轮，以及一条穿设在所述驱动轮与张紧轮之间的双面皮带。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皮带的两侧设置有正

面传动齿与反面传动齿，所述双面皮带的正面传动齿与两个驱动轮中的一个驱动轮的第一

传动齿相耦合传动，所述双面皮带的反面传动齿与另一个驱动轮的第一传动齿相耦合传

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下放机构与物料抬升

机构具有相同的结构并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基板，一个设置在所述基板上的导轨

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导轨机构上的安装板，一个设置在所述安装板与上、下输送机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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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挡板，所述安装板在所述导轨机构上沿所述上、下输送机构的排列方向往复运动，所述挡

板固定设置在所述安装板上且沿所述上、下输送机构的排列方向上所述挡板的长度为上、

下输送机构的两个输送面之间的距离的两倍，所述挡板包括一个上挡板，一个下挡板，以及

一个设置在所述上、下挡板之间的出口，当所述出口与上输送机构的传送带对齐时，所述下

挡板挡在所述下输送机构的传送带上，当所述出口与下输送机构的传送带对齐时，所述上

挡板挡在所述上输送机构的传送带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的自由端的物料下放机构，所述物料下放机构位于所述良

品输送通道的未端并用于接收来自良品输送通道的载具。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还包括

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之间的拍照卡位机构，所述拍照卡位机构包括一

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横向驱动机构，一个由该横向驱动机构带动的纵向驱动机构，以及

一个设置在所述纵向驱动机构上的卡接叉。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顶机构设置在所述X轴

物料输送机构相对于所述物料抬升机构的另一端并包括一个设置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上

的基座，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气缸，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块，以及一个旋转设置

在所述滑块上的卡爪，所述气缸驱动所述滑块在所述基座上沿垂直于X轴物料输送机构。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机

构之间通过一个过渡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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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械自动加工设备领域中，当该自动化加工设备完成对机械零件的加工后，即

需要对该机械零件进行打包以送往下一个工站或下一个工厂进行组装或再加工，因为随着

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任何一个公司或工厂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成一个产品的所有零部

件的加工制造。因此当完成多个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后，特别是利用自动化加工设备完成多

个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后，对该零部件的打包与包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不然打包与

包装会成为整个制造流程的瓶颈，使得不能发挥自动化加工设备的优势。

[0003] 目前，在电子烟绕线机领域，当绕线机完成线圈的绕设后，对其线圈的打包都是由

一条输送带将线圈输送到打包机，然后由人工来将其放入打包机中进行打包，这样的模式

一是不能实现全自动化，浪费人力，二是由于人工的不稳定，有可能会使打包后的产品产生

变形而造成不良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完全实现自动化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以

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其包括一个基台，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X轴物料输送

装置，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一个X轴

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一端的输送驱动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

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另一端的物料抬升机构，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上的抵

顶机构。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包括重叠设置的上、下物料输送装置。所述输送驱动机构驱

动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沿相反的方向的输送物料。所述物料抬升机构用于将来自下物

料输送装置的物料输送到上物料输送装置上。所述抵顶机构用于间隔一定时间让X轴物料

输送装置上放置的物料进入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一个第一上

物料输送机构，一个与该第一上物料输送机构间隔设置的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

在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的正下方的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

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废料剔除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良品定位机

构，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载具推送机构。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

送机构以及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具有相同的结构。所述第二上

物料输送机构包括一条废料输送通道，和一个良品输送通道。所述废料剔除机构用于将载

有废品的载具推入所述废料输送通道，并让载有良品的载具进入所述良品输送通道。所述

良品定位机构设置在所述良品输送通道并用于对进入良品输送通道的载有良品的载具进

行定位。所述载具推送机构设置在所述废料输送通道并用于将进入废品输送通道的载具推

送入所述良品输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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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包括一条输送带，设置在所述输送带一端的驱

动轴，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输送带另一端的从动轴。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抵顶机构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相对于所述物料抬升机构

的另一端并包括一个设置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基座，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气缸，

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块，以及一个旋转设置在所述滑块上的卡爪，所述气缸驱动所

述滑块在所述基座上沿垂直于X轴物料输送机构的输送带的传输方向运动，所述滑块上设

置有一个滑槽，所述滑槽的延伸方向与所述输送带的传输方向平行，所述卡爪包括与所述

基座连接枢轴，一个与所述滑槽滑动连接的滑杆，以及一个设置相对于所述滑杆的另一端

的手指，当所述卡爪绕所述枢轴旋转时所述手指卡接所述载具或脱离与所述载具的抵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包括两个分别设置在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的驱

动轴上的驱动轮，一个设置在所述驱动轮之间的张紧轮，以及一条穿设在所述驱动轮与张

紧轮之间的双面皮带。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双面皮带的两侧设置有正面传动齿与反面传动齿，所述双面皮带

的正面传动齿与两个驱动轮中的一个驱动轮的第一传动齿相耦合传动，所述双面皮带的反

面传动齿与另一个驱动轮的第一传动齿相耦合传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物料下放机构与物料抬升机构具有相同的结构并包括一个设置在

所述基台上的基板，一个设置在所述基板上的导轨机构，一个设置在所述导轨机构上的安

装板，一个设置在所述安装板与上、下输送机构之间的挡板，所述安装板在所述导轨机构上

沿所述上、下输送机构的排列方向往复运动，所述挡板固定设置在所述安装板上且沿所述

上、下输送机构的排列方向上所述挡板的长度为上、下输送机构的两个输送面之间的距离

的两倍，所述挡板包括一个上挡板，一个下挡板，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上、下挡板之间的出

口，当所述出口与上输送机构的传送带对齐时，所述下挡板挡在所述下输送机构的传送带

上，当所述出口与下输送机构的传送带对齐时，所述上挡板挡在所述上输送机构的传送带

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的自由

端的物料下放机构，所述物料下放机构位于所述良品输送通道的未端并用于接收来自良品

输送通道的载具。

[0012] 进一步地，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还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

之间的拍照卡位机构，所述拍照卡位机构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上的横向驱动机构，一

个由该横向驱动机构带动的纵向驱动机构，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纵向驱动机构上的卡接

叉。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抵顶机构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相对于所述物料抬升机构

的另一端并包括一个设置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上的基座，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气缸，

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块，以及一个旋转设置在所述滑块上的卡爪，所述气缸驱动所

述滑块在所述基座上沿垂直于X轴物料输送机构。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之间通过一个过渡桥连接。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可以通过所述X轴物料输

送装置，以及Y轴物料输送装置，而该X轴物料输送装置与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垂直设置，

从而可以减小整台机构的占地面积。而且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具有所述物料抬升机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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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抵顶机构，使得载具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回流，而且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通过所述抵顶

机构所放行的载具的数量。而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由于使用两个间隔设置的第一、第二上

物料输送装置，从而可以当载具流经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装置之间时，由于没有动力

而可以保证其不动，从而有助于拍照机构进行对焦。同时由于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装置分

成废料输送通道和良品输送通道，从而可以在所述废料剔除装置的作用下将废品与良品分

开进入不同的通道，然后又在所述载具推送机构的作用下使得全部载具进入良品输送通

道，从而在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装置的作用下流回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从而完成物料的

废品与良品的自动选取，以及载具的自动循环，而无需人工的参与，实现整个机构的完全自

动化。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物料选取输送装置所使用到的载具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2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所具有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2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双面皮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2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物料抬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图2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抵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图1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所具有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图7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废料剔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图7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良品定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图7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载具推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图7的Y轴物料输送装置所具有的送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对本

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说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8] 如图2至图7所示，其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所述

物料选取输送装置首先用于输送载有物料的载具200，然后再对该载具200上的物料进行定

位、检测、夹取。如图1所示,所述载具200包括一个用于放置物料如电子烟线圈的物料孔

201,设置在四个角上的卡接位202,以及设置在所述侧壁上的插接位203。该载具200的使用

方法会在下面连同所述物料选取输送装置一起进行说明。所述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包括一个

基台10，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10上的X轴物料输送装置20，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10上的

Y轴物料输送装置30。可以想到的是，所述物料选取输送装置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模块，

如将上述各功能模块组装在一起的组装组件，电气连接组件，控制模块，用于对物料进行拍

照以检测其是否瑕疵的拍照装置，以及用于对其物料进行电阻检测的电阻检测装置等等，

其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习知的技术，在此不再一一详细说明。

[0029] 所述基台10用于设置上述的各个功能模块，以及用于收容各种电子设备等，使整

个机构能够正常工作，也便于用户操作或修理该，其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而设计，在此不再

赘述。当然，可以想到的是，所述基台10可以为整个绕线机构的基台，以协同整个绕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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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给予的任务。

[0030] 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20包括一个X轴物料输送机构21，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

输送机构21的一端的输送驱动机构22，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21的另一端的物

料抬升机构23，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21上的抵顶机构24。所述X轴物料输

送机构21包括重叠设置的上、下物料输送装置211、212。所述上、下物料输送装置211、212具

有相同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在此仅以所述上物料输送装置211为例来说明。所述上物料输送

装置211包括一条输送带213，设置在所述输送带213一端的驱动轴214，以及一个设置在所

述输送带另一端的从动轴215。所述输送带213为一个闭合传送带，其在所述驱动轴214所提

供的动力的作用下驱动所述输送带213传动，从而带动上面放置的载有物料的载具200进行

传输。所述从动轴215用于与所述驱动轴213一起配合以将所述输送带213张紧。所述输送驱

动机构22包括两个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驱动轴213上的驱动轮221，一个设置在所述驱动轮

221之间的张紧轮222，一个设置在X轴物料输送机构21的一侧的驱动电机223，以及一条穿

设在所述驱动电机223、张紧轮222，两个驱动轮221上的双面皮带224。所述驱动轮221固定

设置在所述驱动轴213上，以便当该驱动轮221旋转时可以带动所述驱动轴213旋转。两个驱

动轮221固定设置在所述驱动轴213上，且该驱动轮221上设置有多个第一传动齿225。所述

张紧轮222的中心与两个所述驱动轮221的中心之间的连线间隔设置，从而所述张紧轮222

可以提高所述双面皮带224的张紧力。所述张紧轮222上设置多个第二传动齿226。所述驱动

电机223包括一个动力输出轮227。所述动力输出轮227上设置有多个第三传动齿228。当然

可以想到的是，所述驱动电机223还包括一个驱动模块，该驱动模块用于驱动所述动力输出

轮227旋转。所述双面皮带224的两侧设置有正面传动齿229与反面传动齿220。所述双面皮

带224的正面传动齿229与两个驱动轮221中的一个驱动轮221的第一传动齿225相耦合传

动，反面传动齿220与另一个驱动轮221的第一传动齿225相耦合传动。所述双面皮带224的

反面传动齿220与另一个驱动轮221的第一传动齿225相耦合传动。同时，所述第二传动齿

226与所述正面传动齿229或反面传动齿220相耦合传动，所述第三传动齿228与所述正面传

动齿229或反而传动齿220相耦合传动。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双面皮带224的正面传动齿228

与上物料输送机构211上设置的驱动轮221的第一传动齿225传动，而反面传动齿220与下物

料输送机构212上设置的驱动轮221的第一传动齿225耦合传动。也因此，所述正面传动齿

228与第二、第三传动齿226、227耦合传动。从而通过一个驱动电机223即可以驱动所述上、

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进行传输，同时由于通过一个驱动电机223驱动，通过一个双面皮

带224传动，从而使得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的传输速度一致，有利于精确控制物

料输送的位置。所述物料抬升机构23设置在所述基台10上，并位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

212、213的沿其输送方向上的一端。可以想到的是，所述物料升降机构23应当具有两个，分

别位于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21与Y轴物料输送装置30的沿其输送方向上的一端。所述物料

升降机构23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10上的基板231，一个设置在所述基板231上的导轨机

构232，一个设置在所述导轨机构232上的安装板233，一个设置在所述导轨机构232与安装

板233之间的驱动装置234,一个设置在所述安装板233与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之间

的挡板235，一个设置在所述安装板233上的送料台236，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安装板233上

的送料机构237。所述基板231固定在所述基台10上，并沿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

的排列方向设置。所述导轨机构232设置在所述基板231上并包括一个导轨2321，和一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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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所述导轨2321上的滑块2322。所述导轨机构232本身为一个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所述安装板233设置在所述安装板233的滑块2322并随该滑块2322一起滑动。所述安装板

233的结构及尺寸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在此不再详细说明。所述驱动装置234可以为了一个

气缸，其设置在所述导轨机构232的滑块2322与安装板233之间，其驱动所述安装板233沿所

述导轨机构232作往复运动，从而当所述驱动装置234工作时，所述安装板233可以沿所述导

轨2321沿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的排列方向滑动。所述挡板235设置在所述安装

板233与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之间，用于在适当的时候阻挡来自所述上物料输送机

构212或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物料。所述挡板235包括一个上挡板2351，一个下挡板2352，

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上、下挡板2351、2352之间的出口2353。所述挡板235随所述安装板233

一起上下滑动，从而完成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的物料与该物料抬升机构23之间的交

换。在工作中，当所述出口2353与上物料输送机构212的输送带214对齐时，所述下挡板2352

挡在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输送带214上，从而避免下物料输送机构213上的物料掉落。

而当所述出口2353与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输送带214对齐时，所述上挡板2351挡在所述上

物料输送机构212的输送带214上，从而可以避免来自该上物料输送机构212的物料掉落。具

体地，所述挡板235固定设置在所述安装板233上且沿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的排

列方向上所述挡板235的长度为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的两个输送面之间的距离的两

倍，从而可以完成上述任务。所述送料台236用于承载物料，其用于承接来自所述上物料输

送机构212或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物料。因此所述送料台236可以为一个槽形结构，用于承

载物料，其结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计。所述送料机构237设置在所述送料台236，用于将

承载在所述送料台236上的物料推送入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所述送料机构237可以为

气缸，其具有输出活塞，当所述送料机构237工作时，其即可以将物料推送入上物料输送机

构212或下物料输送机构213中，即当所述送料台236与所述上输送机构212的输送带214对

齐时，所述送料机构237抵顶物料进入输送带214。在工作时，当载有物料的载具200在所述

上物料输送机构212上从一端输送到另一端时，在完成物料的夹取后，卸料后的载具200会

在输送带214的输送下将载具200送入送料台236，然后驱动装置234驱动所述安装将所述送

料台236与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输送带214对齐，然后所述送料机构237将所述载具

200推送入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当载具200从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的一端输送到另

一端时，所述物料抬升机构23再将该载具200从下物料输送机构213输送到上物料输送机构

212上，以利于下一次装填物料。所述抵顶机构24设置在所述X轴物料输送机构21相对于所

述物料抬升机构23的另一端并包括一个设置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212上的基座241，一个设

置在所述基座241上的气缸242，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座241上的滑块243，以及一个旋转设置

在所述滑块243上的卡爪244。所述基座241固定设置在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212上，具体地

其固定设置在所述上物料输送机构212的支架上。所述气缸242为现有技术，其具有一个输

出端，在此不再详细说明。所述气缸242驱动所述滑块243在所述基座241上沿垂直于X轴物

料输送机构212的输送带214的传输方向运动。所述滑块243通过滑轨方式与所述基座241相

连接，在此不再赘述。所述滑块243设置有一个滑槽245，所述滑槽245的延伸方向与所述输

送带214的传输方向平行。所述卡爪244包括一个与所述基座241连接枢轴246，一个与所述

滑槽245滑动连接的滑杆247，以及一个设置相对于所述滑杆247的另一端的手指248。所述

气缸242驱动所述滑块243上下滑动时，所述卡爪244绕所述枢轴246旋转，同时所述手指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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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接所述载具200的卡接位202或脱离与所述载具200的卡接位202的抵接，从而达到阻止所

述载具200流动或放行所述载具200的流动。为了防止载具200在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30被

顶住，或者为了使位于Y轴物料输送装置30上的载具200有序地检测，所述抵顶机构24可以

在控制装置的控制下隔一定时间给所述气缸242充气，从而可以隔一定时间放行一个载有

物料的载具200。

[0031] 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30包括一个第一上物料输送机构31，一个与该第一上物料

输送机构31间隔设置的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机

构31、32的正下方的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

32之间的拍照卡位机构34，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上的废料剔除机构35，

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上的良品定位机构36，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

输送机构32上的载具推送机构37，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的自由端的物料

下放机构38，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下料物输送机构33上的送料机构39。可以想到的是，

上述的各个功能模块皆在控制模块的控制下有序工作，在此不再详细说明。所述第一、第二

物料输送机构31、32，以及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具有

相同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在此不再赘述。同样可以想到的是，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30还包

括两个输送驱动机构，其与输送驱动机构22具有相同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用于驱动所述第

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以及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运转。在本实施例中，由于所述

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长度比较长，两个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在分别驱动所述第一、第二

物料输送机构31、32工作时，一起协同驱动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运动。所述第一、

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以及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输送方向与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

构212、213的输送方向垂直，也因此，所述上、下物料输送机构212、213所在的机构为X轴物

料输送装置20，而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所在的机构为Y轴物料输送装置30。所述第

二物料输送机构32包括一条废料输送通道321，和一个和该废料输送通道321间隔设置的良

品输送通道322。具体的所述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2具有一条输送带,然后通过在该一条输送

带上设置一条间隔条323,便可以形成该废料输送通道321与良品输送通道322。可以想到的

是，所述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2的输送带大于所述第一物料输送机构31的输送带。由于所述

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间隔设置，因此在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之间设

置有一个过渡桥311。所述过渡桥311夹设在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的出口与入

口之间。当载有物料的载具200位于所述过渡桥311上时，其可以不受外力的作用而静止，从

而有利于拍照机构对其进行拍照对焦，因为如果该载具200在运动过程中，将影响照相机的

对焦。为了保证该载有物料的载具200能固定在所述过渡桥311上，所述拍照卡位机构34来

完成该任务。

[0032] 所述拍照卡位机构34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基台10上的横向驱动机构341，一个由

该横向驱动机构341带动的纵向驱动机构342，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纵向驱动机构342上的

卡接叉343。所述横向驱动机构341可以为一个电机，其具有一个螺杆，当该螺杆旋转时即可

以驱动所述纵向驱动机构342沿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1、32的输送方向平行。所述

纵向驱动机构342可以为一个气缸，其驱动所述卡接叉343沿垂直于所述第一、第二物料输

送机构31、32的输送方向。所述卡接叉343固定在所述纵向驱动机构342的输出端上，以在该

输出端活动时，带动该卡接叉343活动。所述卡接叉343具有两个插接柱，该两个插接柱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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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少两个所述载具200的卡接位202所形成的卡槽中，从而固定所插接的至少两个所述载

具20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卡接叉343一次卡接四个载具200。

[0033] 所述废料剔除机构35包括至少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2上的驱动气

缸351，以及一个由该驱动气缸351驱动的驱动杆352。所述驱动气缸351本身为一个本领域

技术人员所习知的气缸，其结构及工作原理不再详述，其根据所述拍照机构所回传的控制

信号在所述控制装置的控制下工作，从而当载具200上的物料有瑕疵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

其中一个驱动气缸351开始工作，从而让所述驱动杆352将相应的载具200推向第二物料输

送机构32的废料输送通道321上。而如果载具200上的物料没有瑕疵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

相对应的驱动气缸351不工作，从而使得该驱动气缸351所对应的载具200直接流入良品输

送通道322中。具体地，所述驱动杆352包括一个与所述驱动气缸351的输出端连接的连接杆

353，以及一个设置在所述连接杆353的一端的U形槽354。所述U形槽354盖设在所述良品输

送通道322上。当载具200上的物料有瑕疵时，所述U形槽354推送所述载具200进入废料输送

通道321中，而当载具200上的物料没有瑕疵时，所述U形槽354将不动，而让载具200穿过该U

形槽354进入良品输送通道322中。

[0034] 所述良品定位机构36包括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2上的底座361，多

根间隔设置在所述底座361上的插杆362，至少一片与该插杆362固定连接的驱动板363，以

及一个驱动所述驱动板363作往复运动的往复驱动气缸364。所述底座361为一个条形结构

并固定在第二物料输送机构32的支架上。所述插杆362用于插入所述载具200的插接位203

中，从而固定该载具200的位置。为了顺利地将所述插杆362顺利地插入所述载具200的插接

位203中，所述插杆362上的自由端上又设置有导入部，该导入部可以为一个倒角。由于所述

插杆362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通过调整该插杆362的位置精度，便可以确定所述载具200的

位置精度，以便于物料吸取装置(图未示)将其所具有的吸嘴可以精确地对准装载在载具

200上的物料，如电子烟线圈。所述驱动板363与多个所述插杆362固定设置，以实现节约设

备的目的，以使用一个往复驱动气缸364来驱动多个插杆362。所述往复驱动气缸364为一个

气缸，其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所述驱动板363连接在所述往复驱动气缸364与多个插

杆362之间，其形状与结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设定，在此不再赘述。

[0035] 所述载具推送机构37设置在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上，用于将来自废品输送

通道321的载具200推送到第一上物料输送机构31中。所述载具推送机构37包括一个设置在

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的推送气缸371，以及一个由该推送气缸371往复推送的过料槽

372。所述推送气缸371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详细说明。所述过料槽372扣盖在所述第二上

物料输送机构32的废品输送通道321上，其长度可以等于载具200的长度的至少一倍。在本

实施例中，所述过料槽372的长度等于四个载具200的长度，从而可以一次地将卸载了废品

的四个载具200推送入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机构32的良品输送通道322上，以利用所述物料

下放机构38将良品输送通道322中卸载了物料的载具200全部送入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

中，以将载具200送入X轴物料输送装置20的下物料输送装置213中，从而进行下一轮上料。

[0036] 所述物料下放机构38具有与所述物料抬升机构23具有相同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因

此，其结构与工作原理就不再次进行详细说明。所述物料下放机构38用于将来自所述二上

物料输送机构32的良品输送通道322中的载具200下放入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以便

于载具200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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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送料机构39设置在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上，并位于所述下物料输送机

构213的入口处，用于将来自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载具200推送到所述下物料输送

机构213的输送带上。所述送料机构39包括一个送料气缸391，以及一个由该推送气缸391往

复推送的送料板392。所述送料气缸391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二下物料输送机构33的支架上。

所述送料板392具有L形结构。所述L形结构的送料板392的一条边用于推送载具200，另一条

边用于阻挡载具200，从而使得所述送料板392不仅可以推送载具200，而且还可以精确定位

所述载具200的位置，以使其推送入所述下物料输送机构213中。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物料选取输送装置可以通过所述X轴物料输

送装置20，以及Y轴物料输送装置30，而该X轴物料输送装置20与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30垂

直设置，从而可以减小整台机构的占地面积。而且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20具有所述物料抬

升机构23以及抵顶机构24，使得载具200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回流，而且可以根据实际的要

求通过所述抵顶机构24所放行的载具200的数量。而所述Y轴物料输送装置30由于使用两个

间隔设置的第一、第二上物料输送装置31、32，从而可以当载具200流经所述第一、第二上物

料输送装置31、32之间时，由于没有动力而可以保证其不动，从而有助于拍照机构进行对

焦。同时由于所述第二上物料输送装置32分成废料输送通道321和良品输送通道322，从而

可以在所述废料剔除装置35的作用下将废品与良品分开进入不同的通道，然后又在所述载

具200推送机构37的作用下使得全部载具200进入良品输送通道322，从而在所述第二下物

料输送装置33的作用下流回所述X轴物料输送装置20，从而完成物料的废品与良品的自动

选取，以及载具200的自动循环，而无需人工的参与，实现整个机构的完全自动化。

[0039]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局限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任何

在本实用新型精神内的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都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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