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78252.1

(22)申请日 2015.11.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9739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24

(73)专利权人 浙江希望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325200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南滨街

道围五路88号

(72)发明人 杨益服　李文磊　

(74)专利代理机构 瑞安市翔东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33222

代理人 沈兴飞

(51)Int.Cl.

B65B 35/3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50366 U,2016.04.13,

CN 202115728 U,2012.01.18,

CN 103935551 A,2014.07.23,

CN 202879836 U,2013.04.17,

CN 1422783 A,2003.06.11,

CN 200964300 Y,2007.10.24,

US 2011126495 A1,2011.06.02,

JP 2002265039 A,2002.09.18,

审查员 潘小青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该高

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包括有泡罩机与装盒机，泡罩

机包括有格栅输出机构，装盒机包括有格栅输入

机构，其特征在于：在格栅输出机构与格栅输入

机构之间设有联动输送机构，联动输送机构的上

料段与格栅输出机构垂直，格栅输出机构与联动

输送机构之间安装有送版装置，送版装置包括有

转盘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吸嘴机构，吸嘴机构

均匀地设在转盘边缘，并通过升降机构可上下升

降地安装在转盘上，通过转盘的共转，吸嘴机构

的自转，使吸嘴机构以保持不变的指向将格栅输

出机构上的版块输送到联动输送机构上。该机具

有生产效率高、工作稳定、占地面积小等优点，同

时能将奇数版出料的泡罩机与装盒机高效联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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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包括有泡罩机（1）与装盒机（4），所述泡罩机（1）包括有格

栅输出机构（9），所述装盒机（4）包括有格栅输入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格栅输出机构

（9）与格栅输入机构（10）之间设有联动输送机构（8），所述联动输送机构（8）的上料段（81）

与格栅输出机构（9）垂直，所述格栅输出机构（9）与联动输送机构（8）之间安装有送版装置

（2），所述送版装置（2）包括有转盘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吸嘴机构，所述吸嘴机构均匀地

设在转盘边缘，并通过升降机构可上下升降地安装在转盘上，所述转盘通过公转驱动机构

实现转动，所述吸嘴机构通过自转驱动机构实现转动，所述吸嘴机构的自转克服转盘的公

转，以保持不变的指向将格栅输出机构（9）上的版块输送到联动输送机构（8）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送版装置（2）的

吸嘴机构包括吸嘴座（291）与吸嘴（290），吸嘴（290）安装在吸嘴座（291）底部，所述吸嘴

（290）通过电磁阀（292）与气源连接，所述公转驱动机构与旋转主轴（21）传动连接，旋转主

轴（21）可转动地安装在支撑座（22）内，支撑座（22）安装在机架上，所述转盘安装在旋转主

轴（21）上，所述转盘包括有上转盘（24）与下转盘（25），下转盘（25）位于上转盘（24）下方，并

实现同心固定连接，所述上转盘（24）与下转盘（25）的外边缘之间安装有升降机构，升降机

构包括有升降滑块（27）与升降滑杆（28），升降滑杆（28）可升降地安装在上下转盘（24、25）

上，升降滑块（27）固定安装在升降滑杆（28）上，所述升降滑块（27）的内侧面具有滚轮滚针

轴承，滚轮滚针轴承位于导轮（26）外圆面上的升降导槽（260）内，所述导轮（26）固定安装在

支撑座（22）上，升降滑块（27）通过滚轮滚针轴承在升降导槽（260）内移动实现导向升降，升

降滑杆（28）的下端穿过下转盘（25）与吸嘴机构（29）的吸嘴座（291）固定连接，升降滑杆

（28）的上端穿过上转盘（24）与自转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自转驱动机构能驱动升降滑杆

（28）转动，并克服上下转盘（24、25）带着吸嘴机构（29）公转所产生的方向改变，使吸嘴机构

（29）的指向保持不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转驱动机构包

括有中心齿轮（23）、行星齿轮（231）、行星同步轮（232）、自转同步轮（233）以及同步带

（234），所述中心齿轮（23）固定安装在支撑座（22）上，并与旋转主轴（21）同轴心，所述行星

齿轮（231）与行星同步轮（232）固定连接，并可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24）上，所述行星齿轮

（231）位于上转盘（24）底部，并与中心齿轮（23）啮合，所述行星同步轮（232）位于上转盘

（24）上面，并通过同步带（234）与自转同步轮（233）实现传动连接，所述自转同步轮（233）可

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24）上面，并与升降滑杆（28）的上端花键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公转驱动机

构包括有减速机（211）、伺服电机（210）、主动链轮（212）、被动链轮（214）以及传动链条

（213），所述伺服电机（210）与减速机（211）组合安装在机架上，主动链轮（212）安装在减速

机（211）上，被动链轮（214）安装在旋转主轴（21）上，主动链轮（212）通过传动链条（213）与

被动链轮（214）实现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还安

装有清零同步轮（223），所述清零同步轮（223）通过清零同步带（226）与安装在旋转主轴

（21）上的主轴同步轮（221）传动连接，所述清零同步轮（223）上固定连接有清零旋转块

（222），所述清零旋转块（222）的一侧安装有清零光电眼（224），所述清零光电眼（224）对着

清零旋转块（222），所述清零同步轮（223）下方连接有编码器（225），所述编码器（225）与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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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所述PLC与清零光电眼（224）以及电磁阀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转盘（24）

与下转盘（25）之间还安装有支撑杆（271），所述升降滑块（27）套于支撑杆（271）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输送机构

（8）的下料段（82）位于格栅输入机构（10）之上，并与格栅输入机构（10）垂直，在联动输送机

构（8）与格栅输入机构（10）之间设有下版装置（3），所述下版装置（3）可将联动输送机构（8）

上的版块下放到格栅输入机构（10）上，  所述下版装置包括有安装板（31）、料仓以及放料机

构，所述料仓由三段料仓组成，从上往下排列依次是上段料仓（33）、中段料仓（34）以及下段

料仓（35），所述上段料仓（33）固定安装在安装板（31）外侧面上，所述安装板（31）内侧面上

安装有固定轴（386），所述固定轴（386）上可转动连接有摆动摆杆（387），所述摆动摆杆

（387）的摆动端与摆动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摆动摆杆（387）的中部连接有中连杆（388），

所述中连杆（388）穿过安装板（31）上的摆动窗口与中段料仓（34）固定连接，所述摆动摆杆

（387）的下部连接有下连杆（389），所述下连杆（389）穿过安装板（31）上的摆动窗口与固定

架（310）固定连接，所述下段料仓（35）安装在固定架（310）上，所述放料机构在下段料仓

（35）的底部对料仓中的版块实现放料。

8.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驱动机构包括

有摆动伺服电机（380）、主动同步轮（381）  、被动同步轮（384）以及曲柄（383）与摇杆（385），

所述曲柄（383）安装于被动同步轮（384）上，主动同步轮（381）由摆动伺服电机（380）驱动转

动，被动同步轮（384）与主动同步轮（381）上绕有皮带（382），所述摇杆（385）一端曲柄（383）

铰接，另一端与摆动摆杆（387）铰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机构包

括有左右两个放料片（36）与放料片传动组件，所述放料片（36）包括有上放料片（361）与下

放料片（362），所述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上下错开，形成圆形，并且上下之间通

过中间的垫片（363）在圆心部分实现连接，所述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之间形成

大于版块边缘厚度的间隙,所述左右两个放料片（36）对称设置，所述放料片传动组件带动

左右两个放料片（36）同步转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片传动组

件包括有放料伺服电机（390）、传动带（391）、同步轮（392）、传动轴（393）以及旋转轴（396），

所述同步轮（392）固定安装在传动轴（393）上，所述传动轴（393）可转动地安装在固定架

（310）上，所述传动轴（393）上还安装有传动伞齿轮（394），所述旋转轴（396）一端连接在放

料片（36）的圆心处，另一端连接有放料伞齿轮（395），所述放料伞齿轮（395）与传动伞齿轮

（394）啮合，所述放料伺服电机（390）通过传动带（391）与同步轮（392）实现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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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又称泡罩包装机，一般由泡罩机与装盒机组成，泡罩机完成

药版泡罩的形成与封装，装盒机完成药版泡罩的装盒，两者之间通过送版机构实现衔接，即

通过中间的送版机构将药版从泡罩机的输送线上吸放至装盒机的输送线上，从而实现联动

包装。经检索，公开号为CN  1422783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气动式伸摆吸附药版输送机

构，该药版输送机构通过摆杆的伸摆，能将泡罩机输送线上的药版吸附到装盒机输送线上，

然而不难看出，这种摆杆结构的输送机构只能满足于一条装盒机输送线，对于具有多条输

送线效率较高的装盒机来说，这种送版机构就无法实现泡罩机输送线与装盒机输送线的正

常匹配；而且摇摆式的输送方式输送一次后，还要转回来接下一个，这就浪费了时间，影响

了送版效率；另外这种结构的药版输送机构只适用于泡罩机与装盒机的输送线平行的布

局，然而这样的布局使流水线被拉长，整机占地面积较大。

[0003] 现在市场上还有一种泡罩机输送线与联动输送线垂直布局的泡罩包装机，如图14

所示，该泡罩包装机其泡罩机输送线上的泡罩版是通过横向来回移动的普通机械手来实现

送料，虽然这种机械手也能完成药版不变向地输送，但是也面临上述来回时间浪费效率低

的问题，为了提高包装效率，采取的办法只有提高机械手的输送频率，同时增加两道联动输

送线，受限于现有机械手的结构，两道联动输送线只能相对而设，机械手一次送版过来后分

成两部分，分别放在两道联动输送线上，并反向进行输送，由于两道联动输送线同时进行输

送，输送效率相对来说得到了提高，但是也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如果泡罩机输送线为三版

式，那么两道联动输送线上的其中一道为两版，另一道为一版，这样就造成不对称性，给后

续的装盒工作带来不利的因素。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创新提供了一种占地面积小，产生效率高，并能

实现奇数版送料的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

[0005] 该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包括有泡罩机与装盒机，所述泡罩机包括有格栅输出机

构，所述装盒机包括有格栅输入机构，其特征在于：在格栅输出机构与格栅输入机构之间设

有联动输送机构，所述联动输送机构的上料段与格栅输出机构垂直，所述格栅输出机构与

联动输送机构之间安装有送版装置，所述送版装置包括有转盘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吸嘴

机构，所述吸嘴机构均匀地设在转盘边缘，并通过升降机构可上下升降地安装在转盘上，所

述转盘通过公转驱动机构实现转动，所述吸嘴机构通过自转驱动机构实现转动，所述吸嘴

机构的自转克服转盘的公转，以保持不变的指向将格栅输出机构上的版块输送到联动输送

机构上。

[0006] 所述送版装置的吸嘴机构包括吸嘴座与吸嘴，吸嘴安装在吸嘴座底部，所述吸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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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磁阀与气源连接，所述公转驱动机构与旋转主轴传动连接，旋转主轴可转动地安装

在支撑座内，支撑座安装在机架上，所述转盘安装在旋转主轴上，所述转盘包括有上转盘与

下转盘，下转盘位于上转盘下方，并实现同心固定连接，所述上转盘与下转盘的外边缘之间

安装有升降机构，升降机构包括有升降滑块与升降滑杆，升降滑杆可升降地安装在上下转

盘上，升降滑块固定安装在升降滑杆上，所述升降滑块的内侧面具有滚轮滚针轴承，滚轮滚

针轴承位于导轮外圆面上的升降导槽内，所述导轮固定安装在支撑座上，升降滑块通过滚

轮滚针轴承在升降导槽内移动实现导向升降，升降滑杆的下端穿过下转盘与吸嘴机构的吸

嘴座固定连接，升降滑杆的上端穿过上转盘与自转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自转驱动机构

能驱动升降滑杆转动，并克服上下转盘带着吸嘴机构公转所产生的方向改变，使吸嘴机构

的指向保持不变。

[0007] 所述自转驱动机构包括有中心齿轮、行星齿轮、行星同步轮、自转同步轮以及同步

带，所述中心齿轮固定安装在支撑座上，并与旋转主轴同轴心，所述行星齿轮与行星同步轮

固定连接，并可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上，所述行星齿轮位于上转盘底部，并与中心齿轮啮

合，所述行星同步轮位于上转盘上面，并通过同步带与自转同步轮实现传动连接，所述自转

同步轮可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上面，并与升降滑杆的上端花键连接。

[0008] 所述公转驱动机构包括有减速机、伺服电机、主动链轮、被动链轮以及传动链条，

所述伺服电机与减速机组合安装在机架上，主动链轮安装在减速机上，被动链轮安装在旋

转主轴上，主动链轮通过传动链条与被动链轮实现传动连接。

[0009] 所述机架上还安装有清零同步轮，所述清零同步轮通过清零同步带与安装在旋转

主轴上的主轴同步轮传动连接，所述清零同步轮上固定连接有清零旋转块，所述清零旋转

块的一侧安装有清零光电眼，所述清零光电眼对着清零旋转块，所述清零同步轮下方连接

有编码器，所述编码器与PLC电连接，所述PLC与清零光电眼以及电磁阀电连接。

[0010] 所述上转盘与下转盘之间还安装有支撑杆，所述升降滑块套于支撑杆上。

[0011] 所述联动输送机构的下料段位于格栅输入机构之上，并与格栅输入机构垂直，在

联动输送机构与格栅输入机构之间设有下版装置，所述下版装置可将联动输送机构上的版

块下放到格栅输入机构上，所述下版装置包括有安装板、料仓以及放料机构，所述料仓由三

段料仓组成，从上往下排列依次是上段料仓、中段料仓以及下段料仓，所述上段料仓固定安

装在安装板外侧面上，所述安装板内侧面上安装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上可转动连接有摆

动摆杆，所述摆动摆杆的摆动端与摆动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摆动摆杆的中部连接有中

连杆，所述中连杆穿过安装板上的摆动窗口与中段料仓固定连接，所述摆动摆杆的下部连

接有下连杆，所述下连杆穿过安装板上的摆动窗口与固定架固定连接，所述下段料仓安装

在固定架上，所述放料机构在下段料仓的底部对料仓中的版块实现放料。

[0012] 所述摆动驱动机构包括有摆动伺服电机、主动同步轮、被动同步轮以及曲柄与摇

杆，所述曲柄安装于被动同步轮上，主动同步轮由摆动伺服电机驱动转动，被动同步轮与主

动同步轮上绕有皮带，所述摇杆一端曲柄铰接，另一端与摆动摆杆铰接。

[0013] 所述放料机构包括有左右两个放料片与放料片传动组件，所述放料片包括有上放

料片与下放料片，所述上放料片与下放料片上下错开，形成圆形，并且上下之间通过中间的

垫片在圆心部分实现连接，所述上放料片与下放料片之间形成大于版块边缘厚度的间隙,

所述左右两个放料片对称设置，所述放料片传动组件带动左右两个放料片同步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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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放料片传动组件包括有放料伺服电机、传动带、同步轮、传动轴以及旋转轴，

所述同步轮固定安装在传动轴上，所述传动轴可转动地安装在固定架上，所述传动轴上还

安装有传动伞齿轮，所述旋转轴一端连接在放料片的圆心处，另一端连接有放料伞齿轮，所

述放料伞齿轮与传动伞齿轮啮合，所述放料伺服电机通过传动带与同步轮实现传动连接。

[0015] 按照发明提供的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具有生产效率高、工作稳定、占地面积小等

优点，同时能将奇数版出料的泡罩机与装盒机高效联动起来，解决了现有泡罩包装机面临

的技术难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送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送版装置的安装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送版装置装的工作原理图（俯视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放版装置的主视安装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放版装置的后视安装图；

[0023] 图8为放料片传动组件的传动结构图；

[0024] 图9为下版装置放料过程的视图1（侧视）；

[0025] 图10为下版装置放料过程的视图2（侧视）；

[0026] 图11为下版装置放料片的俯视图；

[0027] 图12为下版装置放料片的侧视图；

[0028] 图13为放料片的上放料片与下放料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现有技术的送版方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与2所示，高速泡罩装盒一体机由泡罩机1与装盒机4组成，泡罩机1完成药版

泡罩的形成与封装，装盒机4完成药版泡罩的装盒，两者之间通过送版装置2与联动输送机

构8实现衔接，送版装置2将药版从泡罩机1的格栅输出机构9上吸放至联动输送机构8上，再

通过下版机构3放置于装盒机的格栅输入机构10上，从而实现联动包装，这是现有的泡罩装

盒一体机的结构。需要说明的是，格栅输出机构9与格栅输入机构10为一般的格栅料仓输送

机构，联动输送机构8也为一般的输送带输送机构，这些都是现有的用于输送的技术。

[0031] 格栅输出机构9上的版块是由送版装置2将其输送到联动输送机构8上的。本发明

的送版装置2作为格栅输出机构9与联动输送机构8中间的机构，起到机械手的作用，如图5

所示，即将格栅输出机构9的泡罩版（也叫版块）以固有的方向输送到联动输送机构8上。

[0032] 从图5可以看出，泡罩机1的格栅输出机构9具有三道流水线，说明该泡罩机是3版/

冲切，而联动输送机构8具有两道流水线，格栅输出机构9与联动输送机构8的上料段81相垂

直（这样相对减少占地面积，也符合本发明送版装置2的送版方式），本发明的送版装置2可

以将格栅输出机构9三道流水线上并排的三个版块以方位不变的方式送到联动输送机构8

其中的一道或多道流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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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下面结合附图3与图4，具体介绍送版装置2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0034] 如图3与4所示，本发明的送版装置2包括有吸嘴机构29与公转驱动机构，其中吸嘴

机构29包括吸嘴座291与吸嘴290，吸嘴290安装在吸嘴座291底部，并通过电磁阀292与气源

连接，通过控制电磁阀292的闭合，就能实现吸嘴的吸放，这些都为现有技术，这里只作简单

说明。

[0035] 吸嘴机构29的公转是由公转驱动机构驱动的，该公转驱动机构与旋转主轴21传动

连接，旋转主轴21可转动地安装在支撑座22内，支撑座22则安装在机架上，这样就将旋转主

轴21吊起，旋转主轴21的下端安装有下转盘25，而下转盘25的上方设有上转盘24，两转盘同

心固定连接，在上转盘24与下转盘25的外边缘之间安装升降机构，升降机构包括有升降滑

块27与升降滑杆28，升降滑杆28可升降地安装在上下转盘24、25上，升降滑块27固定安装在

升降滑杆28上，升降滑杆28的下端穿过下转盘25与吸嘴机构29的吸嘴座291固定连接，升降

滑杆28的上端穿过上转盘24与自转驱动机构传动连接。通过上述结构，公转驱动机构便能

驱动上下转盘带着吸嘴机构29公转，而自转驱动机构又驱动升降滑杆28自转，从而克服上

下转盘24、25带着吸嘴机构29公转所产生的位置改变，使吸嘴机构29的指向保持不变,即吸

嘴座291在公转过程中永远指着一个方向，比如图5所示的出版端与上版端所在的南北方

向。

[0036] 当然，吸嘴机构29除了在水平面上移动实现过渡送料外，还要在垂直方向上完成

下降吸取到上升过渡的动作，因此，为了实现吸嘴机构29的升降，本发明在升降滑块27的内

侧面设有滚轮滚针轴承，该滚轮滚针轴承位于一个导轮26的外圆面上的升降导槽260内，升

降导槽260的最低点就位于格栅输出机构9取料点的位置，该导轮26就位于上下转盘24、25

之间，并固定安装在支撑座22上，升降滑块27就通过滚轮滚针轴承在升降导槽260内移动实

现导向升降。

[0037] 如上面所说，吸嘴机构29的自转是由自转驱动机构驱动升降滑杆28转动而实现

的。如图3所示，自转驱动机构驱动包括有中心齿轮23、行星齿轮231、行星同步轮232、自转

同步轮233以及同步带234，中心齿轮23固定安装在支撑座22上，并与旋转主轴21同轴心，行

星齿轮231与行星同步轮232固定连接，并可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24上，其中行星齿轮231位

于上转盘24底部，并与中心齿轮23啮合，行星同步轮232位于上转盘24上面，通过同步带234

与自转同步轮233实现传动连接，而自转同步轮233可转动地安装在上转盘24上面，并与升

降滑杆28的上端花键连接。通过这种结构，上下转盘24、25在转动的同时，能驱动自转同步

轮233转动，而自转同步轮233又带着升降滑杆28自转，从而克服公转带来的方向改变，使吸

嘴的指向保持不变，这样，格栅输出机构9上并排的版块就能以原先的排列方向过渡到联动

输送机构8上。如果设置多个同样结构的吸嘴机构，则可以将版块过渡到联动输送机构8的

多道流水线上。

[0038] 当然，吸嘴的吸放动作是通过控制电磁阀292的开闭来实现的，而电磁阀292是由

PLC控制的，PLC在接受到信号才给出指令，该信号是由编码器给的，该编码器225与清零同

步轮223组合安装在机架上，清零同步轮223通过清零同步带226与安装在旋转主轴21上的

主轴同步轮221传动连接，清零同步轮226上固定连接有清零旋转块222，清零旋转块222的

一侧安装有清零光电眼224，清零光电眼224对着清零旋转块222，编码器225与PLC电连接，

PLC与清零光电眼224以及电磁阀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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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下面以六个吸嘴机构、两道的联动输送机构为例，说明吸嘴是如何执行吸放动作

的。清零光眼旋转块215以1-1吸嘴机构为基准，如图3所示，首先将1-1吸嘴机构点动旋转至

导轮升降导槽的最低点，此时格栅输出机构9上的版块刚好输送到1-1吸嘴机构的吸取点，

此时调整清零旋转块222，对准清零光电眼224，使清零光电眼224处于常亮状态，编码器225

清零（即以1-1吸嘴机构旋转至导轮最低点时为机械零点）清零旋转块222旋转一周，编码器

225旋转六周对应六个吸头吸放动作，具体是送版装置2的1-1吸嘴机构、1-3吸嘴机构与1-5

吸嘴机构给联动输送机构8的第一道流水线送料，该送版装置2的1-2吸嘴机构、1-4吸嘴机

构与1-6吸嘴机构则给联动输送机构8的第二道流水线送料，这样大大提高了输送效率，而

且不受泡罩机几版出料的影响。当清零旋转块222使清零光电眼224常亮时，就对编码器225

清零一次，重新计数从1-1吸嘴机构位置开始吸放动作，保证了吸放动作的精准度，起到消

除累积误差作用。

[0040] 格栅输入机构9上的版块输送到联动输送机构8上后，再输送到格栅输入机构10

上，而将版块从联动输送机构8送到格栅输入机构10上只由下版装置3完成的。下版装置3位

于联动输送机构8与格栅输入机构10之间，联动输送机构8的下料段82位于格栅输入机构10

之上，并与格栅输入机构10垂直，下版装置3的作用就是将联动输送机构8上的药版下方到

下方的格栅输入机构10上。

[0041] 下版装置3包括有安装板31、料仓以及放料机构，如图6所示，其中料仓由三段料仓

组成，从上往下排列依次是上段料仓33、中段料仓34以及下段料3仓5，上段料仓33固定安装

在安装板31外侧面上，作为第一段药版仓，从联动输送机构8下来的药版32先输送到上段料

仓33内，上段料仓33是不动，摆动的是中段料仓34与下段料仓35，为了实现中段料仓34与下

段料仓35的摆动，本发明在安装板31内侧面上安装有固定轴386，该固定轴386上可转动连

接有摆动摆杆387，摆动摆杆387的中部连接有中连杆388，中连杆388就是穿过安装板31上

的摆动窗口与中段料仓34固定连接，而摆动摆杆387的下部连接有下连杆389，下连杆389也

是穿过安装板31上的摆动窗口与外侧的固定架310固定连接，下段料仓35就安装在固定架

310上。这样，通过摆动驱动机构带动摆动摆杆387的摆动，就能通过中连杆388与下连杆389

对应带动中段料仓34与下段料仓35作摇摆动作。

[0042] 中段料仓34作为第二段药版仓，其摇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段料仓33内的

药版落到中段料仓34内后，经摇摆后送到下段料仓35内，从而起到整理及顺畅过渡药版32

的作用；而下段料仓35作为第三段药版仓，其摇摆才是为了追踪装盒机格栅输入机构10的

单个格栅，由于作摇摆动作，即使格栅输入机构10以高速移动，下段料仓35中的药版32也能

精准地落入单个格栅中。

[0043] 如图7所示，摆动驱动机构包括有摆动伺服电机380、主动同步轮381  、被动同步轮

384以及曲柄383与摇杆385，曲柄383安装于被动同步轮384上，主动同步轮381由摆动伺服

电机380驱动转动，被动同步轮384与主动同步轮381上绕有皮带382，摇杆385一端与曲柄

383铰接，另一端与摆动摆杆385铰接，这样通过摆动伺服电机380的驱动，就能带动摆动摆

杆387摆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为了配合高速装盒机格栅输入机构，实现高效放料，本发明

采用两套料仓与对应的摆动摆杆和放料机构，两套的下段料仓35就固定安装在同一个固定

架310上，这样一个摆动驱动机构就能带动两套料仓摆动，两套料仓可以对应联动输送机构

8的两道流水线，从而大大提高了接料效率，之后，两套料仓分别将药版下放到格栅输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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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0上的奇数格栅单元与偶数格栅单元内，使其匹配快速装盒的装盒机4，从而又大大提高

了装盒效率。

[0044] 当然，下段料仓35中的药版32是由放料机构分配，然后实现一个个有序地落下。放

料机构包括有左右两个放料片36与放料片传动组件，如图11-13所示，放料片36包括有上放

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上下错开，形成圆形，并且上下之间通

过中间的垫片363在圆心部分实现连接，这样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之间就形成空隙。

放料片36位于下段料仓35下方，并且下段料仓35左右两边具有两个同样结构的放料片36，

该两放料片36左右对称设置，这里的对称不是圆形的对称，而是结构的对称。

[0045] 当两放料片36同步转动时，如图9与10所示，由于药版32置于左右两边的上放料片

361的边缘上，当两放料片36旋转时，药版32开始因重力先从上放料片361过渡到下放料片

362，并置于下放料片362上，放料片36继续旋转，药版32最终从下放料片362落下。通过上述

的放料片36结构，就实现了药版32的放料。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药版32稳定地从上

放料片361过渡到下放料片362，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部分重叠，当然这里的重叠不

是贴合在一起的重叠，而是上下位置的重叠，由于上放料片361与下放料片362部分重叠，药

版32就能无误地从上放料片361过渡到下放料片362上，最后从下放料片362落到格栅输入

机构10里。

[0046] 放料片36是由放料片传动组件带动同步转动的。如图7与8所示，放料片传动组件

包括有放料伺服电机390、传动带391、同步轮392、传动轴393以及旋转轴396，同步轮392固

定安装在传动轴393上，传动轴396可转动地安装在固定架310上，传动轴396上还安装有传

动伞齿轮394，所述旋转轴396一端连接在放料片36的圆心处，另一端连接有放料伞齿轮

395，放料伞齿轮395与传动伞齿轮394啮合，放料伺服电机390通过传动带391与同步轮392

实现传动连接。通过摆动驱动机构带动料仓实现摆动，通过放料片传动组件驱动放料片36

旋转实现放料，两者配合实现跟踪放料，保证了药版准确入仓，最后由装盒机4对药版进行

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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