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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包括跨设在产品输送线

与产品转运线上的机架，所述的机架上设有滑动

板，滑动板由设置在机架上的驱动机构驱动在产

品输送线与产品转运线之间的上方移动，所述的

滑动板上设有升降轴，升降轴的下端设有夹持机

构，夹持机构夹持产品并由升降机构驱动升起脱

离产品输送线；所述的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

设有弹簧，弹簧的中心线位于铅锤方向；本发明

所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将位于产品输送线

上的完成包装的产品转移至产品转运线上，降低

了产线生产员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人工成本；

同时，该产品移载装置搬运可靠，可适用不同规

格尺寸的产品，避免人工搬运可能出现产品倾倒

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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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包括跨设在产品输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上的机架

(10)，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架(10)上设有滑动板(20)，滑动板(20)由设置在机架(10)上的

驱动机构驱动在产品输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的上方移动，所述的滑动板(20)上设

有升降轴(21)，升降轴(21)的下端设有夹持机构，夹持机构夹持产品(3)并由升降机构驱动

升起脱离产品输送线(1)；所述的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设有弹簧(30)，弹簧(30)的中心

线位于铅锤方向；

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设置在滑动板(20)上的第二驱动气缸(22)，第二驱动气缸(22)的

气缸轴的轴长呈铅垂向布置且气缸轴的悬伸端与设置在滑动板(20)下方的夹持机构固定

连接，所述第二驱动气缸(22)的气缸轴在铅锤方向上伸缩带动夹持机构上下移动；

所述的夹持机构包括安装板(40)，安装板(40)与滑动板(20)之间由升降轴(21)固定连

接，所述的安装板(40)的两相对的侧边滑动连接有向下延伸布置的弹簧(30)，弹簧(30)的

下端连接有夹板(50)，所述的夹板(50)及弹簧(30)的组合体由驱动机构驱动相互靠近或远

离，所述的夹板(50)相邻的板面上布置有吸盘(51)，吸盘(51)的吸口相对布置供夹持吸附

在产品(3)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架(10)上设有水平

布置并横跨在产品输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上方的导轨(11)，所述的滑动板(20)滑

动布置在导轨(11)上，所述的机架(10)上还设有第一驱动气缸(12)，所述第一驱动气缸

(12)的第一气缸轴(121)的轴长方向与导轨(11)的导向方向相平行且第一气缸轴(121)的

悬伸端固定连接在滑动板(20)上，第一气缸轴(121)往复伸缩带动滑动板(20)在产品输送

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往复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板(50)上端固定连

接有第三驱动气缸(52)，第三驱动气缸(52)的气缸轴的悬伸端与安装板(40)的侧边固定连

接，所述第三驱动气缸(52)的气缸轴的轴长方向与夹板(50)的板长方向相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板(40)的每侧边布置有

两块夹板(50)，夹板(50)上设有两个上下间隔布置的吸盘(51)，所述的吸盘(51)与夹板

(50)之间设有平行夹板(50)板面的推板(53)，推板(53)上设有通孔(531)供吸盘(51)的安

装轴(511)穿过，所述的夹板(50)上还设有第四驱动气缸(54)，第四驱动气缸(54)的第四气

缸轴(541)固定在推板(53)上且所述的第四气缸轴(541)的轴长方向位于水平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板(50)相互靠近或

远离的方向与产品输送线(1)的方向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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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生产线被投入使用。现有技术中，电视机产品

在检测合格后完成包装并被输送至流水线尾端，需要人工将产品搬下来并拉运至仓库或搬

运至向仓库方向流转的自动化输送线上。人工搬运往往费时费力，而且随着电视机成品尺

寸的逐渐增大，如现有最大的电视机已达到70寸及以上，稍有不慎即会导致合格电视机成

品的损坏，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同时，针对中、大尺寸电视机的移载，每条产线必须设置至少

2人的搬运人员，不利于人工成本的降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确保产

品可靠、安全、高效的移载下线，降低工人劳动强度，节省人工成本，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

包括跨设在产品输送线与产品转运线上的机架，所述的机架上设有滑动板，滑动板由设置

在机架上的驱动机构驱动在产品输送线与产品转运线之间的上方移动，所述的滑动板上设

有升降轴，升降轴的下端设有夹持机构，夹持机构夹持产品并由升降机构驱动升起脱离产

品输送线；所述的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设有弹簧，弹簧的中心线位于铅锤方向。

[0005] 优选的，所述的机架上设有水平布置并横跨在产品输送线与产品转运线之间上方

的导轨，所述的滑动板滑动布置在导轨上，所述的机架上还设有第一驱动气缸，所述第一驱

动气缸的第一气缸轴的轴长方向与导轨的导向方向相平行且第一气缸轴的悬伸端固定连

接在滑动板上，第一气缸轴往复伸缩带动滑动板在产品输送线与产品转运线之间往复移

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设置在滑动板上的第二驱动气缸，第二驱动气缸的

气缸轴的轴长呈铅垂向布置且气缸轴的悬伸端与设置在滑动板下方的夹持机构固定连接，

所述的气缸轴在铅锤方向上伸缩带动夹持机构上下移动。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夹持机构包括安装板，安装板与滑动板之间由升降轴固定连接，所

述的安装板的两相对的侧边滑动连接有向下延伸布置的弹簧，弹簧的下端连接有夹板，所

述的夹板及弹簧的组合体由驱动机构驱动相互靠近或远离，所述的夹板相邻的板面上布置

有吸盘，吸盘的吸口相对布置供夹持吸附在产品上。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夹板上端固定连接有第三驱动气缸，第三驱动气缸的气缸轴的悬

伸端与安装板的侧边固定连接，所述的气缸轴的轴长方向与夹板的板长方向相垂直。

[0009] 优选的，安装板的每侧边布置有两块夹板，夹板上设有两个上下间隔布置的吸盘，

所述的吸盘与夹板之间设有平行夹板板面的推板，推板上设有通孔供吸盘的安装轴穿过，

所述的夹板上还设有第四驱动气缸，第四驱动气缸的第四气缸轴固定在推板上且所述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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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缸轴的轴长方向位于水平方向。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夹板相互靠近或远离的方向与产品输送线的方向相垂直。

[0011] 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2] 1、本发明所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将位于产品输送线上的完成包装的产品转

移至产品转运线上，降低了产线生产员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该产品移载

装置搬运可靠，可适用不同规格尺寸的产品，避免人工搬运可能出现产品倾倒带来的损失；

[0013] 2、本发明所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位于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设有弹簧，

当夹持机构夹持住产品后，升降机构带动夹持机构立即向上运动，而瞬间的加速度可能会

导致夹持机构的夹持位出现偏移，导致产品出现歪斜的现象，所述的弹簧可以提供缓冲作

用，确保产品可靠、安全的从产品输送线上转移到产品转运线上。

附图说明

[0014] 图1、2、3为本发明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的俯视图；

[0016] 图5为夹板的示意图；

[0017] 图中标号说明：1-产品输送线，2-产品转运线，3-产品，10-机架，11-导轨，12-第一

驱动气缸，121-第一气缸轴，20-滑动板，21-升降轴，22-第二驱动气缸，30-弹簧，40-安装

板，50-夹板，51-吸盘，511-安装轴，52-第三驱动气缸，53-推板，531-通孔，54-第四驱动气

缸，541-第四气缸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19] 如图1、2、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产品移载下线装置，包括跨设在产品输送线1

与产品转运线2上的机架10，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架10上设有滑动板20，滑动板20由设置

在机架10上的驱动机构驱动在产品输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的上方移动，所述的滑动板

20上设有升降轴21，升降轴21的下端设有夹持机构，夹持机构夹持产品3并由升降机构驱动

升起脱离产品输送线1；所述的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设有弹簧30，弹簧30的中心线位于

铅锤方向。

[0020] 本发明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结构简单，通过夹持机构、升降机构及设置在产

品运输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上方移动的滑动板20之间的配合，将完成包装的产品，如检

测合格完成包装的电视机移载到产品转运线2上，完成自动化生产线的产品卸载，确保自动

化生产线的持续高效运行，本发明提供的产品移载下线装置降低了产线生产员工的劳动强

度，传统的自动化生产线的尾端，即产品运输线1上需要安排1-2人进行产品的卸载，而对于

大尺寸的产品，如50寸以上的电视机，至少需要2人才能配合完成卸载作业，本发明的产品

移载下线装置可以节省2人的人工成本，同时，该产品移载下线装置适应性好，可以适用于

不同规格尺寸的产品，避免了人工搬运可能出现的产品倾倒带来的损失。

[0021]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述的机架10上设有水平布置并横跨在产品输

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上方的导轨11，所述的滑动板20滑动布置在导轨11上，所述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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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0上还设有第一驱动气缸12，所述第一驱动气缸12的第一气缸轴121的轴长方向与导轨

11的导向方向相平行且第一气缸轴121的悬伸端固定连接在滑动板20上，第一气缸轴121往

复伸缩带动滑动板20在产品输送线1与产品转运线2之间往复移动。

[0022]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设置在滑动板20上的第二

驱动气缸22，第二驱动气缸22的气缸轴的轴长呈铅垂向布置且气缸轴的悬伸端与设置在滑

动板20下方的夹持机构固定连接，所述的气缸轴在铅锤方向上伸缩带动夹持机构上下移

动。

[0023]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述的夹持机构包括安装板40，安装板40与滑动

板20之间由升降轴21固定连接，所述的安装板40的两相对的侧边滑动连接有向下延伸布置

的弹簧30，弹簧30的下端连接有夹板50，所述的夹板50及弹簧30的组合体由驱动机构驱动

相互靠近或远离，所述的夹板50相邻的板面上布置有吸盘51，吸盘51的吸口相对布置供夹

持吸附在产品3上。本发明中，夹持机构与升降机构之间设有弹簧30，避免了升降机构传递

给夹持机构的瞬间加速度导致夹持机构出现的夹持位偏移，所述的弹簧30起到了缓冲的作

用，确保了夹持机构可以缓慢提升，保证夹持的可靠性。

[0024]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述的夹板50上端固定连接有第三驱动气缸52，

第三驱动气缸52的气缸轴的悬伸端与安装板40的侧边固定连接，所述的气缸轴的轴长方向

与夹板50的板长方向相垂直。第三驱动气缸52驱动控制安装板40的相对边上的夹板50及弹

簧30的组合体相互靠近或远离。

[0025]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结合图5所示，本发明中安装板40的每侧边布置有两块夹

板50，夹板50上设有两个上下间隔布置的吸盘51，所述的吸盘51与夹板50之间设有平行夹

板50板面的推板53，推板53上设有通孔531供吸盘51的安装轴511穿过，所述的夹板50上还

设有第四驱动气缸54，第四驱动气缸54的第四气缸轴541固定在推板53上且所述的第四气

缸轴541的轴长方向位于水平方向。

[0026]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述的夹板50相互靠近或远离的方向与产品输

送线1的方向相垂直。如此，可以避免升降机构升起较高的位置才能使夹持机构夹持到产品

3。

[0027] 根据本发明，为了提高夹持机构及升降机构配合夹持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所述的

升降机构由电机驱动，电机的转速由变频器调节，转速可调，其调频范围为30～48Hz，所述

电机的功率为4Kw，减速机的调速比为1:20，如此，在夹持机构夹持到产品后，升降机构驱动

夹持机构与产品3缓慢抬起离开产品输送线1，避免出现产品3脱落的现象，提高了装置工作

的稳定性。

[002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特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

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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