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135200.6

(22)申请日 2021.09.06

(73)专利权人 青岛锐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珠海南

路69号

(72)发明人 高晓臣　曹民智　马春雷　赵炳琪　

王进皎　杜崇刚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润涞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3358

专利代理师 黎慧华

(51)Int.Cl.

B65G 47/52(2006.01)

B65G 23/24(2006.01)

B65G 23/4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

式水平移栽机，包括机架、电机箱、输送带、移栽

带和中间滚筒，电机箱固定安装在机架上，机架

上还设置有主动辊轴和从动辊轴，主动辊轴与电

机箱的输出轴连接，主动辊轴和从动辊轴上设置

有移栽带，移栽带上设置有挡板，两个移栽带中

间安装有中间滚筒，中间滚筒安装在滚筒支架

上，滚筒支架固定在机架上，滚筒支架上还安装

有移栽带支撑架，移栽带支撑架托住移栽带，中

间滚筒的中心轴上安装有滚筒驱动装置，移栽带

的从动辊轴上设置有移栽带张紧装置，输送带设

置于移栽带的对立两侧位置以及端部。本实用新

型实现的物料分流可满足较大范围内的运输要

求，适用的范围更大，物料的重量可大，输送速度

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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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电机箱(2)、输

送带、移栽带(3)和中间滚筒(6)，所述机架(1)为钢结构框架结构制成，所述电机箱(2)固定

安装在机架(1)上方的一端，所述机架(1)的上方在靠近电机箱(2)的一端还设置有主动辊

轴，所述主动辊轴与电机箱(2)的输出轴连接设置，所述机架(1)在远离电机箱(2)的一端安

装设置有从动辊轴，连接所述的主动辊轴和从动辊轴设置有前后平行的两个移栽带(3)，所

述移栽带(3)上设置有挡板，两个所述移栽带(3)中间安装设置有中间滚筒(6)，所述中间滚

筒(6)安装设置在滚筒支架(5)上，所述滚筒支架(5)安装固定在机架(1)上，所述滚筒支架

(5)上还固定安装有移栽带支撑架(4)，所述移栽带支撑架(4)设置于移栽带(3)的正下方托

住移栽带(3)，所述中间滚筒(6)的中心轴上安装有滚筒驱动装置(7)，所述移栽带(3)上的

从动辊轴的两端设置有移栽带张紧装置(8)，所述输送带包括第一出口输送带(11)、第二出

口输送带(12)、第三出口输送带(13)和入口输送带(14)，所述入口输送带(14)的输出端对

应移栽带(3)上的两片挡板之间，所述第三出口输送带(13)的输入端对应移栽带(3)远离电

机箱(2)的一端，所述第一出口输送带(11)和第二出口输送带(12)的输入端与入口输送带

(14)位于移栽带(3)的对立两侧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

栽带(3)为链板带，每个移栽带(3)上等间距分布设置有四个挡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滚

筒驱动装置(7)包括一组同步带轮和一根同步带，所述同步带轮的其中一个安装在中间滚

筒(6)的中心轴上，另一个安装在入口输送带(14)的辊轴上，所述同步带连接所述的一组同

步带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

栽带张紧装置(8)为U型带槽钩，一端设置有两个叉，互呈U型，在两个叉的端部的同一侧开

设有沟槽结构，所述从动辊轴的轴承安装座上设置有对称的凸块，上述的沟槽结构勾住该

凸块结构，U型带槽钩结构的另一端焊接设置有丝杠，所述丝杠穿过机架(1)设置，在机架

(1)的外侧通过螺母来张紧固定丝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滚

筒支架(5)的底部还安装设置有滚筒支架调节装置(9)，所述滚筒支架调节装置(9)包括安

装板、固定板、调节螺栓和固定螺栓，所述滚筒支架(5)底部设置有2个支腿，每个支腿的底

部均设置有安装板，每个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四个孔，其中一组对角的孔设置为螺纹孔，另

外一组对角的孔设置为光孔，对应安装板下方的机架(1)上固定设置有固定板，每个固定板

上设置有两个孔，设置在固定板上对应安装板上光孔的位置下方，将调节螺栓从上向下拧

入安装板的螺纹孔内，调节螺栓的底部抵在固定板上，通过旋拧调节螺栓可以调节安装板

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调节好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后，通过在光孔内从上而下插入

固定螺栓，套设螺母来固定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即固定了滚筒支架(5)在机架(1)

上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挡

板在两根移栽带(3)上的位置前后对应，两根所述移栽带(3)同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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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料分拣装置的领域，具体是一种具有三个物料分拣出口，且出

口方向不同的高效水平移栽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移栽设备主要是分拣物料的，其分拣后在同一条输送带上，输

送方向不变，输送的输出口只有一个，不能实现两种或以上的货物分拣，而且这种方式的分

拣出错率较高。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实现更多种类物品的分拣、且分拣效率和分拣质量高的

装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

机，后方有三段输送线，其中两段平行，另一段与入口处的运行方向垂直，可以分拣三种不

同的物料，三种物料筐同时放在入口处输送带上，并向后输送至后方的三条不同位置、不同

方向的输送带上，方便后续的操作。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如附图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包括机

架、电机箱、输送带、移栽带和中间滚筒，所述机架为钢结构框架结构制成，所述电机箱固定

安装在机架上方的一端，所述机架的上方在靠近电机箱的一端还设置有主动辊轴，所述主

动辊轴与电机箱的输出轴连接设置，所述机架在远离电机箱的一端安装设置有从动辊轴，

连接所述的主动辊轴和从动辊轴设置有前后平行的两个移栽带，所述移栽带上设置有挡

板，所述移栽带中间安装设置有中间滚筒，所述中间滚筒安装设置在滚筒支架上，所述滚筒

支架安装固定在机架上，所述滚筒支架上还固定安装有移栽带支撑架，所述移栽带支撑架

设置于移栽带的正下方托住移栽带，所述中间滚筒的中心轴上安装有滚筒驱动装置，所述

移栽带上的从动辊轴的两端设置有移栽带张紧装置，所述输送带包括第一出口输送带、第

二出口输送带、第三出口输送带和入口输送带，所述入口输送带的输出端对应移栽带上的

两片挡板之间，所述第三出口输送带的输入端对应移栽带远离电机箱的一端，所述第一出

口输送带和第二出口输送带的输入端与入口输送带位于移栽带的对立两侧位置。

[0006] 上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所述移栽带为链板带，每个移栽

带上等间距分布设置有四个挡板。

[0007] 上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所述滚筒驱动装置包括一组同步

带轮和一根同步带，所述同步带轮的其中一个安装在中间滚筒的中心轴上，另一个安装在

入口输送带的的辊轴上，所述同步带连接所述的一组同步带轮。

[0008] 上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所述移栽带张紧装置为U型带槽

钩结构，一端设置有两个叉，互呈U型，在两个叉的端部的同一侧开设有沟槽结构，所述从动

辊轴的轴承安装座上设置有对称的凸块，上述的沟槽结构勾住该凸块结构，U型带槽钩结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6548334 U

3



的另一端焊接设置有丝杠，所述丝杠穿过机架设置，在机架的外侧通过螺母来张紧固定丝

杠，旋拧该螺母，调整U型带槽钩与机架之间的位置关系，带动从动辊轴随着它的轴承安装

座移动，可调整移栽带的张紧程度。

[0009] 上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所述滚筒支架的底部还安装设置

有滚筒支架调节装置，所述滚筒支架调节装置包括安装板、固定板、调节螺栓和固定螺栓，

所述滚筒支架底部设置有2个支腿，每个支腿的底部均设置有安装板，每个所述安装板上设

置有四个孔，其中一组对角的孔设置为螺纹孔，另外一组对角的孔设置为光孔，对应安装板

下方的机架上固定设置有固定板，每个固定板上设置有两个孔，设置在固定板上对应安装

板上光孔的位置下方，将调节螺栓从上向下拧入安装板的螺纹孔内，调节螺栓的底部抵在

固定板上，通过旋拧调节螺栓可以调节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调节好安装板与固定

板之间的间隙后，通过在光孔内从上而下插入固定螺栓，套设螺母来固定安装板与固定板

之间的间隙，即固定了滚筒支架在机架上的高度。

[0010] 上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所述挡板在两根移栽带上的位置

前后对应，两根所述移栽带同步运转。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

机，后方有三段输送线，其中两段平行，另一段与入口处的运行方向垂直，可以分拣三种不

同的物料，三种物料筐同时放在入口处输送带上，并向后输送至后方的三条不同位置、不同

方向的输送带上，本实用新型实现的物料分流，其运行方向变化较大，可满足较大范围内的

运输要求，适用的范围更大，物料的重量可大，输送速度也较快，方便了后续的操作。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移栽带张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1.机架，2.电机箱，3.移栽带，4.移栽带支撑架，5.滚筒支架，6.中间滚筒，7.滚筒

驱动装置，8.移栽带张紧装置，9.滚筒支架调节装置，10.物料筐，11.第一出口输送带，12.

第二出口输送带，13.第三出口输送带，14.入口输送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附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高效的单入三出步进式水平移栽机，包括

机架1、电机箱2、输送带、移栽带3和中间滚筒6，所述机架1为钢结构框架结构制成，所述电

机箱2固定安装在机架1上方的一端，所述机架1的上方在靠近电机箱2的一端还设置有主动

辊轴，所述主动辊轴与电机箱2的输出轴连接设置，所述机架1在远离电机箱2的一端安装设

置有从动辊轴，连接所述的主动辊轴和从动辊轴设置有前后平行的两个移栽带3，所述移栽

带3上设置有挡板，所述移栽带3中间安装设置有中间滚筒6，所述中间滚筒6安装设置在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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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支架5上，所述滚筒支架5安装固定在机架1上，所述滚筒支架5上还固定安装有移栽带支

撑架4，所述移栽带支撑架4设置于移栽带3的正下方托住移栽带3，所述中间滚筒6的中心轴

上安装有滚筒驱动装置7，所述移栽带3上的从动辊轴的两端设置有移栽带张紧装置8，所述

输送带包括第一出口输送带11、第二出口输送带12、第三出口输送带13和入口输送带14，所

述入口输送带14的输出端对应移栽带3上的两片挡板之间，所述第三出口输送带13的输入

端对应移栽带3远离电机箱2的一端，所述第一出口输送带11和第二出口输送带12的输入端

与入口输送带14位于移栽带3的对立两侧位置。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移栽带3为链板带，每个移栽带3上等间距分布设置有四个挡板。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驱动装置7包括一组同步带轮和一根同步带，所述同步带轮的

其中一个安装在中间滚筒6的中心轴上，另一个安装在入口输送带14的的辊轴上，所述同步

带连接所述的一组同步带轮。

[0022] 进一步的，所述移栽带张紧装置8为U型带槽钩结构，一端设置有两个叉，互呈U型，

在两个叉的端部的同一侧开设有沟槽结构，所述从动辊轴的轴承安装座上设置有对称的凸

块，上述的沟槽结构勾住该凸块结构，U型带槽钩结构的另一端焊接设置有丝杠，所述丝杠

穿过机架1设置，在机架1的外侧通过螺母来张紧固定丝杠，旋拧该螺母，调整U型带槽钩与

机架之间的位置关系，带动从动辊轴随着它的轴承安装座移动，可调整移栽带3的张紧程

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支架5的底部还安装设置有滚筒支架调节装置9，所述滚筒支

架调节装置9包括安装板、固定板、调节螺栓和固定螺栓，所述滚筒支架5底部设置有2个支

腿，每个支腿的底部均设置有安装板，每个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四个孔，其中一组对角的孔

设置为螺纹孔，另外一组对角的孔设置为光孔，对应安装板下方的机架1上固定设置有固定

板，每个固定板上设置有两个孔，设置在固定板上对应安装板上光孔的位置下方，将调节螺

栓从上向下拧入安装板的螺纹孔内，调节螺栓的底部抵在固定板上，通过旋拧调节螺栓可

以调节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调节好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后，通过在光孔内

从上而下插入固定螺栓，套设螺母来固定安装板与固定板之间的间隙，即固定了滚筒支架5

在机架1上的高度。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挡板在两根移栽带3上的位置前后对应，两根所述移栽带3同步运

转。

[0025] 进一步的，如图1所示，水平移栽机在工作使用的过程中，不同物料框10装有不同

的物料，按任意顺序被放置在入口输送带14上，物料筐10从入口输送带14向前输送，入口输

送带14上安装设置有RFID识别系统，对应物料筐10的底部设置有可由RFID系统识别的卡

片，通过RFID识别系统识别出物料筐10内物料种类，从而控制电机箱2内的电机正转、反转

或不动，从而决定物料筐10从哪个出口输送带出，移栽带3对应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当物料

筐10需要从第一出口输送带11出时，移栽带3会逆时针转动四分之一圈，其挡板会把物料筐

10从入口输送带14处推到第一出口输送带11处，同时中间滚筒6转动，将物料筐10进一步推

送至第一出口输送带11上，当物料筐10需要从第二出口输送带12出时，移栽带3不动，通过

中间滚筒6的转动将物料筐10推送至第二出口输送带12上，当物料筐10需要从第三出口输

送带13出时，移栽带3顺时针转动四分之一圈，其挡板会把物料筐10从入口输送带14处带推

到第三出口输送带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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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示例性实施例，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和保护范围

内，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修改或等同替换，这种修改或等同替换也应视为落在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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