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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磁芯装配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能够自动输送磁芯的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

能的上料模组，包括上料组件、设置在上料组件

出料口处的检测组件以及将磁芯从上料组件的

出料口转移至装配机的机械手；所述上料组件包

括沿磁芯输送方向顺次设置的第一输送装置、振

动盘以及第二输送装置；第一输送装置的进料口

设置有储料仓；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为所述上

料组件的出料口；所述检测组件包括支架、CCD相

机、镜头以及光源；所述CCD相机、镜头以及光源

均设置在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的正上方；所述

CCD相机以及光源均安装在支架上；所述镜头设

置在CCD相机与光源之间，且镜头固定在CCD相机

靠近光源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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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料组件（100）、设置在

上料组件（100）出料口处的检测组件（200）以及将磁芯本体从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转移

至装配机的机械手（300）；

所述上料组件（100）包括沿磁芯本体输送方向顺次设置的第一输送装置（110）、振动盘

（120）以及第二输送装置；第一输送装置（110）的进料口设置有储料仓；第二输送装置的出

料口为所述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

所述检测组件（200）包括支架（201）、CCD相机（204）、镜头（206）以及光源（202）；所述

CCD相机（204）、镜头（206）以及光源（202）均设置在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的正上方；所述

CCD相机（204）以及光源均安装在支架（201）上；所述镜头（206）设置在CCD相机（204）与光源

（202）之间，且镜头（206）固定在CCD相机（204）靠近光源（202）的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械手（300）包括机械手本体（310）以及抓取组件（320）；所述抓取组件（320）包括滑动设置的

吸头（325）以及驱动所述吸头（325）滑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与机械手本体

（310）固定连接；所述吸头（325）上开设有吸取磁芯本体的吸孔（3251）；所述吸孔（3251）连

通有真空发生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驱动装置包括连接件（321）、底座（324）、滑动件（326）、限位件（322）以及第一气缸（323）；

连接件（321）的两端分别与底座（324）和机械手本体（310）固定连接；底座（324）内开设有滑

槽；滑槽的侧壁开设有安装孔；所述滑动件（326）的一端设置在滑槽内，另一端与吸头（325）

固定连接，滑动件（326）上开设有长条孔，长条孔沿滑动件（326）的滑动方向开设；限位件

（322）依次穿过所述安装孔和长条孔；所述第一气缸（323）的缸体固定在底座（324）上，第一

气缸的（323）的活塞杆与吸头（325）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输送装置包括皮带输送线（130）以及顶升组件（140）；所述皮带输送线（130）的

进料口与振动盘（120）的出料口连接，皮带输送线（130）的出料口处设置有流道板（142）；流

道板（142）上开设有第一卡槽；第一卡槽的槽口处固定有第一盖板（147）；所述顶升组件

（140）包括滑动设置的定位件（141）以及驱动定位件（141）滑动的第二驱动装置；定位件

（141）上开设有第二卡槽；第二卡槽与第一卡槽一起形成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所述流道

板（142）以及第一盖板（147）上均开设有避让定位件（141）的避让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驱动装置包括立板（145）、滑块（144）、滑座（143）以及第二气缸（146）；所述滑座（143）以

及第二气缸（146）的缸体均固定在所述立板（145）上；滑块（144）穿设在所述滑座（143）上，

且滑块（144）的两端分别与第二气缸（146）的活塞杆以及定位件（14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皮

带输送线（130）包括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以及固定在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上的海绵固定

盒（132）；所述海绵固定盒（132）内设置有海绵，所述海绵紧贴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上的皮

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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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磁芯装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

模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普遍采用人工装配磁芯，导致磁芯装配工作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

定，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急需要一种磁芯自动组装机，而磁芯自动组装机首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将磁芯本体自动输送到装配机中。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将磁芯本体自

动输送到装配机中的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包括上料组件、设置在上料组件出料口

处的检测组件以及将磁芯本体从上料组件的出料口转移至装配机的机械手；

[0006] 所述上料组件包括沿磁芯本体输送方向顺次设置的第一输送装置、振动盘以及第

二输送装置；第一输送装置的进料口设置有储料仓；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为所述上料组

件的出料口；

[0007] 所述检测组件包括支架、CCD相机、镜头以及光源；所述CCD相机、镜头以及光源均

设置在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的正上方；所述CCD相机以及光源均安装在支架上；所述镜头

设置在CCD相机与光源之间，且镜头固定在CCD相机靠近光源的一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手包括机械手本体以及抓取组件；所述抓取组件包括滑动设

置的吸头以及驱动所述吸头滑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与机械手本体固定连

接；所述吸头上开设有吸取磁芯本体的吸孔；所述吸孔连通有真空发生装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连接件、底座、滑动件、限位件以及第一气缸；连

接件的两端分别与底座和机械手本体固定连接；底座内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侧壁开设有安

装孔；所述滑动件的一端设置在滑槽内，另一端与吸头固定连接，滑动件上开设有长条孔，

长条孔沿滑动件的滑动方向开设；限位件依次穿过所述安装孔和长条孔；所述第一气缸的

缸体固定在底座上，第一气缸的的活塞杆与吸头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输送装置包括皮带输送线以及顶升组件；所述皮带输送线的

进料口与振动盘的出料口连接，皮带输送线的出料口处设置有流道板；流道板上开设有第

一卡槽；第一卡槽的槽口处固定有第一盖板；所述顶升组件包括滑动设置的定位件以及驱

动定位件滑动的第二驱动装置；定位件上开设有第二卡槽；第二卡槽与第一卡槽一起形成

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所述流道板以及第一盖板上均开设有避让定位件的避让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立板、滑块、滑座以及第二气缸；所述滑座以及

第二气缸的缸体均固定在所述立板上；滑块穿设在所述滑座上，且滑块的两端分别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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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的活塞杆以及定位件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皮带输送线包括皮带输送线本体以及固定在皮带输送线本体上的

海绵固定盒；所述海绵固定盒内设置有海绵，所述海绵紧贴皮带输送线本体上的皮带设置。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上料组件以及机械手，完成将磁芯本体自动输送到装配机

中，极大地提高了磁芯本体上料的效率；其次，通过设置检测组件，从而保证输送到装配机

中的磁芯本体无损伤以及外表裂纹等缺陷，避免装配有缺陷的磁芯本体，导致整个磁芯报

废，极大地提高了磁芯组装的合格率，同时节约了成本；并且，通过设置第一输送装置，避免

操作人员频繁的向振动盘中补充磁芯本体，同时避免操作人员向振动盘中加入过多的磁芯

本体。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上料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3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顶升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4是图2中A区域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2中B区域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检测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7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检测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省略遮光罩）；

[0022] 图8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抓取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10是图9的剖切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是图10中C区域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是实施例中一种装配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3是图1所示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中第二输送装置的结构

示意图；

[0028] 图14是图13中D区域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是图13中E区域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00-上料组件；110-第一输送装置；120-振动盘；130-皮带输送线；131-皮带

输送线本体；132-海绵固定盒；133-挡条；134-第二盖板；135-皮带；136-海绵；140-顶升组

件；141-定位件；142-流道板；143-滑座；144-滑块；145-立板；146-第二气缸；147-第一盖

板；200-检测组件；201-支架；202-光源；203-遮光罩；204-CCD相机；205-限位块；206-镜头；

300-机械手；310-机械手本体；320-抓取组件；321-连接件；322-限位件；323-第一气缸；

324-底座；325-吸头；3251-吸孔；3252-接头孔；326-滑动件；400-装配机；410-转盘；42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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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430-载座撑开机构；500-磁芯本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阐述。

[0032]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具有机器视觉检测功能的上料模组，包括上料组件

100、设置在上料组件100出料口处的检测组件200以及将磁芯本体500从上料组件100的出

料口转移至装配机的机械手300；

[0033] 具体地，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上料组件100包括沿磁芯本体500输送方向顺次

设置的第一输送装置110、振动盘120以及第二输送装置；第一输送装置110的进料口设置有

储料仓；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为所述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需要说明的是，储料仓的容

量应当大于振动盘120的容量。由于自动装配磁芯时，节拍非常快，一般是2~4s一个产品，如

此一来，振动盘120中的磁芯本体500将会消耗非常快；另一方面，如果在振动盘120中加入

过多的磁芯本体500，那么极可能影响振动盘120的正常使用，因此本实施中，通过设置第一

输送装置110向振动盘120中输送磁芯本体500，一方面，避免操作人员频繁地向振动盘120

中加入磁芯本体500的问题，极大地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保证了振动盘

120中的磁芯本体500数量不会影响振动盘120的正常使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第一输

送装置110采用现有的皮带输送机实现，具体地，本实施例中，第一输送装置110采用怡合达

公司销售的型号为KPQ01系列的平皮带输送机实现。如图2所示，储料仓呈矩形框状结构，并

安装在第一输送装置100进料口处，储料仓在靠近第一输送装置110的一端开设有缺口，该

缺口设置在振动盘120的整上方，供磁芯本体500从第一输送装置110流入振动盘120。具体

使用时，操作人员将磁芯本体500放入储料仓，第一输送装置110将磁芯本体500输送至振动

盘120。

[0034] 如图2-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第二输送装置包括皮带输送线130以及顶升组件140；

所述皮带输送线130的进料口与振动盘120的出料口连接，皮带输送线130的出料口处设置

有流道板142；流道板142上开设有第一卡槽；第一卡槽的槽口处固定有第一盖板147；第一

盖板147防止磁芯本体500翻转；所述顶升组件140包括滑动设置的定位件141以及驱动定位

件141滑动的第二驱动装置；定位件141上开设有第二卡槽；第二卡槽与第一卡槽一起形成

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所述流道板142以及第一盖板147上均开设有避让定位件141的避

让孔。本实施例中，皮带输送线130采用怡合达公司销售的型号为KQA01的同步带输送机实

现。具体使用时，为防止磁芯本体500从皮带输送线130上掉落，如图13所示，在皮带输送线

本体131垂直于磁芯本体500输送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挡条133，两个挡条133形成输送磁芯

本体500的卡槽。输送时，磁芯本体500位于两个挡条133之间，由皮带输送线本体131带动磁

芯本体500向前输送。并且为了防止磁芯本体500翻转，本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在两个挡

条133形成输送磁芯本体500的卡槽的槽口固定有第二盖板134，并为了方便观察是否卡料，

在第二盖板134上开设有多个长条孔。需要说明的是，多个长条孔的宽度小于磁芯本体500

的宽度。当磁芯本体500输送至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时，如图5所示，顶升组件140将磁芯本

体500顶起，CCD相机204拍摄磁芯本体500的顶面，检测磁芯本体500的顶面是否有缺陷，如

无缺陷，则由机械手300将磁芯本体500转移至装配机400。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为了

防止磁芯本体500滑出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本实施例中，如图14所示，在第一盖板14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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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挡住磁芯本体500的挡块。

[0035] 如图3-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立板145、滑块144、滑座143以及第

二气缸146；所述滑座143以及第二气缸146的缸体均固定在所述立板145上；滑块144穿设在

所述滑座143上，且滑块144的两端分别与第二气缸146的活塞杆以及定位件141固定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机械手300中的抓取组件320中的吸头325依靠第一气缸323驱动，并且

机械手本体310也可以上下移动，因此，既可以在滑块144与滑座143之间设置一个限制顶升

组件140的顶升高度的限位装置，也可以不设置。本实施例中，滑块144沿滑块144的滑动方

向开设有长条孔，滑座143上固定有插入滑块144的长条孔内的限位销。

[0036] 如图4、13和1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皮带输送线130包括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以及固

定在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上的海绵固定盒132；所述海绵固定盒132内设置有海绵136和酒

精，所述海绵136紧贴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上的皮带135设置。通过设置海绵和酒精，能够及

时清洁皮带135，防止皮带135沾染异物而损坏磁芯本体500。

[0037] 如图6-7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检测组件200包括支架201、CCD相机204、镜头206以及

光源202；所述CCD相机204、镜头206以及光源202均设置在第二输送装置的出料口的正上

方；所述CCD相机204以及光源202均安装在支架201上；所述镜头206设置在CCD相机204与光

源202之间，且镜头206固定在CCD相机204靠近光源202的一端。在CCD相机204的位置调整好

后，有时需要对CCD相机204进行维护或者更换，因此，如图6-7所示，本实施例中，在CCD相机

204的安装块的顶端固定有限位块205，极大地方便了更换或维修CCD相机204后快速地调整

位置。检测组件200用于检测磁芯本体500是否有可见损坏以及可见裂纹，以避免有缺陷的

磁芯本体500流入装配机400导致整个产品报废。本实施例中，CCD相机204采用康耐视公司

生产的型号为In-Sight  5705的CCD相机实现。镜头206采用奥普特公司C系列定焦镜头实

现。光源202可以采用现有的环形光源以及条形光源等实现，本实施例中，光源202采用型号

为OPT-RI5000的环形光源实现。顶升组件140每顶升一组磁芯本体500，CCD相机204就拍摄

一次，从而判断磁芯本体500是否有缺陷，如无缺陷，则将磁芯本体500输送至装配机400，如

有缺陷，就将磁芯本体500丢弃。

[0038] 如图8-10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机械手300包括机械手本体310以及抓取组件320；如

图9-1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抓取组件320包括滑动设置的吸头325以及驱动所述吸头325滑

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与机械手本体310固定连接；所述吸头325上开设有

吸取磁芯本体500的吸孔3251；所述吸孔3251连通有真空发生装置。真空发生装置可以采用

现有技术实现，具体地，本实施例中真空发生装置采用PIAB公司生产的型号为P5010系列的

真空发生器实现。机械手本体310采用EPSON公司的型号为LS3-401的SCARA机器人实现。通

过使用真空吸取磁芯本体500，相比机械夹爪，能够防止磁芯本体500被机械夹爪损坏。

[0039] 如图9-10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第一驱动装置包括连接件321、底座324、滑动件326、

限位件322以及第一气缸323；连接件321的两端分别与底座324和机械手本体310固定连接；

底座324内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侧壁开设有安装孔；所述滑动件326的一端设置在滑槽内，另

一端与吸头325固定连接，滑动件326上开设有长条孔，长条孔沿滑动件326的滑动方向开

设；限位件322依次穿过所述安装孔和长条孔；所述第一气缸323的缸体固定在底座324上，

第一气缸的323的活塞杆与吸头325固定连接。

[0040]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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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为了进一步提高输送磁芯本体500的效率，本实施例中，顶升组件140中分别设置

有两个定位件141，以便机械手300能够同时抓取两个磁芯本体500。相应的，机械手300上分

别设置有两个滑动件326以及两个吸头325。

[0042] 具体使用时，如图1所示，首先操作人员将磁芯本体500放入到上料组件100中的储

料仓中，第一输送装置110将储料仓中的磁芯本体500输送至振动盘120中，振动盘120振动，

将磁芯本体500从振动盘120的出料口输送到皮带输送线本体131上，皮带输送线本体131将

磁芯本体500输送到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处，并被第一盖板147上的挡块挡住，然后，第二

气缸146启动，通过滑块144带动定位件141将第二卡槽中的磁芯本体500顶起，CCD相机204

拍照，如果检测组件200检测磁芯本体500无缺陷，则机械手本体310带动抓取组件320移动

到上料组件100的出料口的正上方，第一气缸323启动，带动吸头325向下移动至磁芯本体

500的顶面，真空发生装置启动，吸头325吸住磁芯本体500，第一气缸323启动，带动吸头325

向上移动。然后机械手本体310带动抓取组件320移动到装配机中一个载座420的上方，同时

载座撑开机构430将载座420撑开，第一气缸323启动，带动吸头325向下移动，然后真空发生

装置释放真空，同时，载座撑开机构430将载座420闭合夹紧磁芯本体500，然后第一气缸323

启动，带动吸头325向上移动。机械手本体310带动抓取组件320移动到上料组件100的出料

口的正上方，同时装配机400的转盘410旋转一定角度，完成一个上料循环，如此往复，即实

现了磁芯本体500的自动上料。本实施例中的装配机400仅是为了说明本具有机器视觉检测

功能的上料模组的工作原理，其并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在此做详细阐述。需

要说明的是，第二气缸146可以根据送料速度来确定启动的具体时间，也可以在上料组件

100的出料口设置感应磁芯本体500的传感器，作为第二气缸146启动的触发信号。

[0043]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可选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都可得出

其他各种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

求界定范围内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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