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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

涉及物流分拣技术领域，包括：称重台、输入传送

带、主传送带、输出传送带和分拣箱，若干个所述

称重台侧面均安装第一夹爪，所述第一夹爪用于

将物品分别从所述称重台上方夹持至若干个所

述输入传送带上方，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侧面

均放置第一控制端，若干个所述第一控制端分别

与安装在所述输入传送带侧面的若干个贴标机

构电连接，所述第一控制端用于输入物流信息，

所述贴标机构用于将物品相对应的物流信息打

印成标条，并将所述标条张贴在位于所述输入传

送带上方的物品表面；本发明提供的物流分拣口

自动化控制装置，提供了一种能够自动化控制物

流分拣的装置，大大减少了人工，避免了因人工

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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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称重台(1)、输入传送带(2)、主传送

带(3)、输出传送带(4)和分拣箱(5)，若干个所述称重台(1)侧面均安装第一夹爪(6)，若干

个所述第一夹爪(6)用于将物品分别从所述称重台(1)上方夹持至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

(2)上方，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侧面均放置第一控制端(7)，若干个所述第一控制端

(7)分别与安装在所述输入传送带(2)侧面的若干个贴标机构(8)电连接，所述第一控制端

(7)用于输入物流信息，所述贴标机构(8)用于将物品相对应的物流信息打印成标条，并将

所述标条张贴在位于所述输入传送带(2)上方的物品表面；

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的尾端均紧密连接所述主传送带(3)，沿所述主传送带(3)

运行方向位于与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连接处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侧面安装条

码扫描器(9)，所述条码扫描器(9)与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所述条码扫描器(9)用于扫描

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物品表面的标条，所述第二控制端(10)根据扫描到的标条信息对物

品进行分类；

沿所述主传送带(3)运行方向位于所述条码扫描器(9)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外部

安装扫描通道(11)，所述扫描通道(11)用于对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进行破损监测；

其中，所述贴标机构(8)包括贴标箱(801)，所述贴标箱(801)顶部设置标条出口(802)，

所述贴标箱(801)的顶部固定第一圆柱撑(803)，所述贴标箱(801)的前侧面水平安装贴标

伸缩杆(804)，所述贴标伸缩杆(804)远离所述贴标箱(801)的一端安装贴标板(805)，所述

贴标箱(801)前侧面水平安装连接板(806)，所述连接板(806)远离所述贴标箱(801)的一端

安装定位板(807)，所述定位板(807)表面设置与所述贴标板(805)相匹配的通孔，所述贴标

箱(801)的下表面安装第二圆柱撑(808)，所述贴标箱(801)的下表面设置标条入口，所述贴

标箱(801)的下端竖直固定贴标立柱(80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沿所述主传送带(3)

运行方向位于所述扫描通道(11)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两侧均安装纠位机构(12)，所

述纠位机构(12)用于将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摆放至所述主传送带(3)的中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沿所述主传送带(3)

运行方向位于所述纠位机构(12)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两侧紧密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

传送带(4)，位于所述主传送带(3)与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4)的连接处分别安装若干个

扫描探头(13)，若干个所述扫描探头(13)与所述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

传送带(4)与所述主传送带(3)连接处均安装第二夹爪(14)，若干个所述第二夹爪(14)分别

与若干个所述扫描探头(13)电连接，所述扫描探头(13)用于扫描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物

品的标条，并根据获取到的所述第二控制端(10)内的分类信息，控制相应的所述第二夹爪

(14)将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夹持至相应的所述输出传送带(4)上方，若干个所述输

出传送带(4)尾端均放置所述分拣箱(5)，所述主传送带(3)的尾端放置所述分拣箱(5)，所

述第一控制端(7)与第二控制端(10)通过无线网络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爪(6)与

第二夹爪(14)均包括夹爪立杆(601)，所述夹爪立杆(601)侧表面活动套接环套(602)，所述

环套的表面水平固定伸缩横杆(603)，所述伸缩横杆(603)远离所述环套(602)的端部固定

所述电动夹爪(604)。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扫描通道(11)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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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第一扫描板(1101)、第二扫描板(1102)和第三扫描板(1103)，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

第二扫描板(1102)竖直放置，所述第三扫描板(1103)水平连接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第

二扫描板(1102)的顶端，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第二扫描板(1102)相对的表面均安装扫

描摄像头(1104)，所述第三扫描板(1103)的下表面安装所述扫描摄像头(1104)，所述扫描

摄像头(1104)均与所述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纠位机构

(12)均包括纠位立杆(1201)、纠位伸缩杆(1202)和纠位板(1203)，两个所述纠位立杆

(1201)相对的表面顶端均水平固定所述纠位伸缩杆(1202)，所述纠位伸缩杆(1202)远离所

述纠位立杆(1201)的一端均固定所述纠位板(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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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流分拣技术领域，特别涉及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货物在流通，对于人工来说负担

很大，且超负荷的工作量容易出错，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

题，本申请设计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提供了一种能够自动化控制物流分拣的装

置，具有对物流物品称重、物流信息录入、张贴快递条码和破损监测的功能，大大减少了人

工，避免了因人工造成的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提供了一种能够自动化控制

物流分拣的装置，大大减少了人工，避免了因人工造成的损失。

[0004] 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其结构包括：称重台、输入传送带、主

传送带、输出传送带和分拣箱，若干个所述称重台侧面均安装第一夹爪，若干个所述第一夹

爪用于将物品分别从所述称重台上方夹持至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上方，若干个所述输入

传送带侧面均放置第一控制端，若干个所述第一控制端分别与安装在所述输入传送带侧面

的若干个贴标机构电连接，所述第一控制端用于输入物流信息，所述贴标机构用于将物品

相对应的物流信息打印成标条，并将所述标条张贴在位于所述输入传送带上方的物品表

面；

[0005] 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的尾端均紧密连接所述主传送带，沿所述主传送带运行方

向位于与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连接处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的侧面安装条码扫描器，所述

条码扫描器与第二控制端电连接，所述条码扫描器用于扫描所述主传送带上方物品表面的

标条，所述第二控制端根据扫描到的标条信息对物品进行分类；

[0006] 沿所述主传送带运行方向位于所述条码扫描器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的外部安装

扫描通道，所述扫描通道用于对所述主传送带上方的物品进行破损监测。

[0007] 较佳的，沿所述主传送带运行方向位于所述扫描通道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的两侧

均安装纠位机构，所述纠位机构用于将所述主传送带上方的物品摆放至所述主传送带的中

部。

[0008] 较佳的，沿所述主传送带运行方向位于所述纠位机构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的两侧

紧密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位于所述主传送带与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的连接处分

别安装若干个扫描探头，若干个所述扫描探头与所述第二控制端电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

传送带与所述主传送带连接处均安装第二夹爪，若干个所述第二夹爪分别与若干个所述扫

描探头电连接，所述扫描探头用于扫描所述主传送带上方物品的标条，并根据获取到的所

述第二控制端内的分类信息，控制相应的所述第二夹爪将所述主传送带上方的物品夹持至

相应的所述输出传送带上方，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尾端均放置所述分拣箱，所述主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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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尾端放置所述分拣箱，所述第一控制端与第二控制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

[0009] 较佳的，所述第一夹爪与第二夹爪均包括夹爪立杆，所述夹爪立杆侧表面活动套

接环套，所述环套的表面水平固定伸缩横杆，所述伸缩横杆远离所述环套的端部固定所述

电动夹爪。

[0010] 较佳的，所述贴标机构包括贴标箱，所述贴标箱顶部设置标条出口，所述贴标箱的

顶部固定第一圆柱撑，所述贴标箱的前侧面水平安装贴标伸缩杆，所述贴标伸缩杆远离所

述贴标箱的一端安装贴标板，所述贴标箱前侧面水平安装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远离所述贴

标箱的一端安装定位板，所述定位板表面设置与所述贴标板相匹配的通孔，所述贴标箱的

下表面安装第二圆柱撑，所述贴标箱的下表面设置标条入口，所述贴标箱的下端竖直固定

贴标立柱。

[0011] 较佳的，所述扫描通道包括第一扫描板、第二扫描板和第三扫描板，所述第一扫描

板和第二扫描板竖直放置，所述第三扫描板水平连接所述第一扫描板和第二扫描板的顶

端，所述第一扫描板和第二扫描板相对的表面均安装扫描摄像头，所述第三扫描板的下表

面安装所述扫描摄像头，所述扫描摄像头均与所述第二控制端电连接。

[0012] 较佳的，两个所述纠位机构均包括纠位立杆、纠位伸缩杆和纠位板，两个所述纠位

立杆相对的表面顶端均水平固定所述纠位伸缩杆，所述纠位伸缩杆远离所述纠位立杆的一

端均固定所述纠位板。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著优点：

[0014] (1)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能够将物流物品称重后，连同物流

信息一同录入控制端，并将相应的物流条码张贴在对应的物品表面。

[0015] (2)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能够根据物流信息对物品进行分

类，由输出传送带起始端的扫描探头对物品表面的条码进行扫描，根据第二控制端内的分

类信息控制相应的第二夹爪将物品挪至相应的输出传送带。

[0016] (3)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主传送带尾端放置的分拣箱能够

将未被分拣物品装载，并送至输入传送带重新进行分拣。

[0017] (4)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具有对物品进行外部破损监测的

功能，同时具备物品位置纠正的功能，放置物品甩出传送带。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结构俯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工作流程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第一夹爪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贴标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纠位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的扫描通道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称重台，2‑输入传送带，3‑主传送带，4‑输出传送带，5‑分拣箱，

6‑第一夹爪，7‑第一控制端，8‑贴标机构，9‑条码扫描器，10‑第二控制端，11‑扫描通道，12‑

纠位机构，13‑扫描探头，14‑第二夹爪，601‑夹爪立杆，602‑环套，603‑伸缩横杆，604‑电动

夹爪，801‑贴标箱，802‑标条出口，803‑第一圆柱撑，804‑贴标伸缩杆，805‑贴标板，806‑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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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板，807‑定位板，808‑第二圆柱撑，809‑贴标立柱，1101‑第一扫描板，1102‑第二扫描板，

1103‑第三扫描板，1104‑扫描摄像头，1201‑纠位立杆，1202‑纠位伸缩杆，1203‑纠位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本发明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为了便于理解和说明，参照图1至图6，本发明提供了物流分拣口自动化控制装置，

其结构包括：称重台1、输入传送带2、主传送带3、输出传送带4和分拣箱5，若干个所述称重

台1侧面均安装第一夹爪6，若干个所述第一夹爪6用于将物品分别从所述称重台1上方夹持

至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上方，所述第一夹爪6与第二夹爪14结构一致，所述第一夹爪6与

第二夹爪14均包括夹爪立杆601，所述夹爪立杆601为伸缩杆，所述夹爪立杆601侧表面活动

套接环套602，所述环套602能够在所述夹爪立杆601的外部转动，所述环套的表面水平固定

伸缩横杆603，所述伸缩横杆603远离所述环套602的端部固定所述电动夹爪604，通过所述

夹爪立杆601上下伸缩、所述伸缩横杆603水平伸缩和所述电动夹爪604的相互配合夹持移

动物品。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侧面均放置第一控制端7，若干个所述第一控制端7分别与

安装在所述输入传送带2侧面的若干个贴标机构8电连接，所述第一控制端7用于输入物流

信息，所述贴标机构8用于将物品相对应的物流信息打印成标条，并将所述标条张贴在位于

所述输入传送带2上方的物品表面，所述贴标机构8包括贴标箱801，所述贴标箱801内部设

置打印装置、空标条卷和标条收纳卷，所述贴标箱801顶部设置标条出口802，由所述打印装

置对空标条卷进行打印，打印后的标条由所述标条出口802伸出，所述贴标箱801的顶部固

定第一圆柱撑803，伸出的标条从所述第一圆柱撑803上方滑过，所述第一圆柱撑803用于支

撑标条滑动，所述贴标箱801的前侧面水平安装贴标伸缩杆804，所述贴标伸缩杆804远离所

述贴标箱801的一端安装贴标板805，所述贴标箱801前侧面水平安装连接板806，所述连接

板806远离所述贴标箱801的一端安装定位板807，所述定位板807表面设置与所述贴标板

805相匹配的通孔，所述标条从所述定位板807前侧面划过，所述标条的宽度大于所述通孔

的宽度，所述贴标伸缩杆804带动所述贴标板805伸出，所述贴标板805从所述通孔内伸出，

将位于所述通孔范围内的标条张贴在物体表面，所述贴标箱801的下表面安装第二圆柱撑

808，所述贴标箱801的下表面设置标条入口，使用后的标条从所述第二圆柱撑808下表面划

过后从所述标条入口内进入，收纳在所述标条收纳卷的表面，所述贴标箱801的下端竖直固

定贴标立柱809，所述贴标立柱809高度能够调节；

[0027] 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的尾端均紧密连接所述主传送带3，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

带2上方的物品均能够根据传送带的移动转移至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沿所述主传送带3运

行方向位于与若干个所述输入传送带2连接处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侧面安装条码扫描

器9，所述条码扫描器9与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所述条码扫描器9用于扫描所述主传送带3

上方物品表面的标条，所述第二控制端10根据扫描到的标条信息和物流收货地点的信息对

物品进行分类；

[0028] 沿所述主传送带3运行方向位于所述条码扫描器9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外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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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扫描通道11，所述扫描通道11用于对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进行破损监测，所述扫描

通道11包括第一扫描板1101、第二扫描板1102和第三扫描板1103，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

第二扫描板1102竖直放置，所述第三扫描板1103水平连接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第二扫描

板1102的顶端，所述第一扫描板1101和第二扫描板1102相对的表面均安装扫描摄像头

1104，所述第三扫描板1103的下表面安装所述扫描摄像头1104，所述扫描摄像头1104均与

所述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三个所述扫描摄像头1104用于对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进

行破损监测，所述扫描摄像头1104将获取到的图像传输入所述第二控制端10内进行分析，

判别是否存在破损，若存在，则所述第二控制端10向外发送报警信号；沿所述主传送带3运

行方向位于所述扫描通道11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两侧均安装纠位机构12，所述纠位机

构12用于将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摆放至所述主传送带3的中部，两个所述纠位机构12

均包括纠位立杆1201、纠位伸缩杆1202和纠位板1203，两个所述纠位立杆1201相对的表面

顶端均水平固定所述纠位伸缩杆1202，所述纠位伸缩杆1202远离所述纠位立杆1201的一端

均固定所述纠位板1203，由两个所述纠位伸缩杆1202伸缩带动两个所述纠位板1203向内移

动，便于将物品推放至所述主传送带3的中央位置；

[0029] 沿所述主传送带3运行方向位于所述纠位机构12之后的所述主传送带3的两侧紧

密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4，便于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体移动至若干个所述输出传

送带4上方，位于所述主传送带3与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4的连接处分别安装若干个扫描

探头13，若干个所述扫描探头13与所述第二控制端10电连接，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4与所

述主传送带3连接处均安装第二夹爪14，若干个所述第二夹爪14分别与若干个所述扫描探

头13电连接，所述扫描探头13用于扫描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物品的标条，并根据获取到的所

述第二控制端10内的分类信息，控制相应的所述第二夹爪14将所述主传送带3上方的物品

夹持至相应的所述输出传送带4上方，若干个所述输出传送带4尾端均放置所述分拣箱5，位

于所述输出传送带4尾端的所述分拣箱5用于装载分类后的物品，所述主传送带3的尾端放

置所述分拣箱5，位于所述主传送带3尾端的所述分拣箱5用于装载未被分类识别的物品，未

被分类识别的物品将重新进行称重和传输。所述第一控制端7与第二控制端10通过无线网

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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