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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

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取料机器人、设置于

机架上的搬运送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良品

剔除机构、良品裁断机构、收集机构，本实用新型

采用机电结合方式，在扎带出模时自动取件、冷

却、检测、剔除不良品、计数、缠绕打捆、装箱等，

全自动运行；减轻劳动强度，避免人身伤害，提高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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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取料机器人、设置于机架上的搬

运送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良品剔除机构、良品裁断机构、收集机构，所述搬运送料机构

包括滑板、设置于滑板上的若干搬运机械手、用于带动滑板移动的送料移动机构、若干相对

设置于机架上的支撑板；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摄像头、光源、及用于带动摄像头和光源移

动的视觉移动机构；所述不良品剔除机构包括剔除刀座、剔除切刀、推动剔除切刀上下移动

的剔除驱动单元、带动剔除切刀及剔除驱动单元移动的剔除移动机构；良品裁断机构包括

裁断刀座、裁断切刀、推动裁断切刀上下移动的裁断驱动单元、带动裁断切刀及裁断驱动单

元移动的裁断移动机构；所述收集机构包括震动板、设置于震动板上的震动电机及滑槽、所

属震动板与机架间的弹簧，所述搬运送料机构还包括能够带动搬运机械手升降的升降机

构，所述升降机构包括搬运升降座及与其连接的搬运升降气缸，所述搬运机械手与搬运升

降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装箱机

构，装箱机构包括用于放置收集箱的装箱架、固定于机架上的滑轨座及装箱电机、与滑轨座

配合的滑轨、与装箱电机连接的摇臂、与滑轨固定的连杆，所述连杆内设有长孔，且所述摇

臂的一端设有能够于长孔内滚动的滚轮，所述装箱架与滑轨固定连接，所述滑槽的出口位

于收集箱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机械

手包括搬运臂，搬运臂的端部安装有搬运手指气缸，搬运手指气缸上设有夹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视觉移动机构

包括视觉安装板，所述摄像头通过视觉安装板与视觉移动机构连接，所述视觉安装板上设

有弧形槽，螺钉穿过弧形槽与摄像头锁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裁断切刀

的刀刃与裁断刀座的工作面成一锐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机构

还包括扎带收束结构，所述扎带收束结构包括收束座、收束板一、收束板二、相对设置于收

束座上的收束气缸一和收束气缸二，所述收束座上平行设有收束滑槽一与收束滑槽二，所

述收束板一和收束板二上均设有收束槽，所述收束板一卡置于收束滑槽一中且与收束气缸

一连接，所述收束板二卡置于收束滑槽二中且与收束气缸二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裁断刀座

包括两翻转支板、固定于翻转支板上的翻转电机、翻转板通过轴承与翻转支板连接，且翻转

电机通过联轴器与翻转板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剔除驱动

单元为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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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扎带包装设备，特别是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为扎带产品注塑成型出模时由人工取出，人工裁剪或是直接手掰，人工

挑选出合格品计数、捆扎打包，或人工送到打包机处单独缠绕打包。效率低，对人体易造成

伤害。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取料机器人、设置于机架上的

搬运送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良品剔除机构、良品裁断机构、收集机构，所述搬运送料机

构包括滑板、设置于滑板上的若干搬运机械手、用于带动滑板移动的送料移动机构、若干相

对设置于机架上的支撑板；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摄像头、光源、及用于带动摄像头和光源

移动的视觉移动机构；所述不良品剔除机构包括剔除刀座、剔除切刀、推动剔除切刀上下移

动的剔除驱动单元、带动剔除切刀及剔除驱动单元移动的剔除移动机构；良品裁断机构包

括裁断刀座、裁断切刀、推动裁断切刀上下移动的裁断驱动单元、带动裁断切刀及裁断驱动

单元移动的裁断移动机构；所述收集机构包括震动板、设置于震动板上的震动电机及滑槽、

所属震动板与机架间的弹簧，所述搬运送料机构还包括能够带动搬运机械手升降的升降机

构，所述升降机构包括搬运升降座及与其连接的搬运升降气缸，所述搬运机械手与搬运升

降座连接。

[0006] 还包括装箱机构，装箱机构包括用于放置收集箱的装箱架、固定于机架上的滑轨

座及装箱电机、与滑轨座配合的滑轨、与装箱电机连接的摇臂、与滑轨固定的连杆，所述连

杆内设有长孔，且所述摇臂的一端设有能够于长孔内滚动的滚轮，所述装箱架与滑轨固定

连接，所述滑槽的出口位于收集箱上方。

[0007] 所述搬运机械手包括搬运臂，搬运臂的端部安装有搬运手指气缸，搬运手指气缸

上设有夹爪。

[0008] 视觉移动机构包括视觉安装板，所述摄像头通过视觉安装板与视觉移动机构连

接，所述视觉安装板上设有弧形槽，螺钉穿过弧形槽与摄像头锁固。

[0009] 所述裁断切刀的刀刃与裁断刀座的工作面成一锐角。

[0010] 所述收集机构还包括扎带收束结构，所述扎带收束结构包括收束座、收束板一、收

束板二、相对设置于收束座上的收束气缸一和收束气缸二，所述收束座上平行设有收束滑

槽一与收束滑槽二，所述收束板一和收束板二上均设有收束槽，所述收束板一卡置于收束

滑槽一中且与收束气缸一连接，所述收束板二卡置于收束滑槽二中且与收束气缸二连接。

[0011] 所述裁断刀座包括两翻转支板、固定于翻转支板上的翻转电机、翻转板通过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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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翻转支板连接，且翻转电机通过联轴器与翻转板连接。

[0012] 所述剔除驱动单元为气缸。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采用机电结合方式，在扎带出模时自动取

件、冷却、检测、剔除不良品、计数、缠绕打捆、装箱等，全自动运行；减轻劳动强度，避免人身

伤害，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搬运送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视觉检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不良品剔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良品裁断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收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扎带收束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照图1至图7，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包括取料机

器人1、设置于机架上的搬运送料机构2、视觉检测机构3、不良品剔除机构4、良品裁断机构

5、收集机构6，所述搬运送料机构2包括滑板21、设置于滑板21上的若干搬运机械手、用于带

动滑板21移动的送料移动机构、若干相对设置于机架上的支撑板22；所述视觉检测机构3包

括摄像头31、光源32、及用于带动摄像头31和光源32移动的视觉移动机构；所述不良品剔除

机构4包括剔除刀座41、剔除切刀42、推动剔除切刀42上下移动的剔除驱动单元43、带动剔

除切刀42及剔除驱动单元43移动的剔除移动机构；良品裁断机构5包括裁断刀座51、裁断切

刀52、推动裁断切刀52上下移动的裁断驱动单元(图中未显示出)、带动裁断切刀52及裁断

驱动单元移动的裁断移动机构；所述收集机构6包括震动板61、设置于震动板61上的震动电

机及滑槽62、所属震动板61与机架间的弹簧(图中未显示出)。

[0023] 所述搬运送料机构2还包括能够带动搬运机械手升降的升降机构，所述升降机构

包括搬运升降座23及与其连接的搬运升降气缸，所述搬运机械手与搬运升降座23连接，所

述搬运机械手包括搬运臂24，搬运臂24的端部安装有搬运手指气缸25，搬运手指气缸25上

设有夹爪26。通过升降机构能够操作搬运机械手升降，从而便于夹爪26从扎带组中间的连

接块的孔中退出或伸入，从而实现夹取。

[0024] 视觉移动机构包括视觉安装板，所述摄像头31通过视觉安装板与视觉移动机构连

接，所述视觉安装板上设有弧形槽33，螺钉穿过弧形槽33与摄像头31锁固，通过螺钉的松紧

而实现摄像头31沿弧形槽33移动，从而实现角度调整。

[0025] 所述裁断切刀52的刀刃与裁断刀座51的工作面成一锐角，因为本申请的扎带包装

是按一定数量包装成束的，但是因为有不良品的存在，扎带组不能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因而

需要在下一个扎带组中切取相应的数量的扎带补足，通过刀刃斜置，我们通过控制刀刃的

倾斜角度和下降的深度，就能够控制切需要数量的扎带下来补充前一扎带组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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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收集机构6还包括扎带收束结构，所述扎带收束结构包括收束座63、收束板一

64、收束板二65、相对设置于收束座63上的收束气缸一(图中未显示出)和收束气缸二(图中

未显示出)，所述收束座63上平行设有收束滑槽一66与收束滑槽二，所述收束板一64和收束

板二65上均设有收束槽67，所述收束板一64卡置于收束滑槽一66中且与收束气缸一连接，

所述收束板二65卡置于收束滑槽二中且与收束气缸二连接。

[0027] 所述裁断刀座51包括两翻转支板53、固定于翻转支板53上的翻转电机(图中未显

示出)、翻转板54通过轴承与翻转支板53连接，且翻转电机通过联轴器与翻转板54连接，通

过该结构能够将被切去扎带后的连接块通过翻转板54翻转而抛落到废料收集区。

[0028] 还包括装箱机构(图中未显示出)，装箱机构包括用于放置收集箱71的装箱架、固

定于机架上的滑轨座及装箱电机、与滑轨座配合的滑轨、与装箱电机连接的摇臂、与滑轨固

定的连杆，所述连杆内设有长孔，且所述摇臂的一端设有能够于长孔内滚动的滚轮，所述装

箱架与滑轨固定连接，所述滑槽62的出口位于收集箱71上方。

[0029] 本申请中送料移动机构、视觉移动机构、剔除移动机构、裁断移动机构等均是采用

电机、滚珠丝杆副和直线导轨副的结构，均是常规运动部件的常规应用，因而其具体结构不

详述，缠绕机构为外购因而具体结构及功能不详述。

[0030] 本申请的原理简述：机架包括整体成长方形，上设有若干龙门架，机架包括对称设

置的支撑长台，两支撑长台中间是扎带组移动的工位，滑板21通过送料移动机构设置于其

中一支撑长台上，且两支撑长台上成对设置了五对支撑板22(即五个工位)用于支撑扎带

组，搬运机械手也设有五个与五对支撑板22相应，首先通过取料机器人1将扎带组放置于两

支撑长台间，送料移动机构带动滑板21移动，滑板21带动所有搬运机械手移动，位于工位一

处的搬运机械手移动将扎带组抓住，然后抓取到工位一；同时，工位二处的搬运机械手移动

到工位一将扎带组抓住移动到工位二；同理工位三、工位四、工位五处的搬运机械手均是如

此工作，工位一是原始起点，工位二是冷却位，当扎带组被抓去到工位三后，位于工位三上

方的摄像头31、光源32工作，记录不良品的数量和位置，当扎带组被抓去到工位四后，剔除

切刀42在剔除移动机构的带动下移动到不良品的上方，然后再剔除驱动单元43的推动下将

该不良品切下，当扎带组被抓取去到工位五后，通过裁断移动机构带动裁断切刀52移动到

工作位置，通过裁断切刀52将扎带切断，切断后的扎带掉入震动机构上的震动板61上，然后

震动板61受震动电机驱动而震动，将扎带震动到滑槽62的入口处并掉入滑槽62，顺着滑槽

62下滑，滑槽62的中段设有闸，将扎带挡住，通过扎带收束结构将扎带束成一捆，然后通过

缠绕机构的胶带将闸口处的一束扎带束成一捆，然后闸开启，束成一捆的扎带滑入收集箱

71中。

[0031]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扎带自动取料检测包装设备，进行了详细

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

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

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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