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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载板收板机，包括机架、

侧边寻边组件、前缘寻边组件、搬运机械手、电控

系统及下料机构，机架上设有输送机构，输送机

构用于输送具有工件正向位置或者工件偏移位

置的载板；侧边寻边组件用于识别定位载板的一

侧边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前缘寻边组件

用于识别定位载板中与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三

点位置；搬运机械手包括移动部、旋转部及搬运

部，搬运部具有搬运正向位置和搬运偏移位置，

搬运正向位置与工件正向位置对应，搬运偏移位

置与工件偏移位置对应；借由电控系统根据第一

点位置、第二点位置及第三点位置计算得到载板

的位置偏移信息，使得旋转部驱动搬运部转动至

搬运偏移位置；下料机构上设有供载板放置的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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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输送机构用于

输送具有工件正向位置或者工件偏移位置的载板；

侧边寻边组件，所述侧边寻边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下方，所

述侧边寻边组件用于识别定位所述载板的一侧边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

前缘寻边组件，所述前缘寻边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下方，所

述前缘寻边组件用于识别定位所述载板中与所述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三点位置；

搬运机械手，所述搬运机械手设置于机架上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上方，所述搬运机

械手包括移动部、旋转部及搬运部，所述旋转部设置于所述移动部上，所述搬运部设置于所

述旋转部上，所述搬运部具有搬运正向位置和搬运偏移位置，所述搬运正向位置与所述工

件正向位置对应，所述搬运偏移位置与所述工件偏移位置对应；

电控系统，所述电控系统分别与所述侧边寻边组件、所述前缘寻边组件及所述搬运机

械手电性连接，借由所述电控系统根据所述第一点位置、所述第二点位置及所述第三点位

置计算得到所述载板的位置偏移信息，使得所述旋转部根据所述位置偏移信息驱动所述搬

运部从所述搬运正向位置转动至所述搬运偏移位置；

下料机构，所述下料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下料机构上设有供处于所述工件正

向位置的所述载板放置的载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侧边寻边组件包括侧边寻边移

动机构、第一感应器及第二感应器，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感

应器和所述第二感应器分别设置于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上，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可驱

动所述第一感应器和所述第二感应器移动，所述第一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第一点位

置，所述第二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第二点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包括第一电

机、第一丝杆、第一滑套及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电机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电机的

输出端与所述第一丝杆连接，所述第一滑套套设于所述第一丝杆上，所述第一滑套与所述

第一连接板连接，所述第一感应器和所述第二感应器沿所述第一连接板的移动方向呈并排

地设置于所述第一连接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缘寻边组件包括前缘寻边移

动机构及第三感应器，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三感应器设置于

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上，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三感应器移动，所述第三

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第三点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包括第二电

机、第二丝杆、第二滑套及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电机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电机的

输出端与所述第二丝杆连接，所述第二滑套套设于所述第二丝杆上，所述第二滑套与所述

第二连接板连接，所述第三感应器设置于所述第二连接板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承载件，所述承载件位于所

述输送机构上，所述承载件用于承载所述载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顶组件，上顶组件设置于

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承载件的下方，借由所述上顶组件将所述承载件顶起并脱离所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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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机构，以使所述搬运机械手搬运位于所述承载件上的所述载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顶组件包括上顶驱动机构及

上顶件，所述上顶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上顶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上顶件

连接并可驱动所述上顶件升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机构包括第一提升机构、

第二提升机构及承托机构，所述机架的下部设有用于供若干个空载的所述载具叠放形成的

载具组件放置的第一工位，所述机架的中部设有第二工位，所述机架的上部设有第三工位；

所述第一提升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提升机构用于将位于所述第一工位的所述

载具组件提升至所述第二工位；所述第二提升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提升机构

用于将位于所述第二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提升至所述第三工位；所述承托机构设置于所述

机架上并位于所述第三工位，借由所述承托机构承托所述载具组件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

及其以上的所述载具，使得所述第二提升机构将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下降至

所述第二工位，以使所述搬运机械手将所述载板搬运至位于所述第二工位的所述载具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提升机构包括第一提升

驱动机构及提升承载件，所述第一提升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提升驱动机

构的输出端与所述提升承载件连接，所述第一提升驱动机构可驱动所述提升承载件将位于

所述第一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顶升至所述第二工位。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提升机构包括第二提升

驱动机构及夹紧机构，所述第二提升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提升驱动机构

的输出端与所述夹紧机构连接，所述夹紧机构用于夹紧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

具；借由所述夹紧机构夹紧位于所述第二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使得

所述第二提升驱动机构驱动所述夹紧机构连同所述载具组件一起提升至所述第三工位。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机构包括夹紧支架及夹

紧组件，所述夹紧支架具有供所述载具组件通过的容置空间，两所述夹紧组件分别设置于

所述夹紧支架的相对两侧，所述夹紧组件用于夹紧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组件包括夹紧驱动机构

及夹紧件，所述夹紧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夹紧支架上，所述夹紧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

夹紧件连接并可驱动所述夹紧件移动夹紧所述载具。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件上设有若干个与所述

载具的凹槽配合的第一定位件。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两所述所述承托机构呈间隔地设

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承托机构包括承托支架、承托驱动机构及承托钩板，所述承托支架设

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承托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承托支架上，所述承托驱动机构与所述承

托钩板连接，所述承托驱动机构可驱动所述承托钩板移动，使得所述承托钩板承托所述载

具组件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所述载具。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托钩板上设有若干个与所

述载具的凹槽配合的第二定位件。

17.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机构还包括调整定位机

构，所述调整定位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储料工位，所述调整定位机构用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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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位于所述储料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的位置。

18.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载板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机构还包括AGV小车，所

述机架上设有位于所述储料工位的储料承载件，所述储料承载件用于承载所述载具组件，

所述机架设有位于所述储料承载件下方的小车进出空间；借由所述AGV小车进出所述小车

进出空间，以将所述载具组件搬运至所述储料承载件上，或者，将位于所述储料承载件上的

所述载具组件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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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板收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载板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载板收板机。

背景技术

[0002] IC载板是桌面电脑、手提电脑、视听产品、数码摄像等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之一。

IC载板板厂惯常采用拼板方式交货，一块板子上常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单元板。为能配合

加工生产线的自动化作业需要，在IC载板的每个加工工序完成后，通常需要放板机逐一将

输送带输送过来的IC载板放置在各载具上，以便于将IC载板转运至其他设备上进行加工。

但现有的放板机存在以下问题：当输送带上的IC载板的位置相对正放位置发生倾斜偏移

时，放板机的机械手无法准确和有效地将IC载板搬运至载具上。若在输送带上设置用于顶

推调整IC载板位置的调整机构，则可能对IC载板造成擦花等品质问题，严重影响IC载板的

成品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对载板进行非接触式定位以及自动化收板的载板

收板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载板收板机，包括机架、侧边寻边组件、前缘

寻边组件、搬运机械手、电控系统及下料机构，所述机架上设有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用

于输送具有工件正向位置或者工件偏移位置的载板；所述侧边寻边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

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下方，所述侧边寻边组件用于识别定位所述载板的一侧边的第一点

位置和第二点位置；所述前缘寻边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下方，所

述前缘寻边组件用于识别定位所述载板中与所述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三点位置；所述搬运

机械手设置于机架上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的上方，所述搬运机械手包括移动部、旋转部及

搬运部，所述旋转部设置于所述移动部上，所述搬运部设置于所述旋转部上，所述搬运部具

有搬运正向位置和搬运偏移位置，所述搬运正向位置与所述工件正向位置对应，所述搬运

偏移位置与所述工件偏移位置对应；所述电控系统分别与所述侧边寻边组件、所述前缘寻

边组件及所述搬运机械手电性连接，借由所述电控系统根据所述第一点位置、所述第二点

位置及所述第三点位置计算得到所述载板的位置偏移信息，使得所述旋转部根据所述位置

偏移信息驱动所述搬运部从所述搬运正向位置转动至所述搬运偏移位置；所述下料机构设

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下料机构上设有供处于所述工件正向位置的所述载板放置的载具。

[0005] 较佳地，所述侧边寻边组件包括侧边寻边移动机构、第一感应器及第二感应器，所

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感应器和所述第二感应器分别设置于所

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上，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一感应器和所述第二感应器

移动，所述第一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第一点位置，所述第二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

第二点位置。

[0006] 较佳地，所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丝杆、第一滑套及第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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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述第一电机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一丝杆连接，所述第

一滑套套设于所述第一丝杆上，所述第一滑套与所述第一连接板连接，所述第一感应器和

所述第二感应器沿所述第一连接板的移动方向呈并排地设置于所述第一连接板上。

[0007] 较佳地，所述前缘寻边组件包括前缘寻边移动机构及第三感应器，所述前缘寻边

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三感应器设置于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上，所述前缘

寻边移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三感应器移动，所述第三感应器用于识别定位所述第三点位

置。

[0008] 较佳地，所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包括第二电机、第二丝杆、第二滑套及第二连接

板，所述第二电机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二丝杆连接，所述第

二滑套套设于所述第二丝杆上，所述第二滑套与所述第二连接板连接，所述第三感应器设

置于所述第二连接板上。

[0009] 较佳地，还包括承载件，所述承载件位于所述输送机构上，所述承载件用于承载所

述载板。

[0010] 较佳地，还包括上顶组件，上顶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承载件的下方，

借由所述上顶组件将所述承载件顶起并脱离所述输送机构，以使所述搬运机械手搬运位于

所述承载件上的所述载板。

[0011] 较佳地，所述上顶组件包括上顶驱动机构及上顶件，所述上顶驱动机构设置于所

述机架上，所述上顶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上顶件连接并可驱动所述上顶件升降。

[0012] 较佳地，所述下料机构包括第一提升机构、第二提升机构及承托机构，所述机架的

下部设有用于供若干个空载的所述载具叠放形成的载具组件放置的第一工位，所述机架的

中部设有第二工位，所述机架的上部设有第三工位；所述第一提升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

所述第一提升机构用于将位于所述第一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提升至所述第二工位；所述第

二提升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提升机构用于将位于所述第二工位的所述载具组

件提升至所述第三工位；所述承托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第三工位，借由所述

承托机构承托所述载具组件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所述载具，使得所述第二提

升机构将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下降至所述第二工位，以使所述搬运机械手将

所述载板搬运至位于所述第二工位的所述载具上。

[0013] 较佳地，所述第一提升机构包括第一提升驱动机构及提升承载件，所述第一提升

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提升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提升承载件连接，所

述第一提升驱动机构可驱动所述提升承载件将位于所述第一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顶升至

所述第二工位。

[0014] 较佳地，所述第二提升机构包括第二提升驱动机构及夹紧机构，所述第二提升驱

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提升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夹紧机构连接，所述夹

紧机构用于夹紧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借由所述夹紧机构夹紧位于所述第二

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使得所述第二提升驱动机构驱动所述夹紧机构

连同所述载具组件一起提升至所述第三工位。

[0015] 较佳地，所述夹紧机构包括夹紧支架及夹紧组件，所述夹紧支架具有供所述载具

组件通过的容置空间，两所述夹紧组件分别设置于所述夹紧支架的相对两侧，所述夹紧组

件用于夹紧所述载具组件中最底层的所述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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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较佳地，所述夹紧组件包括夹紧驱动机构及夹紧件，所述夹紧驱动机构设置于所

述夹紧支架上，所述夹紧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所述夹紧件连接并可驱动所述夹紧件移动夹

紧所述载具。

[0017] 较佳地，所述夹紧件上设有若干个与所述载具的凹槽配合的第一定位件。

[0018] 较佳地，两所述所述承托机构呈间隔地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承托机构包括承

托支架、承托驱动机构及承托钩板，所述承托支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承托驱动机构设

置于所述承托支架上，所述承托驱动机构与所述承托钩板连接，所述承托驱动机构可驱动

所述承托钩板移动，使得所述承托钩板承托所述载具组件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

的所述载具。

[0019] 较佳地，所述承托钩板上设有若干个与所述载具的凹槽配合的第二定位件。

[0020] 较佳地，所述下料机构还包括调整定位机构，所述调整定位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

上并位于所述储料工位，所述调整定位机构用于调整位于所述储料工位的所述载具组件的

位置。

[0021] 较佳地，所述下料机构还包括AGV小车，所述机架上设有位于所述储料工位的储料

承载件，所述储料承载件用于承载所述载具组件，所述机架设有位于所述储料承载件下方

的小车进出空间；借由所述AGV小车进出所述小车进出空间，以将所述载具组件搬运至所述

储料承载件上，或者，将位于所述储料承载件上的所述载具组件搬走。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通过侧边寻边组件识别定位载板的一侧边

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通过前缘寻边组件识别定位载板中与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三

点位置，使得电控系统根据第一点位置、第二点位置及第三点位置计算得到载板的位置偏

移信息，从而使得旋转部根据位置偏移信息驱动搬运部从搬运正向位置转动至搬运偏移位

置，进而使得搬运部从与载板对应的搬运偏移位置吸取载板，在吸取载板板后，旋转部可驱

动搬运部复位至搬运正向位置，从而将载板校正至工件正向位置，以保证搬运机械手每次

均可将载板按照正向位置放置于对应的载具上。因此，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可对载板进行

非接触式寻边定位，直接通过搬运机械手对载板进行吸取和校正位置，在保证每一工件都

处于同一正向位置被放置于载具的同时，也可对载板进行保护，避免出现现有的对载板进

行接触式调整而造成擦花等品质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输送机构与搬运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输送机构位置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侧边寻边组件与前缘寻边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的电控系统、侧边寻边组件、前缘寻边组件及搬运机械手四者电性连

接的原理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的上顶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的下料机构的载具组件位于第一工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的下料机构的载具组件位于第二工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本发明的下料机构的载具组件位于第三工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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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10是本发明的下料机构的载具从第三工位下降至第二工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1是本发明的第一提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本发明的第二提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发明的承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是本发明的载具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5是本发明的下料机构的另一种载具组件位于第三工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6是本发明的整定位机构的对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图作进

一步说明。

[0040] 请参阅图1至图5，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100包括机架1、侧边寻边组件3、前缘寻边

组件4、搬运机械手5、电控系统6及下料机构9，机架1上设有输送机构2，输送机构2用于输送

具有工件正向位置或者工件偏移位置的载板；侧边寻边组件3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输送机

构2的下方，侧边寻边组件3用于识别定位载板的一侧边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前缘

寻边组件4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输送机构2的下方，前缘寻边组件4用于识别定位载板中与

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三点位置；搬运机械手5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输送机构2的上方，搬运

机械手5包括移动部51、旋转部52及搬运部53，旋转部52设置于移动部51上，搬运部53设置

于旋转部52上，搬运部53具有搬运正向位置和搬运偏移位置，搬运正向位置与工件正向位

置对应，搬运偏移位置与工件偏移位置对应；电控系统6分别与侧边寻边组件3、前缘寻边组

件4及搬运机械手5电性连接，借由电控系统6根据第一点位置、第二点位置及第三点位置计

算得到载板的位置偏移信息，使得旋转部52根据位置偏移信息驱动搬运部53从搬运正向位

置转动至搬运偏移位置；下料机构9设置于机架1上，下料机构9上设有供处于工件正向位置

的载板放置的载具301。

[0041] 请参阅图2及图4，侧边寻边组件3包括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第一感应器32及第二

感应器33，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设置于机架1上，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分别设置于

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上，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可驱动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移动，

第一感应器32用于识别定位第一点位置，第二感应器33用于识别定位第二点位置。输送机

构2沿第一感应器32的移动方向具有供第一感应器32识别定位的第一空间，输送机构2沿第

二感应器33的移动方向具有供第二感应器33识别定位的第二空间。通过设置第一空间和第

二空间，保证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均可识别定位位于输送机构2上的载板。具体

地，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包括第一电机311、第一丝杆312、第一滑套313及第一连接板314，

第一电机311设置于机架1上，第一电机311的输出端与第一丝杆312连接，第一滑套313套设

于第一丝杆312上，第一滑套313与第一连接板314连接，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沿第

一连接板314的移动方向呈并排地设置于第一连接板314上。第一电机311可驱动第一丝杆

312转动，从而驱使第一滑套313带动第一连接板314移动，进而带动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

应器33移动。通过驱动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移动，使得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

器33先后识别定位载板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但不以此为限，举例而言，侧边寻边组

件3可分别采用两单独的驱动机构来单独驱动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移动，从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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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定位载板的第一点位置和第二点位置。进一步地，机架1上设有第一直线导轨11，第一连

接板314连接于第一直线导轨11上。第一直线导轨11可对第一连接板314起导向和承载作

用。

[0042] 请继续参阅图2及图4，前缘寻边组件4包括前缘寻边移动机构41及第三感应器42，

前缘寻边移动机构41设置于机架1上，第三感应器42设置于前缘寻边移动机构41上，前缘寻

边移动机构41可驱动第三感应器42移动，第三感应器42用于识别定位第三点位置。第一感

应器32、第二感应器33和第三感应器42三者不在同一直线上。具体地，前缘寻边移动机构41

包括第二电机411、第二丝杆412、第二滑套413及第二连接板414，第二电机411设置于机架1

上，第二电机411的输出端与第二丝杆412连接，第二滑套413套设于第二丝杆412上，第二滑

套413与第二连接板414连接，第三感应器42设置于第二连接板414上。第二电机411可驱动

第二丝杆412转动，从而驱使第二滑套413带动第二连接板414移动，进而带动第三感应器42

移动，使得第三感应器42识别定位位于输送机构2上的载板的第三点位置。进一步地，机架1

上设有第二直线导轨12，第二连接板414连接于第二直线导轨12上。第二直线导轨12可对第

二连接板414起导向和承载作用。

[0043] 请参阅图3及图6，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100还包括承载件7，承载件7位于输送机构

2上，承载件7用于承载载板。具体地，承载件7供第一感应器32识别定位的第一开口、供第二

感应器33识别定位的第二开口以及供第三感应器42识别定位的第三开口，从而避免承载件

7遮挡第一感应器32、第二感应器33以及第三感应器42。进一步地，本发明还包括上顶组件

8，上顶组件8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承载件7的下方，借由上顶组件8将承载件7顶起并脱离

输送机构2，以使搬运机械手5搬运位于承载件7上的载板。具体地，上顶组件8的数量有四

个，四个上顶组件8分别对承载件7的四角进行顶起，但不以此为限。更具体地，上顶组件8包

括上顶驱动机构81及上顶件82，上顶驱动机构81设置于机架1上，上顶驱动机构81的输出端

与上顶件82连接并可驱动上顶件82升降。通过上顶驱动机构81驱动上顶件82上升，使得上

顶件82将承载件7顶起并脱离输送机构2，以使搬运机械手5搬运位于承载件7上的载板。上

顶驱动机构81可采用现有的伸缩气缸，但不以此为限。

[0044] 请参阅图7至图10，在本实施例中，输送机构2的两侧均设有下料机构9，从而提高

载板的收板效率。下料机构9包括第一提升机构91、第二提升机构92及承托机构93。机架1的

下部设有用于供若干个空载的载具301叠放形成的载具组件300放置的第一工位。载具301

采用现有的tray盘或载框，但不以此为限。机架1的中部设有第二工位，机架1的上部设有第

三工位；第一提升机构91设置于机架1上，第一提升机构91用于将位于第一工位的载具组件

300提升至第二工位；第二提升机构92设置于机架1上，第二提升机构92用于将位于第二工

位的载具组件300提升至第三工位；承托机构93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第三工位，借由承托

机构93承托载具组件300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使得第二提升机构92

将载具组件300中最底层的载具301下降至第二工位，以使搬运机械手5将载板搬运至位于

第二工位的载具301上。

[0045] 请参阅图11，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提升机构91包括第一提升驱动机构911及提升承

载件912，第一提升驱动机构911设置于机架1上，第一提升驱动机构911的输出端与提升承

载件912连接，第一提升驱动机构911可驱动提升承载件912将位于第一工位的载具组件300

顶升至第二工位。具体地，提升承载件912具有两呈间隔设置的承载臂912a。其中，第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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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构911采用电机与丝杆机构配合连接的方式，通过电机驱动丝杆机构的丝杆转动，使

得丝杆机构的滑套带动提升承载件912移动，从而实现升降，但不以此为限，举例而言，第一

提升驱动机构911也可采用现有的顶升气缸进行驱动。

[0046] 请参阅图12及图14，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提升机构92包括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及

夹紧机构922，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设置于机架1上，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的输出端与夹

紧机构922连接，夹紧机构922用于夹紧载具组件300中最底层的载具301；借由夹紧机构922

夹紧位于第二工位的载具组件300中最底层的载具301，使得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驱动夹

紧机构922连同载具组件300一起提升至第三工位；借由承托机构93承托载具组件300中由

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使得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驱动夹紧机构922连同

最底层的载具301下降至第二工位，以使搬运机械手5将载板搬运至位于第二工位的载具

301上。具体地，夹紧机构922包括夹紧支架922a及夹紧组件922b，夹紧支架922a具有供载具

组件300通过的容置空间922a1，两夹紧组件922b分别设置于夹紧支架922a的相对两侧，夹

紧组件922b用于夹紧载具组件300中最底层的载具301。更具体地，夹紧组件922b包括夹紧

驱动机构922b1及夹紧件922b2，夹紧驱动机构922b1设置于夹紧支架922a上，夹紧驱动机构

922b1的输出端与夹紧件922b2连接并可驱动夹紧件922b2移动夹紧载具301。其中，夹紧驱

动机构922b1可采用现有的伸缩气缸，但不以此为限。进一步地，夹紧件922b2上设有若干个

与载具301的凹槽301a配合的第一定位件922b3。在夹紧驱动机构922b1驱动夹紧件922b2移

动夹紧载具301时，第一定位件922b3与载具301的凹槽301a插接配合，从而对载具组件300

的各载具301进行定位。

[0047] 请参阅图13及图14，在本实施例中，承托机构93包括承托支架931、承托驱动机构

932及承托钩板933，承托支架931设置于机架1上，承托驱动机构932设置于承托支架931上，

承托驱动机构932与承托钩板933连接，承托驱动机构932可驱动承托钩板933移动，使得承

托钩板933承托载具组件300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通过承托驱动机

构932驱动承托钩板933移动插入最底层的载具301与第二层的载具301之间，使得承托钩板

933托住载具组件300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从而使得第二提升机构

92的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驱动夹紧机构922连同最底层的载具301下降至第二工位，进而

使得该最底层的载具301可承载于第一提升机构91的提升承载件912。具体地，两承托机构

93呈间隔地设置于机架1上，两承托机构93之间的间隙可供载具组件300通过。进一步地，承

托钩板933上设有若干个与载具301的凹槽301a配合的第二定位件934。在承托驱动机构932

驱动承托钩板933移动托住载具组件300中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时，第二定位件934与

载具301的凹槽301a插接配合，从而对载具组件300的各载具301进行二次定位。

[0048] 请参阅图16，下料机构9还包括调整定位机构94，调整定位机构94设置于机架1上

并位于储料工位，调整定位机构94用于调整位于储料工位的载具组件300的位置。具体地，

调整定位机构94包括若干个沿储料工位的周向方向布置的对位组件941，对位组件941包括

对位驱动机构941a及对位件941b，对位驱动机构941a设置于机架1上，对位驱动机构941a的

输出端与对位件941b连接；借由各对位驱动机构941a驱动各对位件941b移动，以使各对位

件941b调整位于储料工位的载具组件300的位置。其中，对位驱动机构941a可采用现有的伸

缩气缸，但不以此为限。在本实施例中，四个对位组件941沿储料工位的周向方向布置，通过

四个对位组件941在储料工位对载具组件300的四角进行对位调整，从而保证载具组件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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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精准地提升至上料工位。但对位组件941的数量不以此为限。

[0049] 请参阅图1，机架1上设有位于储料工位的储料承载件13，储料承载件13用于承载

载具组件300。在本实施例中，两储料承载件13呈间隔地设置于机架1上，两储料承载件13为

一组，本实施例中设有两组，以分别用于承载载具组件300，但不以此为限。进一步地，本发

明的载板收板机100还包括AGV小车95，机架1设有位于储料承载件13下方的小车进出空间；

借由AGV小车95进出该小车进出空间，以将载具组件300搬运至储料承载件13上，或者，将位

于储料承载件13上的载具组件300搬走。通过AGV小车95将装载有载板的载具组件300搬运

至储料承载件13，或者，通过AGV小车95将储料承载件13上空载的载具组件300搬走，从而实

现自动化搬料，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

[0050] 结合图1至图16，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100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

[0051] 侧边寻边组件3的侧边寻边移动机构31驱动第一感应器32和第二感应器33移动，

使得第一感应器32识别定位位于输送机构2上的载板的侧边的第一点位置，第二感应器33

识别定位位于输送机构2上的载板的同一侧边的第二点位置；前缘寻边组件4的前缘寻边移

动机构41驱动第三感应器42，使得第三感应器42识别定位载板中与该侧边相接的前边的第

三点位置。电控系统6根据第一点位置、第二点位置及第三点位置计算得到载板的位置偏移

信息，使得搬运机械手5的旋转部52根据位置偏移信息驱动搬运部53从搬运正向位置转动

至搬运偏移位置，使得搬运部53从与载板对应的搬运偏移位置吸取载板，在吸取载板板后，

旋转部52可驱动搬运部53复位至搬运正向位置，从而将载板校正至工件正向位置，以保证

搬运机械手5每次均可将载板按照正向位置放置于下料机构9中位于第二工位的载具301

上。

[0052] 如图7至10所示，当载具301为tray盘时，第一提升机构91将位于储料承载件13上

的载具组件300从第一工位提升至第二工位，第二提升机构92的夹紧机构922夹紧位于载具

组件300中最底层的载具301，第二提升驱动机构921驱动夹紧机构922连同载具组件300一

起提升至第三工位，承托机构93的承托驱动机构932可驱动承托钩板933移动，使得承托钩

板933承托载具组件300中由下往上位于第二层及其以上的载具301，第二提升机构92的第

二提升驱动机构921驱动夹紧机构922连同最底层的载具301下降至第二工位，同时，该载具

301承载于第一提升机构91的提升承载件912上，在搬运机械手5将载板搬运至位于第二工

位的载具301后，第一提升机构91带动装有载板的载具301下降一个载具301的高度。通过第

二提升机构92往复移动与第三工位与第二工位之间，从而将一个个载具301从第三工位下

降至第二工位上。在所有载具301都装有载板后，第一提升机构91带动载具组件300下降至

第一工位，通过AGV小车95将储料承载件13上空载的载具组件300搬走，从而实现自动化搬

料。

[0053] 如图15所示，当载具301为载框时，第一提升机构91将载框从第一工位提升至第二

工位，第二提升机构92的夹紧机构922夹紧载框，搬运机械手5直接将载板按照正向位置一

个个地叠放于载框内。

[0054] 综上，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100可对载板进行非接触式寻边定位，直接通过搬运机

械手5对载板进行吸取和校正位置，在保证每一工件都处于同一正向位置被放置于载具301

的同时，也可对载板进行保护，避免出现现有的对载板进行接触式调整而造成擦花等品质

问题。本发明的载板收板机100具有两个收板下料模式，可兼容使用tray盘或载框，满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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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载具301的需求。

[0055]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围，

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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