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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设备领域，涉及一种自

动收料装置。本实用新型具有电路板上料效率

高、结构简单、合理等优点，盖板移栽机构先将载

具上的盖板收取，通过第一抓手快速抓取载具上

的盖板，并将盖板输送至盖板仓内进行集中收

纳，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避免损坏盖板，搬运机构

将载具上的工件逐个搬运至吸塑盘底座机构进

行收料，空载具通过载具移栽机构进行收取，可

快速将电路板收料至吸塑盘内，实现对电路板收

料料的目的，实现整个过程的自动化运作，电路

板收料料快速、准确，有效避免人为操作造成的

污染电路板表面等不必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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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盖板移栽机构、载具

移栽机构、搬运机构以及吸塑盘底座机构；

所述盖板移栽机构包括用于输送扣合有盖板的载具的上料轨道、第一架、第一气缸、第

二气缸、盖板仓以及第一抓手，所述上料轨道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架设置在所述机

架上，所述第一气缸设置在所述第一架上，所述第一气缸上设置有第一板，所述第一板上设

置有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活塞杆杆端设置有第一抓手，所述盖板仓设置在所述第一抓

手下方，所述盖板仓用于放置第一抓手抓取的盖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抓手包括支板，所述支板

上设有多个第一吸盘，所述支板上设置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上设置有顶柱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具移栽机构包括送料轨道、

第二架、第三气缸、第四气缸、载具仓以及第二抓手，所述送料轨道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

第二架设置在所述送料轨道上方，所述第三气缸设置在第二架上，所述第三气缸上设置有

第二板，所述第二板上设有第四气缸，所述第四气缸活塞杆杆端上设置有第二抓手，所述载

具仓设置在所述第二抓手下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二抓手包括抓手板，所述抓手板

四角处设置有第二吸盘。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具仓包括收料框以及带动所

述收料框上下运动的升降模组，所述升降模组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收料框设置在所述

升降模组上，所述收料框四角处设置有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设有与所述载具边缘相匹配

的导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机构包括机械臂、相机以

及搬运吸盘，所述搬运吸盘设置在所述机械臂上，所述相机通过相机架与所述机械臂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塑盘底座机构包括两吸塑盘

底座组件以及输送组件，两吸塑盘底座组件设置在所述输送组件下方，所述输送组件包括

输送架、输送气缸、取料气缸、吸盘抓手，所述输送气缸设置在所述输送架上，所述输送气缸

上输送板，所述取料气缸设置在所述输送板上，所述吸盘抓手与所述取料气缸活塞杆杆端

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收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塑盘底座组件包括吸塑盘、

底座、顶升电缸以及滑板，所述机架上设置有导轨，所述滑板滑设在所述导轨上，所述顶升

电缸与所述滑板连接，所述底座与所述顶升电缸的顶升座连接，所述吸塑盘设置在所述底

座上，所述底座上设置有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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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收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设备领域，涉及一种自动收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路板的流水线加工中，需要将载具上的电路板流水线上收料至吸塑盘内，现

有的企业通常是通过人工进行收料，在收纳载具以及电路板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以及

人工，造成浪费，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出厂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收料快速、准确，有

效避免人为操作造成的污染电路板表面等不必要问题的自动收料装置。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自动收料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盖板移栽机构、载具移栽机构、

搬运机构以及吸塑盘底座机构；

[0006] 所述盖板移栽机构包括用于输送扣合有盖板的载具的上料轨道、第一架、第一气

缸、第二气缸、盖板仓以及第一抓手，所述上料轨道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架设置在

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气缸设置在所述第一架上，所述第一气缸上设置有第一板，所述第一

板上设置有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活塞杆杆端设置有第一抓手，所述盖板仓设置在所述

第一抓手下方，所述盖板仓用于放置第一抓手抓取的盖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抓手包括支板，所述支板上设有多个第一吸盘，所述支板上设置

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上设置有顶柱头。

[0008] 优选的，所述载具移栽机构包括送料轨道、第二架、第三气缸、第四气缸、载具仓以

及第二抓手，所述送料轨道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架设置在所述送料轨道上方，所述

第三气缸设置在第二架上，所述第三气缸上设置有第二板，所述第二板上设有第四气缸，所

述第四气缸活塞杆杆端上设置有第二抓手，所述载具仓设置在所述第二抓手下方。

[0009] 优选的，第二抓手包括抓手板，所述抓手板四角处设置有第二吸盘。

[0010] 优选的，所述载具仓包括收料框以及带动所述收料框上下运动的升降模组，所述

升降模组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收料框设置在所述升降模组上，所述收料框四角处设置

有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设有与所述载具边缘相匹配的导槽。

[0011] 优选的，所述搬运机构包括机械臂、相机以及搬运吸盘，所述搬运吸盘设置在所述

机械臂上，所述相机通过相机架与所述机械臂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吸塑盘底座机构包括两吸塑盘底座组件以及输送组件，两吸塑盘底

座组件设置在所述输送组件下方，所述输送组件包括输送架、输送气缸、取料气缸、吸盘抓

手，所述输送气缸设置在所述输送架上，所述输送气缸上输送板，所述取料气缸设置在所述

输送板上，所述吸盘抓手与所述取料气缸活塞杆杆端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吸塑盘底座组件包括吸塑盘、底座、顶升电缸以及滑板，所述机架上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0655219 U

3



设置有导轨，所述滑板滑设在所述导轨上，所述顶升电缸与所述滑板连接，所述底座与所述

顶升电缸的顶升座连接，所述吸塑盘设置在所述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置有拉手。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电路板上料效率高、结构简单、合理等优点，盖板移栽机构先将载

具上的盖板收取，通过第一抓手快速抓取载具上的盖板，并将盖板输送至盖板仓内进行集

中收纳，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避免损坏盖板，搬运机构将载具上的工件逐个搬运至吸塑盘底

座机构进行收料，空载具通过载具移栽机构进行收取，可快速将电路板收料至吸塑盘内，实

现对电路板收料料的目的，实现整个过程的自动化运作，电路板收料料快速、准确，有效避

免人为操作造成的污染电路板表面等不必要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动收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盖板移栽机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载具移栽机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搬运机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吸塑盘底座机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标号说明：1、机架；2、盖板移栽机构；21、第一架；22、上料轨道；221、挡块；

222、挡料气缸；23、第一气缸；24、第一板；25、第二气缸；26、第一吸盘；27、顶柱头；28、盖板

仓；3、载具移栽机构；31、第二架；32、送料轨道；33、第三气缸；34、第二板；35、第四气缸；36、

第二吸盘；37、导向柱；38、导槽；39、升降模组；4、搬运机构；41、机械臂；43、搬运吸盘；42、相

机；5、吸塑盘底座机构；51、输送架；52、输送气缸；53、输送板；54、取料气缸；55、吸盘抓手；

56、吸塑盘；57、底座；571、拉手；58、导轨；59、顶升电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3] 参照图1-5所示，一种自动收料装置，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盖板移栽机

构2、载具移栽机构3、搬运机构4以及吸塑盘底座机构5；

[0024] 所述盖板移栽机构2包括用于输送扣合有盖板的载具的上料轨道22、第一架21、第

一气缸23、第二气缸25、盖板仓28以及第一抓手，所述上料轨道22设置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

第一架21设置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第一气缸23设置在所述第一架21上，所述第一气缸23上

设置有第一板24，所述第一板24上设置有第二气缸25，所述第二气缸25活塞杆杆端设置有

第一抓手，所述盖板仓28设置在所述第一抓手下方，所述盖板仓28用于放置第一抓手抓取

的盖板。

[0025] 本实用新型具有电路板上料效率高、结构简单、合理等优点，盖板移栽机构2先将

载具上的盖板收取，通过第一抓手快速抓取载具上的盖板，并将盖板输送至盖板仓28内进

行集中收纳，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避免损坏盖板，搬运机构4将载具上的工件逐个搬运至吸

塑盘底座机构5进行收料，空载具通过载具移栽机构3进行收取，可快速将电路板收料至吸

塑盘56内，实现对电路板收料料的目的，实现整个过程的自动化运作，电路板收料料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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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有效避免人为操作造成的污染电路板表面等不必要问题。

[0026] 盖板移栽机构2先将载具上的盖板收取，搬运机构4将载具上上的工件搬运至吸塑

盘底座机构5进行收料，空载具通过载具移栽机构3进行收取。

[0027] 所述第一抓手包括支板，所述支板上设有多个第一吸盘26，所述支板上设置有安

装架，所述安装架上设置有顶柱头27。

[0028] 所述载具移栽机构3包括送料轨道32、第二架31、第三气缸33、第四气缸35、载具仓

以及第二抓手，所述送料轨道32设置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第二架31设置在所述送料轨道32

上方，所述第三气缸33设置在第二架31上，所述第三气缸33上设置有第二板34，所述第二板

34上设有第四气缸35，所述第四气缸35活塞杆杆端上设置有第二抓手，所述载具仓设置在

所述第二抓手下方。

[0029] 所述上料轨道22与送料轨道32上均设有挡料组件，所述挡料组件包括挡料气缸

222以及挡块221，所述挡料气缸222通过支架与所述上料轨道22连接，所述挡块221设置在

所述挡料气缸222活塞杆杆端。

[0030] 第二抓手包括抓手板，所述抓手板四角处设置有第二吸盘36。

[0031] 所述载具仓包括收料框以及带动所述收料框上下运动的升降模组39，所述升降模

组39设置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收料框设置在所述升降模组39上，所述收料框四角处设置有

导向柱37，所述导向柱37上设有与所述载具边缘相匹配的导槽38。

[0032] 载具搬运至载具仓内，可使得载具的搬运极其方便快捷，搬运效率极高，搬运过程

中不需要人力进行装卸，有效避免搬运过程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同时极大的减少了上料

工序的操作时间，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0033] 所述搬运机构4包括机械臂41、相机42以及搬运吸盘43，所述搬运吸盘43设置在所

述机械臂41上，所述相机42通过相机42架1与所述机械臂41连接。

[0034] 所述吸塑盘底座机构5包括两吸塑盘底座组件以及输送组件，两吸塑盘底座组件

设置在所述输送组件下方，所述输送组件包括输送架51、输送气缸52、取料气缸54、吸盘抓

手55，所述输送气缸52设置在所述输送架51上，所述输送气缸52上输送板53，所述取料气缸

54设置在所述输送板53上，所述吸盘抓手55与所述取料气缸54活塞杆杆端连接。

[0035] 所述吸塑盘底座组件包括吸塑盘56、底座57、顶升电缸59以及滑板，所述机架1上

设置有导轨58，所述滑板滑设在所述导轨58上，所述顶升电缸59与所述滑板连接，所述底座

57与所述顶升电缸59的顶升座连接，所述吸塑盘56设置在所述底座57上，所述底座57上设

置有拉手571。

[003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实用新型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

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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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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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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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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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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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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