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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检测装置，具体的说是

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属于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其包括工作台面、工位分度盘、推料机

构、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

和合格品下料机构，工作台面中心设有工位分度

盘，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

和合格品下料机构沿着工位分度盘圆周方向均

匀分布，工位分度盘中心设有推料机构。本实用

新型结构简单、紧凑、合理，工作稳定可靠，能够

自动准确高效的完成不合格产品检测下料动作，

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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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包括工作台面（1）、工位分度盘（2）、推料机构（3）、

上料机构（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6）和合格品下料机构（7），其特征是：

工作台面（1）中心设有工位分度盘（2），上料机构（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

（6）和合格品下料机构（7）沿着工位分度盘（2）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工位分度盘（2）中心设有

推料机构（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上料机构（4）

包括上料升降机构（4.1）、上料升降架（4.2）、产品治具（4.3）、上料底座（4.4）、上料推动架

（4.5）、上料推动气缸（4.6）、上料机械抓手（4.7）、抓手平移机构（4.8）和平移固定架（4.9），

上料底座（4.4）上固定平移固定架（4.9），平移固定架（4.9）上设有抓手平移机构（4.8），抓

手平移机构（4.8）的移动端连接上料机械抓手（4.7），上料机械抓手（4.7）一侧设有上料推

动架（4.5），上料推动架（4.5）连接在上料推动气缸（4.6）的驱动端，上料推动气缸（4.6）固

定在上料底座（4.4）上，上料底座（4.4）上固定上料升降机构（4.1），上料升降机构（4.1）的

升降端连接上料升降架（4.2），上料升降架（4.2）上设有多个产品治具（4.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视觉检测机构

（5）包括Y轴电机（5.1）、Y轴滚珠丝杆机构（5.2）、Y轴导轨（5.3）、Y轴移动架（5.4）、X轴电机

（5.5）、X轴滚珠丝杆机构（5.6）、X轴移动架（5.7）和摄像头（5.8），Y轴移动架（5.4）左右两端

通过滑块滑动连接在两个互相平行的Y轴导轨（5.3）上，Y轴移动架（5.4）连接在Y轴滚珠丝

杆机构（5.2）移动端上，Y轴电机（5.1）的驱动端连接Y轴滚珠丝杆机构（5.2），Y轴移动架

（5.4）上固定X轴滚珠丝杆机构（5.6），X轴电机（5.5）的驱动端连接X轴滚珠丝杆机构（5.6），

X轴滚珠丝杆机构（5.6）的移动端连接X轴移动架（5.7），X轴移动架（5.7）上固定摄像头

（5.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不合格品下料

机构（6）包括不合格品抓取气爪（6.1）、横移架（6.2）、横移滚珠丝杆（6.3）、横移电机（6.4）、

平移电机（6.5）、平移滚珠丝杆（6.6）、平移架（6.7）、平移导轨（6.8）和平移固定座（6.9），平

移固定座（6.9）上设有平移滚珠丝杆（6.6），平移电机（6.5）输出端连接平移滚珠丝杆

（6.6），平移滚珠丝杆（6.6）的移动端连接平移架（6.7），平移架（6.7）上固定横移滚珠丝杆

（6.3），横移电机（6.4）驱动端连接横移滚珠丝杆（6.3），横移滚珠丝杆（6.3）的移动端连接

横移架（6.2），横移架（6.2）上设有不合格品抓取气爪（6.1）。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平移固定座

（6.9）上设有平移导轨（6.8），平移架（6.7）通过底部滑块滑动连接在平移导轨（6.8）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合格品下料机

构（7）包括下料固定架（7.1）、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2）、下料移动架（7.3）、下料机械抓手

（7.4）、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和升降架（7.6），下料固定架（7.1）上设有下料滚珠丝杆机

构（7.2），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2）的移动端上连接下料机械抓手（7.4），下料机械抓手

（7.4）一侧设有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的移动端连接升降架

（7.6）。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推料机构（3）

包括推料气缸底座（3.1）、推料气缸（3.2）和推料板（3.3），推料气缸底座（3.1）上固定推料

气缸（3.2）推料气缸（3.2）的驱动端连接推料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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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工位分度盘

（2）面向上料机构（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6）和合格品下料机构（7）的四

个位置上分别设有多个产品治具定位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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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检测装置，具体的说是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属

于检测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手机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然后将不合格品从合格品

中剔除出来。现有技术中，主要通过人工方式将手机零部件一个个放入治具中，然后进行外

观检测，检测到不合格品后将不合格品从中拿出。采用人工方式不仅工作效率低下，而且容

易导致手机零部件表面被损伤，导致产品报废。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之处，从而提供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

装置，能够自动准确高效的完成不合格产品检测下料动作，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产品品质。

[0004]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一种不合格品自动检测分离装置包括工作台

面、工位分度盘、推料机构、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和合格品下料机

构，其特征是：工作台面中心设有工位分度盘，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

和合格品下料机构沿着工位分度盘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工位分度盘中心设有推料机构。

[0005] 进一步的，上料机构包括上料升降机构、上料升降架、产品治具、上料底座、上料推

动架、上料推动气缸、上料机械抓手、抓手平移机构和平移固定架，上料底座上固定平移固

定架，平移固定架上设有抓手平移机构，抓手平移机构的移动端连接上料机械抓手，上料机

械抓手一侧设有上料推动架，上料推动架连接在上料推动气缸的驱动端，上料推动气缸固

定在上料底座上，上料底座上固定上料升降机构，上料升降机构的升降端连接上料升降架，

上料升降架上设有多个产品治具。

[0006] 进一步的，视觉检测机构包括Y轴电机、Y轴滚珠丝杆机构、Y轴导轨、Y轴移动架、X

轴电机、X轴滚珠丝杆机构、X轴移动架和摄像头，Y轴移动架左右两端通过滑块滑动连接在

两个互相平行的Y轴导轨上，Y轴移动架连接在Y轴滚珠丝杆机构移动端上，Y轴电机的驱动

端连接Y轴滚珠丝杆机构，Y轴移动架上固定X轴滚珠丝杆机构，X轴电机的驱动端连接X轴滚

珠丝杆机构，X轴滚珠丝杆机构的移动端连接X轴移动架，X轴移动架上固定摄像头。

[0007] 进一步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包括不合格品抓取气爪、横移架、横移滚珠丝杆、横

移电机、平移电机、平移滚珠丝杆、平移架、平移导轨和平移固定座，平移固定座上设有平移

滚珠丝杆，平移电机输出端连接平移滚珠丝杆，平移滚珠丝杆的移动端连接平移架，平移架

上固定横移滚珠丝杆，横移电机驱动端连接横移滚珠丝杆，横移滚珠丝杆的移动端连接横

移架，横移架上设有不合格品抓取气爪。

[0008] 进一步的，平移固定座上设有平移导轨，平移架通过底部滑块滑动连接在平移导

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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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合格品下料机构包括下料固定架、下料滚珠丝杆机构、下料移动架、下

料机械抓手、升降滚珠丝杆机构和升降架，下料固定架上设有下料滚珠丝杆机构，下料滚珠

丝杆机构的移动端上连接下料机械抓手，下料机械抓手一侧设有升降滚珠丝杆机构，升降

滚珠丝杆机构的移动端连接升降架。

[0010] 进一步的，推料机构包括推料气缸底座、推料气缸和推料板，推料气缸底座上固定

推料气缸，推料气缸的驱动端连接推料板。

[0011] 进一步的，工位分度盘面向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不合格品下料机构和合格品

下料机构的四个位置上分别设有多个产品治具定位块。

[0012] 本实用新型与已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3]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紧凑、合理，工作稳定可靠，能够自动准确高效的完成不合

格产品检测下料动作，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产品品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图。

[0015] 图2为上料机构立体图。

[0016] 图3为视觉检测机构立体图。

[0017] 图4为不合格品下料机构立体图。

[0018] 图5为合格品下料机构立体图。

[0019] 图6为推料机构立体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工作台面、2-工位分度盘、3-推料机构、3.1-推料气缸底座、3.2-

推料气缸、3.3-推料板、4-上料机构、4.1-上料升降机构、4.2-上料升降架、4.3-产品治具、

4.4-上料底座、4.5-上料推动架、4.6-上料推动气缸、4.7-上料机械抓手、4.8-抓手平移机

构、4.9-平移固定架、5-视觉检测机构、5.1-Y轴电机、5.2-Y轴滚珠丝杆机构、5.3-Y轴导轨、

5.4-Y轴移动架、5.5-X轴电机、5.6-X轴滚珠丝杆机构、5.7-X轴移动架、5.8-摄像头、6-不合

格品下料机构、6.1-不合格品抓取气爪、6.2-横移架、6.3-横移滚珠丝杆、6.4-横移电机、

6.5-平移电机、6.6-平移滚珠丝杆、6.7-平移架、6.8-平移导轨、6.9-平移固定座、7-合格品

下料机构、7.1-下料固定架、7.2-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3-下料移动架、7.4-下料机械抓手、

7.5-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6-升降架、8-产品治具定位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本实用新型将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主要包括工作台面1、工位分度盘2、推料机构3、上料机构

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6和合格品下料机构7。

[0023] 工作台面1中心设有工位分度盘2，上料机构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

6和合格品下料机构7沿着工位分度盘2圆周方向均匀分布。工位分度盘2中心设有推料机构

3。

[0024] 所述工位分度盘2面向上料机构4、视觉检测机构5、不合格品下料机构6和合格品

下料机构7的四个位置上分别设有多个产品治具定位块8，使得装满工件的产品治具能够定

位放置在工位分度盘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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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如图2所示，所述上料机构4包括上料升降机构4.1、上料升降架4.2、产品治具4.3、

上料底座4.4、上料推动架4.5、上料推动气缸4.6、上料机械抓手4.7、抓手平移机构4.8和平

移固定架4.9，上料底座4.4上固定平移固定架4.9，平移固定架4.9上设有抓手平移机构

4.8，抓手平移机构4.8的移动端连接上料机械抓手4.7。上料机械抓手4.7一侧设有上料推

动架4.5，上料推动架4.5连接在上料推动气缸4.6的驱动端，上料推动气缸4.6固定在上料

底座4.4上。上料底座4.4上固定上料升降机构4.1，上料升降机构4.1的升降端连接上料升

降架4.2，上料升降架4.2上设有多个产品治具4.3。

[0026] 如图3所示，所述视觉检测机构5包括Y轴电机5.1、Y轴滚珠丝杆机构5.2、Y轴导轨

5.3、Y轴移动架5.4、X轴电机5.5、X轴滚珠丝杆机构5.6、X轴移动架5.7和摄像头5.8，Y轴移

动架5.4左右两端通过滑块滑动连接在两个互相平行的Y轴导轨5.3上，Y轴移动架5.4连接

在Y轴滚珠丝杆机构5.2移动端上，Y轴电机5.1的驱动端连接Y轴滚珠丝杆机构5.2。Y轴移动

架5.4上固定X轴滚珠丝杆机构5.6，X轴电机5.5的驱动端连接X轴滚珠丝杆机构5.6，X轴滚

珠丝杆机构5.6的移动端连接X轴移动架5.7，X轴移动架5.7上固定摄像头5.8。

[0027] 如图4所示，所述不合格品下料机构6包括不合格品抓取气爪6.1、横移架6.2、横移

滚珠丝杆6.3、横移电机6.4、平移电机6.5、平移滚珠丝杆6.6、平移架6.7、平移导轨6.8和平

移固定座6.9，平移固定座6.9上设有平移滚珠丝杆6.6，平移电机6.5输出端连接平移滚珠

丝杆6.6，平移滚珠丝杆6.6的移动端连接平移架6.7，平移架6.7上固定横移滚珠丝杆6.3，

横移电机6.4驱动端连接横移滚珠丝杆6.3，横移滚珠丝杆6.3的移动端连接横移架6.2，横

移架6.2上设有不合格品抓取气爪6.1。所述平移固定座6.9上设有平移导轨6.8，平移架6.7

通过底部滑块滑动连接在平移导轨6.8上。

[0028] 如图5所示，所述合格品下料机构7包括下料固定架7.1、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2、下

料移动架7.3、下料机械抓手7.4、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和升降架7.6，下料固定架7.1上设

有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2，下料滚珠丝杆机构7.2的移动端上连接下料机械抓手7.4，下料机

械抓手7.4一侧设有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升降滚珠丝杆机构7.5的移动端连接升降架

7.6。

[0029] 如图6所示，所述推料机构3包括推料气缸底座3.1、推料气缸3.2和推料板3.3，推

料气缸底座3.1上固定推料气缸3.2推料气缸3.2的驱动端连接推料板3.3。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在进行工件不合格品动检测分离时，将各个工件放置

在产品治具上进行转运。首先，装满工件的产品治具通过上料机构一个个输送到工位分度

盘上，然后由工位分度盘输送到视觉检测机构处进行视觉检测，完成视觉检测后工位分度

盘将产品治具输送到不合格品下料机构处，由不合格品抓取气爪抓取不合格产品，合格的

产品留在产品治具上。最后，工位分度盘将产品治具上剩余的合格产品输送到合格品下料

机构处，由推料机构配合下料。

[0031]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紧凑、合理，工作稳定可靠，能够自动准确高效的完成不合

格产品检测下料动作，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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