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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包括

小物料循环系统、转动倒料机构，所述转动倒料

机构与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对接，所述小物料循

环系统用于实现用于盛放小物料的小物料盒的

循环，所述转动倒料机构用于抓取所述小物料循

环系统上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进行倾倒并

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放回所述小物料循环系

统上,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包括：小物料收料机

构、双层循环线。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小物料循环

倾倒系统，实现小物料从拆解下到倾倒收集的整

体循环，减少了人工的参与，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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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小物料循环系统、转动倒料机构，所述

转动倒料机构与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对接，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用于实现用于盛放小物料

的小物料盒的循环，所述转动倒料机构用于抓取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上盛放有小物料的小

物料盒，进行倾倒并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放回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上,所述小物料循环

系统包括：小物料收料机构、双层循环线，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与所述双层循环线对接，所

述双层循环线与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所述转动倒料机构对接，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用于

收集小物料，并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双层循环线上，所述双层循环线用

于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转动倒料机构，并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运送至

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包括双层传送机构、若干物料盒放置机构及物

料盒暂存机构，所述双层传送机构一端与所述双层循环线对接，另一端与所述物料盒暂存

机构对接，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设置在所述双层传送机构长度方向的两侧并与所述双层传

送机构对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传送机构包括双层

支架、上层传送线、下层传送线、上层水平移料机构及下层水平移料机构，所述双层支架在

竖直方向上分为上下两层，所述上层传送线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的上层，所述下层传送线

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的下层，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的上层且位于所

述上层传送线之间，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的下层且位于所述下层传

送线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包括

上层升降气缸、上层支撑板及上层平移传送带，所述上层升降气缸的活动端与所述上层支

撑板固定，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设置在所述上层支撑板上，所述上层升降气缸的活动端在

竖直方向上伸缩，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的送料方向与所述上层传送线相垂直，当所述上层

升降气缸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高于所述上层传送线所在平面，

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包括下层升降气缸、下层支撑板及平移传送带，所述下层升降气缸

的活动端与所述下层支撑板固定，所述平移传送带设置在所述下层支撑板上，所述下层升

降气缸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伸缩，所述平移传送带的送料方向与所述下层传送线相垂

直，当所述下层升降气缸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所述平移传送带高于所述下层传送线

所在平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支架包括竖直架、

下层板及上层板，所述下层板及所述上层板相互平行且与所述竖直架垂直固定，所述竖直

架将所述上层板分隔成左区域、右区域及中间区域，所述竖直架之间的区域即为中间区域，

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包括物料盒升降气缸、物料支撑板、物料盒传送带及围挡板，所述物料

盒升降气缸固定在所述上层板上，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的活动端与所述物料支撑板固定，

所述物料盒传送带设置在所述物料支撑板上，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

进行伸缩，所述物料盒传送带垂直于所述上层传送线设置，所述物料盒传送带的运送方向

与所述上层传送线的运送方向垂直，当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的活动端及所述上层升降气缸

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与所述物料盒传送带形成对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包括暂

存气缸、暂存支撑板、暂存送料带及暂存挡料板，所述暂存气缸设置在所述下层板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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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气缸的活动端与所述暂存支撑板固定，所述暂存气缸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活动，所

述暂存送料带设置在所述暂存支撑板上，所述暂存送料带的运输方向可进行切换，与所述

上层传送线的方向相同或与所述下层传送线的方向相同。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循环线包括上层循

环传送带、下层循环传送带及与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对接的暂存机

构，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设有上层传送线对接口及上层倒料对接口，所述上层传送线远离

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的一端伸入所述上层传送线对接口内，位于所述上层传送线对接口内

的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可升起与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对接，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设有下

层传送线对接口及下层倒料对接口，所述下层传送线远离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的一端伸入

所述下层传送线对接口内，位于所述下层传送线对接口内的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可升起

与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对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暂存机构包括运送底

座、运送线、顶升运送机构及挡板，所述运送底座设置在所述上层倒料对接口及所述下层倒

料对接口处，所述运送线设置在所述运送底座上，所述顶升运送机构设置在所述运送底座

上且位于所述运送线间，所述运送线一端伸入所述下层倒料对接口，所述挡板设置在所述

运送线另一端处。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倒料机构包括倒料

箱、转动舵机、支架、夹取气缸、第一夹板及第二夹板，所述支架与所述转动舵机的活动端固

定，所述夹取气缸及所述第二夹板设置在所述支架上，所述夹取气缸的活动端与所述第一

夹板的一端固定，所述转动舵机带动所述支架、所述夹取气缸、所述第一夹板及所述第二夹

板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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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池拆解领域，具体是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废旧电池进行处理时，都需要将电池包送上拆解流水线，电池包在进行拆解时，其

拆解下的一些小物料是可以进行回收利用的，例如电池内部的电线、支撑片等等，以往都是

有人工将拆解下的小物料进行逐一回收，这种处理方式效率低、响应速度慢，人员安全得不

到保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状，提供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包括：小物料循环系统、转

动倒料机构，所述转动倒料机构与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对接，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用于实

现用于盛放小物料的小物料盒的循环，所述转动倒料机构用于抓取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上

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进行倾倒并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放回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

上,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包括：小物料收料机构、双层循环线，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与所述

双层循环线对接，所述双层循环线与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所述转动倒料机构对接，所述小

物料收料机构用于收集小物料，并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双层循环线上，

所述双层循环线用于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转动倒料机构，并将完成倾倒

的小物料盒运送至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包括双层传送机构、若干物

料盒放置机构及物料盒暂存机构，所述双层传送机构一端与所述双层循环线对接，另一端

与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对接，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设置在所述双层传送机构长度方向的两

侧并与所述双层传送机构对接。

[0005] 本发明的效果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实现小物料从拆解下

到倾倒收集的整体循环，减少了人工的参与，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06] 图1所示为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的上层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07] 图2所示为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的下层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08] 图3所示为图1中小物料收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4所示为图1中小物料收料机构的截面图；

[0010] 图5所示为图3中物料盒暂存机构的侧视示意图；

[0011] 图6所示为图2中顶升运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7所示为图1中转动倒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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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14] 下面结合附图介绍本发明：

[0015] 请参阅图1至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其包括：小物料循环

系统1、转动倒料机构2，所述转动倒料机构2与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1对接，所述小物料循环

系统1用于实现用于盛放小物料的小物料盒的循环，所述转动倒料机构2用于抓取所述小物

料循环系统1上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进行倾倒并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放回所述小

物料循环系统1上。

[0016] 所述小物料循环系统1包括：小物料收料机构11、双层循环线12，所述小物料收料

机构11与所述双层循环线12对接，所述双层循环线12与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11、所述转动

倒料机构2对接，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11用于收集小物料，并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

送到所述双层循环线12上，所述双层循环线12用于将盛放有小物料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

转动倒料机构2，并将完成倾倒的小物料盒运送至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11。

[0017] 所述小物料收料机构11包括双层传送机构13、若干物料盒放置机构14及物料盒暂

存机构15，所述双层传送机构13一端与所述双层循环线12对接，另一端与所述物料盒暂存

机构15对接，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14设置在所述双层传送机构13长度方向的两侧并与所述

双层传送机构13对接。

[0018] 所述双层传送机构13包括双层支架131、上层传送线132、下层传送线133、上层水

平移料机构134及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所述双层支架131在竖直方向上分为上下两层，所

述上层传送线132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131的上层，所述下层传送线133设置在所述双层支

架131的下层，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131的上层且位于所述上层

传送线132之间，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设置在所述双层支架131的下层且位于所述下

层传送线133之间。

[0019] 所述上层传送线132及所述下层传送线133一端与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15对接，另

一端与双层循环线12对接。

[0020] 所述双层支架131包括竖直架1311、下层板1312及上层板1313，所述下层板1312及

所述上层板1313相互平行且与所述竖直架1311垂直固定，所述竖直架1311将所述上层板

1313分隔成左区域1314、右区域1315及中间区域1316，所述竖直架1311之间的区域即为中

间区域1316。

[0021] 所述上层传送线132设置在所述中间区域1316上，所述上层传送线132包括两条平

行的上层传送带1321，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设置在2条所述上层传送带1321之间。

[0022] 所述下层传送线133设置在所述下层板1312上，所述下层传送线133包括两条平行

的下层传送带1331，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设置在2条所述下层传送带1331之间。

[0023] 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包括上层升降气缸1341、上层支撑板1342及上层平移

传送带1343，所述上层升降气缸1341固定在所述中间区域1316上，所述上层升降气缸1341

的活动端与所述上层支撑板1342固定，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设置在所述上层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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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上，所述上层升降气缸1341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伸缩，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的

送料方向与所述上层传送线132相垂直，当所述上层升降气缸134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

态，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高于所述上层传送线132所在平面。

[0024] 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包括下层升降气缸1351、下层支撑板1352及平移传送

带1353，所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固定在所述中间区域1316上，所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的活

动端与所述下层支撑板1352固定，所述平移传送带1353设置在所述下层支撑板1352上，所

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伸缩，所述平移传送带1353的送料方向与所述

下层传送线133相垂直，当所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所述平移传送

带1353高于所述下层传送线133所在平面。

[0025] 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14设置在所述上层传送线132两侧的所述左区域1314及所述

右区域1315，所述物料盒放置机构14包括物料盒升降气缸141、物料支撑板142、物料盒传送

带143及围挡板144，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141固定在所述上层板1313上，所述物料盒升降气

缸141的活动端与所述物料支撑板142固定，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设置在所述物料支撑板

142上，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141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进行伸缩，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垂

直于所述上层传送线132设置，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的运送方向与所述上层传送线132的

运送方向垂直，当所述物料盒升降气缸141的活动端及所述上层升降气缸1341的活动端伸

长到最大状态，所述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与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形成对接。

[0026] 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15包括暂存气缸151、暂存支撑板152、暂存送料带153及暂存

挡料板154，所述暂存气缸151设置在所述下层板1312上，所述暂存气缸151的活动端与所述

暂存支撑板152固定，所述暂存气缸151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上活动，所述暂存送料带153设

置在所述暂存支撑板152上，所述暂存送料带153的运输方向可进行切换，与所述上层传送

线132的方向相同或与所述下层传送线133的方向相同，所述暂存挡料板154设置在所述暂

存支撑板152上且与所述暂存送料带153远离所述双层传送机构13的一端抵接。

[0027] 当所述暂存气缸151的活动端收缩到最小状态时，所述暂存送料带153一端与所述

上层传送线132对接，当所述暂存气缸15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时，所述暂存送料带153

一端与所述下层传送线133对接。

[0028] 所述双层循环线12包括上层循环传送带121、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及与所述上层循

环传送带121、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对接的暂存机构123，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121设有

上层传送线对接口1211及上层倒料对接口1212，所述上层传送线132远离所述物料盒暂存

机构15的一端伸入所述上层传送线对接口1211内，位于所述上层传送线对接口1211内的所

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可升起与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121对接。

[0029] 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122设有下层传送线对接口1221及下层倒料对接口1222，所

述下层传送线133远离所述物料盒暂存机构15的一端伸入所述下层传送线对接口1221内，

位于所述下层传送线对接口1221内的所述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可升起与所述下层循

环传送带122对接。

[0030] 所述暂存机构123包括运送底座124、运送线125、顶升运送机构126及挡板127，所

述运送底座124设置在所述上层倒料对接口1212及所述下层倒料对接口1222处，所述运送

线125设置在所述运送底座124上，所述顶升运送机构126设置在所述运送底座124上且位于

所述运送线125间，所述运送线125一端伸入所述下层倒料对接口1222，所述挡板127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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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运送线125另一端处。

[0031] 所述顶升运送机构126包括顶升运送气缸1261、运送支撑板1262及运送传送带

1263，所述顶升运送气缸1261设置在所述运送底座211上，所述运送支撑板1262与所述顶升

运送气缸1261的活动端固定，所述顶升运送气缸1261的活动端在竖直方向内伸缩，当所述

顶升运送气缸126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时，所述运送传送带1263与所述上层循环传送

带121对接，当所述顶升运送气缸1261的活动端收缩到中间状态时，所述运送传送带1263与

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对接，当所述顶升运送气缸1261的活动端收缩到最小状态时，所述

运送传送带1263与所述运送线125位于同一平面内。

[0032] 所述转动倒料机构2包括倒料箱221、转动舵机222、支架223、夹取气缸224、第一夹

板225及第二夹板226，所述支架223与所述转动舵机222的活动端固定，所述夹取气缸224及

所述第二夹板226设置在所述支架223上，所述夹取气缸224的活动端与所述第一夹板225的

一端固定，所述转动舵机222带动所述支架223、所述夹取气缸224、所述第一夹板225及所述

第二夹板226转动。

[0033] 所述支架223的两端与中部垂直固定，其两端与所述转动舵机222的活动端固定，

所述夹取气缸224及所述第二夹板226所述支架223的中部上。

[0034] 当所述夹取气缸224的活动端收缩，所述第一夹板225与所述第二夹板226形成夹

取部，对物料盒进行夹取。

[0035] 所述转动舵机222带动所述支架223、所述夹取气缸224、所述第一夹板225及所述

第二夹板226的转动范围为所述倒料箱221的上方到所述双层循环线12的上方。

[0036] 所述倒料箱221为一长方体状且无上盖的箱子，所述倒料箱221远离所述转动舵机

222的一边上设有高出所述倒料箱221主体上端面的挡料板2211，所述挡料板2211用于阻挡

物料在倾倒的过程中溅出。

[0037] 使用时，小物料盒放置在物料盒放置机构14上，操作人员将电池拆解后的小物料

分类别放入各个小物料盒内，当小物料盒放满后，物料盒传送带143带动小物料盒移动，物

料盒升降气缸141的活动端及上层升降气缸134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上层平移传送

带1343与物料盒传送带143形成对接，小物料盒移动到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上，上层升降气

缸1341的活动端收缩，小物料盒下降到上层传送线132上，上层传送线132将小物料盒运送

到位于所述上层传送线对接口1211内的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处，位于所述上层传送

线对接口1211内的所述上层水平移料机构134可升起与所述上层循环传送带121对接，使小

物料盒运送到上层循环传送带121上。

[0038] 小物料盒沿上层循环传送带121运输到暂存机构123处，顶升运送机构126的活动

端顶起，使小物料盒运送到顶升运送机构126上，顶升运送机构126的活动端收缩，使运送传

送带1263与所述运送线125位于同一平面内，小物料盒运送到所述运送线125上，小物料盒

沿运送线125向挡板127方向运输，直到与挡板127抵接。

[0039] 所述转动舵机222带动所述支架223、所述夹取气缸224、所述第一夹板225及所述

第二夹板226转动到小物料盒的上方，所述夹取气缸224的活动端收缩，所述第一夹板225与

所述第二夹板226形成夹取部将小物料盒夹住，所述转动舵机222带动所述支架223、所述夹

取气缸224、所述第一夹板225及所述第二夹板226转动到所述倒料箱221的上方，进行倾倒，

完成倾倒后，所述转动舵机222带动所述支架223、所述夹取气缸224、所述第一夹板225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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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夹板226转动，将空的小物料盒放回暂存机构123处，空的小物料盒沿运送线125运送

到顶升运送机构126处，顶升运送机构126的活动端伸长，与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对接，空的

小物料盒被运送到下层循环传送带122上。

[0040] 所述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将空的小物料盒运送至与所述下层水平移料机构135对

接处，所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的活动端伸长，平移传送带1353与下层循环传送带122对接，

空的小物料盒运送到平移传送带1353上，所述下层升降气缸1351的活动端伸长收缩，将空

的小物料盒放置到所述下层传送线133上，所述下层传送线133将空的小物料盒运送到暂存

送料带153上。

[0041] 所述暂存气缸151的活动端伸长，暂存送料带153上升并与所述所述上层传送线

132对接，所述暂存送料带153反向运输将空的小物料盒输送到上层传送线132上。

[0042] 上层传送线132将空的小物料盒运送到闲置的料盒放置机构14处，物料盒升降气

缸141的活动端及上层升降气缸1341的活动端伸长到最大状态，上层平移传送带1343与物

料盒传送带143形成对接，空的小物料盒从上层传送线132送到物料盒传送带143上，物料盒

升降气缸141的活动端收缩，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下降，所述物料盒传送带143带动空的小

物料盒运输，小物料盒与围板144抵接，又可以往空的小物料盒里放置小物料。如此循环，由

此形成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

[0043] 本发明的效果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小物料循环倾倒系统，实现电池静置存储的

同时，能够及时处理具有安全隐患的电池，保障了生产过程的安全进行。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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