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61092.3

(22)申请日 2018.06.21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诚品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场所: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京基100大厦D座金

龙大厦905室

(72)发明人 马明科　何娟　陆红遵　

(51)Int.Cl.

B25J 9/02(2006.01)

B07C 5/00(2006.01)

B25J 1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

(57)摘要

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

撑架和安装在支撑架上的驱动装置；所述的支撑

架包括Y轴支撑架和安装在Y轴支撑板上的X轴支

撑板；X轴支撑板的两端均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X

轴支撑板下端的滑块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的Y轴

滑轨上，X轴支撑板上设有Y轴驱动电机，Y轴驱动

电机在X轴支撑板下端连接Y轴齿轮，Y轴齿轮与Y

轴齿条相啮合；机械手通过滑块安装在X轴支撑

板上端的X轴滑轨上，所述机械手下端与X轴驱动

电机相接机械手的活动手上的Z轴齿条与安装在

机械手外壳体上的Z轴驱动电机通过Z轴齿轮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方便机械手进行

货物的分拣；机械手下端设有吸盘便于物品的取

放，且不会损坏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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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和安装在支撑架上的驱动装置；所述

的支撑架包括Y轴支撑架和安装在Y轴支撑板上的X轴支撑板；所述的X轴支撑板的两端均安

装在Y轴支撑架上，X轴支撑板下端的滑块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的Y轴滑轨上，X轴支撑板一端

设有Y轴驱动电机，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固定安在X轴支撑板上，Y轴驱动电机在X轴支撑板下

端连接Y轴齿轮，Y轴齿轮与Y轴滑轨侧边设有平行于Y轴滑轨的Y轴齿条相啮合，Y轴驱动电

机驱动带动X轴支撑板沿Y轴做往复运动；

所述的X轴支撑板为四周封闭中间镂空的口字型设计，所述的X轴支撑板上中间镂空部

分还安装有机械手；所述机械手安装在X轴支撑板上，机械手的两侧通过滑块安装在X轴支

撑板上端的X轴滑轨上，所述机械手下端与X轴驱动电机相接，所述的X轴驱动电机的输出轴

与X轴支撑板上下端的X轴滑轨相垂直，X轴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X轴齿轮与X轴支撑板上

的X轴齿条连接，X轴驱动电机驱动带动机械手沿X轴做往复运动；

所述的机械手包括机械手外壳体和活动手，机械手外壳体安装在X轴支撑板上中间镂

空部分，活动手安装在机械手外壳体内，机械手外壳体内侧设有垂直于X轴支撑板的Z轴导

轨，活动手上的滑块安装机械手外壳体内侧的Z轴导轨上，活动手上还设有垂直于X轴滑轨

的Z轴齿条，所述的Z轴齿条与安装在机械手外壳体上的Z轴驱动电机通过Z轴齿轮连接，齿

轮与Z轴齿条啮合，Z轴驱动电机驱动带动活动手沿Z轴做往复运动；机械手下端的机械手活

动端下方连接吸盘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Y轴支撑架包括第一Y轴支

撑板和第二Y轴支撑板，第一Y轴支撑板和第二Y轴支撑板结构镜像对称，所述第一Y轴支撑

板和第二Y轴支撑板固定在物品分拣空间的左右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支撑板左右两端

分别设有Y轴驱动电机和Z轴驱动电机，Y轴驱动电机和Z轴驱动电机的型号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Z轴

驱动电机、机械手和X轴驱动电机分别连接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分别控制Y轴驱动电机、Z

轴驱动电机、机械手和X轴驱动电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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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售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物品售卖时货物需要售货员进行货物的分拣后进行物品的售卖。但是无人售

卖机中无售货员进行售卖物品的分拣，要推动无人售卖行业的发展就无人售卖机内的分拣

装置的就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现在提出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来填补现有技术的空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本装置可以实现机械手XY轴的变换，用于

物品分拣的机械手可以在支撑架内移动到任何XY坐标点进行物品分拣，方便机械手进行货

物的分拣；机械手下端设有吸盘便于物品的取放，且不会损坏物品。

[0004] 一种机械手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和安装在支撑架上的驱动装置；所

述的支撑架包括Y轴支撑架和安装在Y轴支撑板上的X轴支撑板；所述的X轴支撑板的两端均

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X轴支撑板下端的滑块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的Y轴滑轨上，X轴支撑板一

端设有Y轴驱动电机，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固定安在X轴支撑板上，Y轴驱动电机在X轴支撑板

下端连接Y轴齿轮，Y轴齿轮与Y轴滑轨侧边设有平行于Y轴滑轨的Y轴齿条相啮合，Y轴驱动

电机驱动带动X轴支撑板沿Y轴做往复运动；

[0005] 所述的X轴支撑板为四周封闭中间镂空的口字型设计，所述的X轴支撑板上中间镂

空部分还安装有机械手；所述机械手安装在X轴支撑板上，机械手的两侧通过滑块安装在X

轴支撑板上端的X轴滑轨上，所述机械手下端与X轴驱动电机相接，所述的X轴驱动电机的输

出轴与X轴支撑板上下端的X轴滑轨相垂直，X轴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X轴齿轮与X轴支撑

板上的X轴齿条连接，X轴驱动电机驱动带动机械手沿X轴做往复运动；

[0006] 所述的机械手包括机械手外壳体和活动手，机械手外壳体安装在X轴支撑板上中

间镂空部分，活动手安装在机械手外壳体内，机械手外壳体内侧设有垂直于X轴支撑板的Z

轴导轨，活动手上的滑块安装机械手外壳体内侧的Z轴导轨上，活动手上还设有垂直于X轴

滑轨的Z轴齿条，所述的Z轴齿条与安装在机械手外壳体上的Z轴驱动电机通过Z轴齿轮连

接，齿轮与Z轴齿条啮合，Z轴驱动电机驱动带动活动手沿Z轴做往复运动；机械手下端的机

械手活动端下方连接吸盘机构。

[0007] 优选的，Y轴支撑架包括第一Y轴支撑板和第二Y轴支撑板，第一Y轴支撑板和第二Y

轴支撑板结构镜像对称，所述第一Y轴支撑板和第二Y轴支撑板固定在物品分拣空间的左右

两侧。

[0008] 优选的，所述X轴支撑板左右两端分别设有Y轴驱动电机和Z轴驱动电机，Y轴驱动

电机和Z轴驱动电机的型号相同。

[0009] 优选的，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Z轴驱动电机、机械手和X轴驱动电机分别连接控制

器，所述的控制器分别控制Y轴驱动电机、Z轴驱动电机、机械手和X轴驱动电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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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装置可以实现机械手XY轴的变换，用于物品分拣的

机械手可以在支撑架内移动到任何XY坐标点进行物品分拣，方便机械手进行货物的分拣；

机械手下端设有吸盘便于物品的取放，且不会损坏物品。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后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右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实用新型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实用新型机械手和第二Y轴支撑板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实用新型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实用新型第一Y轴支撑板和Y轴驱动电机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是本实用新型第一Y轴支撑板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第二Y轴支撑板，2-X轴支撑板，3-X轴滑轨，4-Y轴驱动电机，5-X轴齿条，6-

Z轴驱动电机，7-机械手，8-X轴驱动电机，9-Y轴滑轨，10-机械手活动端，11-吸盘，12-第一Y

轴支撑板，13-X轴齿轮，14-滑块，15-Y轴齿条，41-Y轴齿轮，71-机械手外壳体，72-活动手，

73-Z轴齿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 “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1]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  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3] 如图所示，一种机械手7分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和安装在支撑架上的

驱动装置；所述的支撑架包括Y轴支撑架和安装在Y轴支撑板上的X轴支撑板2；所述的X轴支

撑板2的两端均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X轴支撑板2下端的滑块14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的Y轴滑

轨9上，X轴支撑板2一端设有Y轴驱动电机4，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4固定安在X轴支撑板2上，Y

轴驱动电机4在X轴支撑板2下端连接Y轴齿轮41，Y轴齿轮41与Y轴滑轨9侧边设有平行于Y轴

滑轨9的Y轴齿条15相啮合，Y轴驱动电机4驱动带动X轴支撑板2沿Y轴做往复运动；

[0024] 所述的X轴支撑板2为四周封闭中间镂空的口字型设计，所述的X轴支撑板2上中间

镂空部分还安装有机械手7；所述机械手7安装在X轴支撑板2上，机械手7的两侧通过滑块14

安装在X轴支撑板2上端的X轴滑轨3上，所述机械手7下端与X轴驱动电机8相接，所述的X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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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8的输出轴与X轴支撑板2上下端的X轴滑轨3相垂直，X轴驱动电机8的输出轴通过X

轴齿轮13与X轴支撑板2上的X轴齿条5连接，X轴驱动电机8驱动带动机械手7沿X轴做往复运

动；

[0025] 所述的机械手7包括机械手外壳体71和活动手72，机械手外壳体71安装在X轴支撑

板2上中间镂空部分，机械手外壳体71为上下两端开口的中空筒状结构，活动手72安装在机

械手外壳体71内，机械手外壳体71内侧设有垂直于X轴支撑板2的Z轴导轨，活动手72上的滑

块14安装机械手外壳体71内侧的Z轴导轨上，活动手72上还设有垂直于X轴滑轨3的Z轴齿条

73，所述的Z轴齿条73与安装在机械手外壳体上的Z轴驱动电机6通过Z轴齿轮连接，齿轮与Z

轴齿条73啮合，Z轴驱动电机6驱动带动活动手72沿Z轴做往复运动；机械手7下端的机械手

活动端10下方连接吸盘11机构。

[0026] 优选的，Y轴支撑架包括第一Y轴支撑板12和第二Y轴支撑板1，第一Y轴支撑板12和

第二Y轴支撑板1结构镜像对称，所述第一Y轴支撑板12和第二Y轴支撑板1固定在物品分拣

空间的左右两侧。

[0027] 优选的，所述X轴支撑板2左右两端分别设有Y轴驱动电机4和Z轴驱动电机6，Y轴驱

动电机4和Z轴驱动电机6的型号相同。

[0028] 优选的，所述的Y轴驱动电机4、Z轴驱动电机6、机械手7和X轴驱动电机8分别连接

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分别控制Y轴驱动电机4、Z轴驱动电机6、机械手7和X轴驱动电机8工

作。

[0029] 本实施例采用齿轮与齿条配合的方式实现机械手7在空间坐标系中位置的移动。

本实用新型的X轴支撑板2安装在Y轴支撑架上，组成Y轴支撑架的第一Y轴支撑板12和第二Y

轴支撑板1上均设有Y轴滑轨9；如图7所示，第一Y轴支撑板12上设有与Y轴驱动电机4输出端

连接的Y轴齿轮41啮合的Y轴齿条15，Y轴驱动电机4连接控制器，控制器控制Y轴驱动电机4

工作，Y轴驱动电机4工作时带动X轴支撑板2沿Y轴平行移动，X轴支撑板2沿Y轴平行移动，X

轴支撑板2上的机械手7在Y轴坐标的位置发生改变。如图  2所示，安装在X轴支撑板2上的机

械手7下端连接有X轴驱动电机8，X轴驱动电机8的输出轴连接齿轮，X轴驱动电机8安装在机

械手7下端且齿轮与X轴支撑板2下端的X轴齿条5啮合。X轴驱动电机8驱动，X轴驱动电机8的

输出轴转动带动X轴齿轮13转动，X轴齿轮13与X轴齿条5啮合，X轴齿轮13转动带动X轴驱动

电机8以及机械手7在X轴上的移动，X轴驱动电机8工作改变机械手7在X轴上坐标位置。Y轴

驱动电机4和X轴驱动电机8配合改变机械手7在XY坐标内的位置。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机械手7上连接Z轴驱动电机6，Z轴驱动电机6与机械手7的活动

手72上设有的Z轴齿条73通过Z轴连接，Z轴驱动电机驱动带动活动手72在机械手外壳体71

内沿Z轴方向上下移动。Z轴驱动电机6连接控制器，控制器控制Z轴驱动电机6工作，Z轴驱动

电机6工作时机械手活动端10沿Z轴移动。机械手7向下移动时，机械手活动端10向下移动改

变吸盘11在Z轴的位置，吸盘11移动到物品区吸取物品后将物品转运到设定好的放置区，Y

轴驱动电机4、X轴驱动电机8和Z轴驱动电机6配合可以使机械手7实现支撑架下端仍一空间

坐标处物品的取放。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装置可以实现XY轴的变换，用于物品分拣的机械手

7可以在支撑架内移动到任何XY坐标点，方便机械手7进行货物的分拣；机械手7下端设有吸

盘11便于物品的取放，且不会损坏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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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上述实施例中也可以采用皮带传送或者丝杆传送方式替换齿轮与齿条配合的方

式。

[003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有关技术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

变型，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实用新型的范畴，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应

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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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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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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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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