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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包

括：一载带移送步骤，使一载带在一第一移动流

路上受一第一驱动机构间歇性地驱动朝向一第

二移动流路移送；一载带牵引步骤，使该载带在

该第二移动流路上受一第二驱动机构选择性地

驱动拉出该第二移动流路；一张力控制步骤，检

测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第二驱动机构间受该载

带绕经并提托的一重力轮的位置，并选择性地使

该第二驱动机构开始或停止驱动来调整该载带

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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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载带输送方法，包括：

一载带移送步骤，使一载带在一第一移动流路上受一第一驱动机构间歇性地驱动朝向

一第二移动流路移送；

一载带牵引步骤，使该载带在该第二移动流路上受一第二驱动机构选择性地驱动拉出

该第二移动流路；

一张力控制步骤，检测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第二驱动机构间受该载带绕经并提托的一

重力轮的位置，并选择性地使该第二驱动机构开始或停止驱动来调整该载带的张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带输送方法，其中，该第一移动流路与该第二移动流路两者存

在部分重叠且错位的关系。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带输送方法，其中，该第一移动流路使该载带在一槽道与一第

一导引槽内输送；该第二移动流路使该载带绕经该重力轮并在一第二导引槽内输送。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载带输送方法，其中，该载带先顺着该第一导引槽向下弧弯，以

其上的一置纳槽的一槽口朝向该重力轮的一滑槽外的方式，由该重力轮的一侧绕经其底部

至另一侧后，再向上攀挂在该第二导引槽内。

5.一种载带输送装置，包括：用以执行如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载带输

送方法的装置。

6.一种载带输送装置，包括：

一作业平台，其上凹设有一槽道供一载带承放；该载带一侧等距列设有多个嵌孔，该载

带另一侧等距列凹设有多个置纳槽，其上设有一槽口；

一第一驱动机构，用以移送该载带进行间歇性移动，该第一驱动机构设有一第一针轮

与一驱动器；

一第二驱动机构，用以选择性地拉动该载带，该第二驱动机构设有一第二针轮与一驱

动器；

一张力控制机构，设于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第二驱动机构之间；该张力控制机构设有

一导引件与一重力轮，该载带可经该导引件的导引围绕在该重力轮周缘。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作业平台在该载带的移动流路的上方设

有一转盘，其周缘环列布设等间距且设有朝外开口的容槽，可容置并以间歇性旋转流路搬

送电子元件；该转盘的周缘罩覆于该槽道的上方，使电子元件被该转盘搬送至该槽道上方

时，可借由一植入机构将电子元件由该容槽下压植入位于下方移动的该载带对应的置纳槽

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作业平台在该载带的移动流路的上方另

设有一封膜机构，其可将已置纳有电子元件的该置纳槽以封膜带封罩住该置纳槽的槽口。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张力控制机构设于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

第二驱动机构之间且靠近该第二驱动机构。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第一针轮可受该驱动器驱动以水平轴

线为转动中心进行间歇性转动；该第一针轮呈圆型且周缘环列凸设有多个对应该各嵌孔间

距的针体，该针体具有略呈矩形的水平截面，且矩形截面的对角线略大于该嵌孔的直径。

11.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第二针轮可受该驱动器驱动以水平轴

线为转动中心进行间歇性转动；该第二针轮呈略小于该第一针轮的圆型且周缘环列凸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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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对应各嵌孔间距的针体，该针体具有略呈圆型的水平截面，且圆型截面的直径略小于

该嵌孔的直径。

12.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第一针轮与该第二针轮分别设置在移

动流路的两端，且两者位置错位相隔一间距。

13.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重力轮设于该导引件下方的一容置室

内，该容置室内设有一位置检测机构，其借由位于上方的第一感应器与位于下方的第二感

应器来判断该重力轮的位置。

14.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导引件的上表面并列设有一第一导引

槽与一第二导引槽，该第一导引槽与该第二导引槽的方向平行该槽道。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第一导引槽接续连结该作业平台的槽

道，该第一导引槽在靠近该槽道处设有一水平段，远离该槽道处设有一向下的弧弯段；该第

二导引槽呈两端低中间高的半圆弧状。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载带输送装置，其中，该载带在该第一导引槽中受一第一压轮

由上而下垂直压制，该载带在该第二导引槽中受一第二压轮由侧边水平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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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输送方法及装置，尤指一种对可间歇性移动搬送电子元件的包

装用载带进行输送的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电子元件包装常使用具有连续间隔设置凹设载槽的载带，借由载带一侧设有

连续间隔设置的针孔供针轮上环设的针体嵌扣驱动，并在对载槽中植入待包装的电子元件

后，以间歇直线路径的流路输送并封装胶膜于载槽上方开口，使电子元件随着载带被输送

至卷匣中收集卷收；在针轮受马达间歇性转动驱动载带直线移动的过程中，因马达在每一

次间歇停止时的位置皆可能有些微的误差，间接造成受针轮驱动的载带停止位置的偏移，

故公告号TWI340114号「输送带的定位装置」专利案已揭露一种载带输送与定位技术：其主

要是以输送带的进给间距的整倍数构成带轮的基础圆圆周，而带轮于圆周上配置有用以嵌

入输送带上作为搬运用所设的圆形的洞孔的渐开曲线的齿形；除了前述带轮以外其具有与

前述带轮相同形状的补助带轮，前述输送带被挂架在前述带轮和前述补助带轮之间而被搬

运；在前述带轮的外侧设有可往复移动的V形凹槽，其对和前述带轮一体结合而与带轮同时

间歇地回转的定位板的周围以同等间距所设置的定位沟，借将V形凹槽插入，而实施将工件

收容于输送带时的定位；在前述输送带间歇性移动的停止期间，使前述输送带先得到前述

带轮的初步定位，再以前述V形凹槽插入前述定位沟中进行更精细的定位。

发明内容

[0003] 已知对于电子元件包装用载带的输送，在载带间歇性直线移动的过程中，V形凹槽

需不断地往复上升插入定位沟与下降移出定位沟，V形凹槽频繁的往复移动会额外增加等

待的时间，使载带输送的速度受限，对于数量庞大的电子元件包装作业，是一个不具效率的

生产工艺。

[0004]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提升载带输送速度的载带输送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提升载带输送速度的载带输送装置。

[0006] 依据本发明目的的载带输送方法，包括：一载带移送步骤，使一载带在一第一移动

流路上受一第一驱动机构间歇性地驱动朝向一第二移动流路移送；一载带牵引步骤，使该

载带在该第二移动流路上受一第二驱动机构选择性地驱动拉出该第二移动流路；一张力控

制步骤，检测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第二驱动机构间受该载带绕经并提托的一重力轮的位

置，并选择性地使该第二驱动机构开始或停止驱动来调整该载带的张力。

[0007] 依据本发明另一目的的载带输送装置，包括：用以执行如所述载带输送方法的装

置。

[0008] 依据本发明另一目的的另一载带输送装置，包括：一作业平台，其上凹设有一槽道

供一载带承放；该一侧等距列设有多个嵌孔，该载带另一侧等距列凹设有多个置纳槽，其上

设有一槽口；一第一驱动机构，用以移送该载带进行间歇性移动，该第一驱动机构设有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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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轮与一驱动器；一第二驱动机构，用以选择性地拉动该载带，该第二驱动机构设有一第

二针轮与一驱动器；一张力控制机构，设于该第一驱动机构与该第二驱动机构之间；该张力

控制机构设有一导引件与一重力轮，该载带可经该导引件的导引围绕在该重力轮周缘。

[0009] 本发明实施例的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该第一驱动机构的第一针轮仅负责间歇性

地移送该载带由该第一移动流路至该第二移动流路，该第二驱动机构的第二针轮仅负责选

择性地将该载带拉出该第二移动流路，并借由两者之间的张力控制机构来控制该载带的张

力，使该载带受重力轮的作用而保持在拉紧状态，第一针轮不需要借由额外的定位机构来

进行定位，节省了定位机构往复移动的等待时间，可提升该载带输送的速度。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载带与电子元件的立体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载带输送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针轮与第二针轮配置关系的示意图。

[001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针轮的立体示意图。

[0014]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针轮的立体示意图。

[0015]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导引件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重力轮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载带、第一针轮、第二针轮、导引件、重力轮配置关系是的示

意图。

[0018] 【符号说明】

[0019] A      作业平台                  A1      槽道

[0020] A2    转盘                      A21    容槽

[0021] A3    植入机构                  A4      封膜机构

[0022] B      第一驱动机构              B1      第一针轮

[0023] B11    针体                      B2     驱动器

[0024] C      第二驱动机构              C1      第二针轮

[0025] C11    针体                      C2     驱动器

[0026] D     张力控制机构              D1     导引件

[0027] D11    第一导引槽                D111   水平段

[0028] D112  弧弯段                    D12     第二导引槽

[0029] D2     重力轮                    D21     滑槽

[0030] D3     第一压轮                  D4      第二压轮

[0031] D5    容置室                    D6     位置检测机构

[0032] D61    第一感应器                D62     第二感应器

[0033] T     载带                      T1     嵌孔

[0034] T2     置纳槽                    T21     槽口

[0035] W     电子元件                  d      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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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请参阅图1，本发明实施例的载带可使用如图所示的薄型化纸质的载带T作说明，

该载带T一侧等距列设有多个嵌孔T1，该载带T另一侧等距列凹设有多个置纳槽T2，其上设

有一槽口T21使电子元件W可由该槽口T21置入该置纳槽T2内被包装；

[0037] 请参阅图1、2、3，本发明实施例可使用如图所示的载带输送装置作说明，该载带输

送装置设有包括：

[0038] 一作业平台A，其上凹设有一槽道A1供该载带T承放并于其上作水平直线移动；该

作业平台A在该载带T的移动流路的上方设有一转盘A2，其周缘环列布设等间距且设有朝外

开口的容槽A21，可容置并以间歇性旋转流路搬送电子元件W；该转盘A2的周缘罩覆于该槽

道A1的上方，使电子元件W被该转盘A2搬送至该槽道A1上方时，可借由一植入机构A3将电子

元件W由该容槽A21下压植入位于下方移动的载带T对应的置纳槽T2内；该作业平台A在该载

带T的移动流路的上方另设有一封膜机构A4，其可将已置纳有电子元件W的置纳槽T2以封膜

带封罩住其槽口T21，用以防止置纳槽T2内的电子元件W掉出；

[0039] 一第一驱动机构B，设该载带T的移动流路的上游端，用以移送该载带T进行间歇性

移动，该第一驱动机构B设有一第一针轮B1与一驱动器B2，该第一针轮B1可受该驱动器B2驱

动以水平轴线为转动中心进行间歇性转动；

[0040] 一第二驱动机构C，设于该载带T的移动流路的下游端，用以选择性地拉动该载带

T，该第二驱动机构C设有一第二针轮C1与一驱动器C2，该第二针轮C1可受该驱动器C2驱动

以水平轴线为转动中心进行选择性地转动；

[0041] 一张力控制机构D，设于该第一驱动机构B与该第二驱动机构C之间且靠近该第二

驱动机构C；该张力控制机构D设有一导引件D1与一重力轮D2，该载带T可经该导引件D1的导

引围绕在该重力轮D2周缘。

[0042] 请参阅图1、2、4，该第一针轮B1呈圆型且周缘环列凸设有多个对应各嵌孔T1间距

的针体B11，该针体B11具有略呈矩形的水平截面，且矩形截面的对角线略大于该嵌孔T1的

直径，使该针体B11在穿经该槽道A1嵌入该载带T的嵌孔T1时可稍为扩撑其孔径，嵌扣该载

带T朝移动流路的下游移送。

[0043] 请参阅图1、2、5，该第二针轮C1呈略小于该第一针轮B1的圆型且周缘环列凸设有

多个对应各嵌孔T1间距的针体C11，该针体C11具有略呈圆型的水平截面，且圆型截面的直

径略小于该嵌孔T1的直径，使该针体C11可宽松地插入该载带T的嵌孔T1并拉动牵引该载带

T。

[0044] 请参阅图3、4、5，该第一针轮B1与该第二针轮C1分别设置在移动流路的两端，且两

者位置错位(非同一直线)相隔一间距d，该间距d为两针体B11、C11之中心为量测基准。

[0045] 请参阅图2、3、6，该导引件D1的上表面并列设有一第一导引槽D11与一第二导引槽

D12，该第一导引槽D11与该第二导引槽D12的方向平行该槽道A1，且该第一导引槽D11接续

连结该作业平台A的槽道A1；该第一导引槽D11在靠近该槽道A处设有一水平段D111，远离该

槽道A处设有一向下的弧弯段D112，该第二导引槽D12呈两端低中间高的半圆弧状；其中，该

载带T在该第一导引槽D11中受两个第一压轮D3由上而下垂直压制，该载带T在该第二导引

槽D12中受一第二压轮D4由侧边水平压制，该第一压轮D3与该第二压轮D4具有平滑的压面。

[0046] 请参阅图6、7、8，该重力轮D2设于该导引件D1的下方的一容置室D5内，该重力轮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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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圆型且周缘凹设有一滑槽D21供该载带T容置，该载带T可先顺着该导引件D1的第一导引

槽D11向下弧弯，以其槽口T21(图1)朝向该滑槽D21外的方式，由该重力轮D2的一侧绕经其

底部至另一侧后，再向上攀挂在该第二导引槽D12内，使该第一针轮B2与该第二针轮C2之间

的载带T可受该重力轮D1的重力作用而拉紧；该重力轮D2随着载带T的移动而可在该容置室

D5内自由地上、下垂直位移；该容置室D5内设有一位置检测机构D6，其借由位于上方的光学

的第一感应器D61与位于下方的光学的第二感应器D62来判断该重力轮D1的位置。

[0047] 本发明实施例的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在实施上，该载带T的移动流路具有交叉与

环形的特征，其分为之一第一移动流路与一第二移动流路，该第一移动流路使该载带T在该

槽道A1与该第一导引槽D11内输送，该第二移动流路使该载带T绕经该重力轮D1并在该第二

导引槽D12内输送，该第一移动流路与该第二移动流路两者存在部分重叠且错位的关系；

[0048] 载带输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一载带移送步骤，使该载带T的第一移动流路以该第一驱动机构B作为动力源，使

该针体B11嵌入该载带T的嵌孔T1，嵌扣并移送该载带T间歇性地朝向该第二移动流路移动；

随着进入该第二移动流路的该载带T的量增加，受该载带T绕经并提托的该重力轮D2会逐渐

向下位移，直到该第二感应器D62检测到该重力轮D2到位，进而使一控制器(图未示)触发该

第二驱动机构C开始驱动；

[0050] 一载带牵引步骤，使该载带T的第二移动流路以该第二驱动机构C作为动力源，使

该针体C11插入该载带T的嵌孔T1并拉动牵引该载带T离开该第二移动流路；随着该第二移

动流路的该载带T被拉动牵引出该第二移动流路，受该载带T绕经并提托的该重力轮D2会逐

渐向上位移，直到该第一感应器D61检测到该重力轮D2到位，进而使该控制器(图未示)触发

该第二驱动机构C停止驱动；

[0051] 一张力控制步骤，借由检测该第一驱动机构B与该第二驱动机构C间受该载带T绕

经并提托的该重力轮D2的位置，而选择性地使该第二驱动机构C开始或停止驱动来调整该

载带T的张力。

[0052] 本发明实施例的载带输送方法及装置，该第一驱动机构B的第一针轮B1仅负责间

歇性地移送该载带T由该第一移动流路至该第二移动流路，该第二驱动机构的第二针轮C1

仅负责选择性地将该载带T拉出该第二移动流路，并借由两者之间的张力控制机构D来控制

该载带T的张力，使该载带T受重力轮D2的作用而保持在拉紧状态，第一针轮B1不需要借由

额外的定位机构来进行定位，节省了定位机构往复移动的等待时间，可提升该载带T输送的

速度。

[005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

大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及发明说明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明

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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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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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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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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