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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装卸系统，公开一种

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包括纸箱

输送带(1)，纸箱输送带(1)沿其传送方向的一侧

设置有泊车位(2)，泊车位(2)的上方架空有桁架

轨道(3)，桁架轨道(3)上设置有多轴运动平台

(4)，多轴运动平台(4)上设置有装卸车机器人

(5)；纸箱输送带(1)沿其传送方向的另一侧设置

有拆码垛机器人(6)，拆码垛机器人(6)远离纸箱

输送带(1)的一侧设置有栈板输送带(7)，本实用

新型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装

卸车机器人(5)与拆码垛机器人(6)的应用，使得

包装纸箱(13)的拆垛与码垛操作更加精准高效，

同时降低了人工损耗，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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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纸箱输送带(1)，纸箱

输送带(1)沿其传送方向的一侧设置有泊车位(2)，泊车位(2)的上方架空有桁架轨道(3)，

桁架轨道(3)上设置有多轴运动平台(4)，多轴运动平台(4)上设置有装卸车机器人(5)；纸

箱输送带(1)沿其传送方向的另一侧设置有拆码垛机器人(6)，拆码垛机器人(6)远离纸箱

输送带(1)的一侧设置有栈板输送带(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桁架轨道

(3)的内侧壁设置有对射传感器(8)。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装卸

车机器人(5)上安装有装卸车视觉装置(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栈板输送

带(7)的一侧设置有拆码垛视觉装置(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纸箱输送

带(1)并于拆码垛机器人(6)的对应位置设置有读码器(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拆码垛机

器人(6)的外侧围设有安全防护围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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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装卸系统，尤其涉及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平板车纸箱装卸主要依靠人工，费时费力，还存在招工难，后继无人等现象。

而现有的自动化专用设备存在设备体积庞大、成本高、操作复杂、维护困难等缺陷，为企业

实施自动装卸平板车纸箱带来不便，因此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了一种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

统，不仅能够自动高效地完成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而且设备占地小、成本低、操作便

捷，同时更加方便维护。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5] 一种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包括纸箱输送带，纸箱输送带沿其传

送方向的一侧设置有泊车位，泊车位的上方架空有桁架轨道，桁架轨道上设置有多轴运动

平台，多轴运动平台上设置有装卸车机器人；纸箱输送带沿其传送方向的另一侧设置有拆

码垛机器人，拆码垛机器人远离纸箱输送带的一侧设置有栈板输送带。

[0006] 采用上述方案，泊车位能够为准备进站装货的货车提供停车点，通过叉车将堆叠

的包装纸箱从仓库内运输至栈板输送带进行上料。当栈板输送带将包装纸箱输送至特定位

置后，由拆码垛机器人执行拆垛操作，以将堆叠的包装纸箱逐个抓取至纸箱输送带上，并由

纸箱输送带将包装纸箱输送至泊车位所在位置。然后由桁架轨道上方的多轴运动平台自动

调整装卸车机器人的位置，并使装卸车机器人执行装车作业，将纸箱输送带上的包装纸箱

逐个抓取至货车车厢的特定位置，从而高效完成装车作业。执行卸车作业时，当装满包装纸

箱的货车进入泊车位后，逆向运行系统，以使装卸车机器人执行卸车作业。此时，拆码垛机

器人执行码垛操作，而纸箱输送带与栈板输送带均逆向运行，最后将包装纸箱从货车的车

厢转移至栈板输送带进行堆叠，并将堆叠后的包装纸箱输送至叉车的装卸料位置，最终由

叉车将堆叠完成的包装纸箱转移至仓库的特定位置，从而完成整个卸车作业。装卸车机器

人与拆码垛机器人的应用，使得包装纸箱的拆垛与码垛操作更加精准高效，同时降低了人

工损耗，更加人性化。

[0007] 作为优选，桁架轨道的内侧壁设置有对射传感器。

[0008] 采用上述方案，对射传感器能够对进入泊车位当中的货车车厢进行初步定位，以

提升装卸车机器人装卸货物过程中的精确性。

[0009] 作为优选，装卸车机器人上安装有装卸车视觉装置。

[0010] 采用上述方案，装卸车视觉装置能够对进入泊车位当中的货车车厢进行精确定

位，使得装卸车机器人能够调整位置以匹配车厢，进一步提升装卸车机器人装卸货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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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确性。

[0011] 作为优选，栈板输送带的一侧设置有拆码垛视觉装置。

[0012] 采用上述方案，拆码垛视觉装置能够对栈板输送带上的包装纸箱进行视觉定位，

以使拆码垛机器人能够精准抓取栈板输送带上的包装纸箱，从而提升系统的操作精确性。

[0013] 作为优选，纸箱输送带并于拆码垛机器人的对应位置设置有读码器。

[0014] 采用上述方案，读码器能够对纸箱输送带上的进出库货物的外包装纸箱进行扫码

以获取对应的货物信息，使得货物的管理更加有条理。

[0015] 作为优选，拆码垛机器人的外侧围设有安全防护围栏。

[0016] 采用上述方案，安全防护围栏能够有效避免拆码垛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有人靠

近，从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更加人性化。

[0017]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泊车位能够为准备

进站装货的货车提供停车点，通过叉车将堆叠的包装纸箱从仓库内运输至栈板输送带进行

上料。当栈板输送带将包装纸箱输送至特定位置后，由拆码垛机器人执行拆垛操作，以将堆

叠的包装纸箱逐个抓取至纸箱输送带上，并由纸箱输送带将包装纸箱输送至泊车位所在位

置。然后由桁架轨道上方的多轴运动平台自动调整装卸车机器人的位置，并使装卸车机器

人执行装车作业，将纸箱输送带上的包装纸箱逐个抓取至货车车厢的特定位置，从而高效

完成装车作业。执行卸车作业时，当装满包装纸箱的货车进入泊车位后，逆向运行系统，以

使装卸车机器人执行卸车作业。此时，拆码垛机器人执行码垛操作，而纸箱输送带与栈板输

送带均逆向运行，最后将包装纸箱从货车的车厢转移至栈板输送带进行堆叠，并将堆叠后

的包装纸箱输送至叉车的装卸料位置，最终由叉车将堆叠完成的包装纸箱转移至仓库的特

定位置，从而完成整个卸车作业。装卸车机器人与拆码垛机器人的应用，使得包装纸箱的拆

垛与码垛操作更加精准高效，同时降低了人工损耗，更加人性化。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2为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3为本实施例中系统执行装车作业时的流程图；

[0021] 图4为本实施例中系统执行卸车作业时的流程图。

[0022]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1、纸箱输送带；2、泊车位；3、桁架

轨道；4、多轴运动平台；5、装卸车机器人；6、拆码垛机器人；7、栈板输送带；8、对射传感器；

9、装卸车视觉装置；10、拆码垛视觉装置；11、读码器；12、安全防护围栏；13、包装纸箱；14、

叉车装卸料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与图2所示，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包装纸箱平板车装卸作业机器人系统，包

括纸箱输送带1，纸箱输送带1沿其传送方向的一侧设置有泊车位2，泊车位2用于停靠进站

装卸货物的货车，并且纸箱输送带1的长度大于泊车位2的长度，使得纸箱输送带1所输送的

包装纸箱13能够覆盖整个车厢长度，便于进行装卸作业。泊车位2的上方架空有桁架轨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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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桁架轨道3分设于泊车位2的两侧，并沿着泊车位2的长度方向设置。桁架轨道3的内侧壁

设置有对射传感器8，对射传感器8能够对进入泊车位2当中的货车车厢进行初步定位，从而

提升货物装卸过程中的精确性。桁架轨道3上设置有多轴运动平台4，多轴运动平台4上设置

有装卸车机器人5，装卸车机器人5上安装有装卸车视觉装置9，装卸车视觉装置9的应用，能

够使货车定位更加灵活和精准，同时操作更加简单，更符合人体操作习惯。纸箱输送带1沿

其传送方向的另一侧设置有拆码垛机器人6，拆码垛机器人6的外侧围设有安全防护围栏

12，其能避免拆码垛机器人6在工作时有人靠近，从而避免安全事故发生。拆码垛机器人6远

离纸箱输送带1的一侧设置有栈板输送带7，栈板输送带7的一端为叉车装卸料位置14。栈板

输送带7的一侧设置有拆码垛视觉装置10，拆码垛视觉装置10的应用，能够使拆码垛机器人

6不必受限于预定程序，可根据实际情况完成作业，更能适应工厂实际生产情况。

[0025] 更进一步的，纸箱输送带1并于拆码垛机器人6的对应位置设置有读码器11，读码

器11能够对纸箱输送带1上进出的包装纸箱13进行扫码并读取包装纸箱13内对应的货物信

息，使得货物的进出库信息更加便于管理，提升装卸货物时的效率以及精确性。

[0026] 系统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27] 当系统执行装车作业时，如图3所示，步骤如下：

[0028] 步骤一、空载货车进站停靠至泊车位2当中，通过对射传感器8对车厢进行初定位。

[0029] 步骤二、桁架轨道3启动到达车头端，并通过装卸车视觉装置9对车厢进行精定位。

[0030] 步骤三、多轴运动平台4调整位置匹配车厢。

[0031] 步骤四、叉车上料，将纵向堆叠的包装纸箱13从仓库运送至栈板输送带7的叉车装

卸料位置14，并且启动栈板输送带7，借助拆码垛视觉装置10定位包装纸箱13。

[0032] 步骤五、拆码垛机器人6逐个抓取包装纸箱13放至纸箱输送带1上，同时纸箱输送

带1上的读码器11读取包装纸箱13上的条码信息，以调取货物信息，便于货物出库管理；若

读码异常，则包装纸箱13从纸箱输送带1上流出以进行人工干预。

[0033] 步骤六、拆垛后的包装纸箱13随纸箱输送带1上行，然后到达装卸车机器人5的抓

取位置。

[0034] 步骤七、装卸车机器人5从纸箱输送带1上逐个抓取包装纸箱13进行装车，在此过

程中，桁架轨道3与多轴运动平台4能够实时调整装卸车机器人5的位置，以使装车作业能够

顺利进行。

[0035] 步骤八、装车完成后设备复位。

[0036] 当系统执行卸车作业时，如图4所示，步骤如下：

[0037] 步骤一、满载货车进站停靠至泊车位2当中，通过对射传感器8对车厢进行初定位。

[0038] 步骤二、桁架轨道3启动到达车尾端，并通过装卸车视觉装置9对车厢进行精定位。

[0039] 步骤三、多轴运动平台4调整位置匹配车厢。

[0040] 步骤四、装卸车机器人5开始卸车，将包装纸箱13从货车车厢逐个抓取至纸箱输送

带1上，包装纸箱13随纸箱输送带1下行至拆码垛机器人6所在位置。

[0041] 步骤五、纸箱输送带1上的读码器11依次读取包装纸箱13上的条码信息，以调取货

物信息，便于货物入库管理；若读码异常，则包装纸箱13从纸箱输送带1上流出以进行人工

干预。

[0042] 步骤六、包装纸箱13到达拆码垛机器人6的抓取位置，拆码垛机器人6逐个抓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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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输送带1上的包装纸箱13堆叠至栈板输送带7的栈板上；当包装纸箱13摆满栈板时，栈板

输送带7将包装纸箱13送出。

[0043] 步骤七、叉车将送出的堆叠包装纸箱13叉走，并运送至仓库指定地点。

[0044] 步骤八、卸车完成设备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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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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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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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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