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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

管理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上下贯通的设

有贯通腔，所述贯通腔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板，

所述移动板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体，所述移动体

内开有开口向下的开口腔，所述开口腔内可转动

的设有定位板，通过两块所述定位板可夹持住

书,本发明可通过识别书封面上的条形码，能够

将书自动归还并放置在书架上的特定位置，对需

要归还进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自动归还，避免

了人为归还图书时，需要通过攀爬扶梯归还，方

便快捷且更加安全，减少人力消耗。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10155590 A

2019.08.23

CN
 1
10
15
55
90
 A



1.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包括箱体；

所述箱体内上下贯通的设有贯通腔，所述贯通腔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

上可滑动的设有移动体，所述移动体内开有开口向下的开口腔，所述开口腔内左右对称且

可转动的设有定位板，可将书从前向后放入两块所述定位板之间，进而通过两块所述定位

板对书进行夹持，使书能够保持竖直状态，所述开口腔上侧内壁内设有推动装置，所述推动

装置能推动夹持在两块所述定位板之间的书向下滑动；

所述开口腔左右两侧内壁内设有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能带动所述移动体在所述贯

通腔内左右滑动，所述推动装置与所述滑动装置之间啮合连接，所述推动装置可驱动所述

滑动装置，所述移动板前端固连有固定齿条，所述滑动装置与所述固定齿条啮合连接；

所述箱体内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与所述移动板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升降装置

能够带动所述移动板在所述开口腔内上下滑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腔

内左右两侧内壁内相连通且对称的设有扭簧腔，所述扭簧腔内可转动的设有定位轴，所述

定位轴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扭簧腔上下内壁之间固连有扭簧，所述扭簧能够带动所述定位

轴转动，所述定位轴圆周面上固连有定位板，所述定位板能对书在竖直面内进行定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装

置包括可滑动的设于所述推板腔内的推板，所述推板可推动夹持在两个所述之间的书向下

滑动，所述推板腔上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齿条腔，所述齿条腔内可滑动的设有滑动齿条，

所述滑动齿条前端啮合有推动齿轮，所述齿条腔右侧内壁内设有第二啮合腔，所述推动齿

轮右端固连有进给齿轮轴，所述进给齿轮轴右端延伸至所述第二啮合腔内且固连有第一锥

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后端啮合有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后端固连有锥齿轮轴，所述

第二啮合腔后侧内壁内设有第三啮合腔，所述锥齿轮轴后端延伸至所述第三啮合腔内且固

连有第三锥齿轮，所述第三啮合腔内可转动的设有第一电机轴，所述第三啮合腔左侧内壁

内固设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轴左端动力连接于所述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轴周面

上花键连接有轴套，所述轴套左端固连有第四锥齿轮，所述轴套右端固连有第五锥齿轮，所

述第五锥齿轮右端啮合连接于所述滑动装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啮

合腔后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弹簧腔，所述弹簧腔内可滑动的设有电磁铁，所述电磁铁左

端与所述弹簧腔左端内壁之间固连有弹簧，所述电磁铁右端固连有滑动板。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装

置包括对称的设于所述开口腔左右两端内壁内的转动腔，所述转动腔上下两侧内壁内对称

且相连通的设有齿轮腔，所述齿轮腔内可转动的设有滑动齿轮，所述滑动齿轮后端与所述

固定齿条啮合，上侧的两个所述齿轮腔下侧内壁之间相连通的设有同步腔，所述同步腔内

可转动的设有同步带轮，两个所述同步带轮之间通过同步带连接，右侧所述同步腔下侧内

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所述第一啮合腔，所述第一啮合腔内可转动的设有第六锥齿轮，所述转

动腔内可转动的设有齿轮轴，所述第六锥齿轮固连于所述齿轮轴圆周面上，所述滑动齿轮

与所述同步带轮固连于所述齿轮轴的圆周面上，所述滑动齿轮位于所述同步带轮上侧，所

述第六锥齿轮上端可与所述第五锥齿轮啮合。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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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左右对称的设于所述箱体内的链轮腔，所述链轮腔内可转动的设有链轮，所述链条

啮合连接于所述链轮圆周面上，所述链条固连于所述移动板上端，所述链轮下端固连有转

动轴，所述链轮下侧内壁内设有竖直腔，所述竖直腔内可转动的设有前带轮和后带轮，所述

位于所述前侧，所述后带轮上端固连有第二电机轴，所述竖直腔上侧内壁内固设有第二电

机，所述第二电机轴后端动力连接于所述第二电机，所述转动轴下端延伸至所述竖直腔内

且与所述前带轮固连，所述后带轮与所述前带轮之间连接有竖直皮带，所述后带轮圆周面

上连接有水平皮带，所述水平皮带位于所述竖直皮带下侧，所述竖直腔靠近对称中心一侧

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水平皮带腔，所述水平皮带连接于左右两侧的所述后带轮之间。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体

下端设有条码探头，所述条码探头能够检测书的条码号，所述条码探头与所述第一电机以

及所述第二电机电性连接，所述条码探头可分别控制所述第一电机与所述所述第二电机的

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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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书管理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图书馆管理人员归还图书时，由于有些书位于书架的高处，通常需要攀爬梯子才

能将书归还至特定位置，这样不仅不安全，而且还会阻碍他人在图书馆内的行走，因此设计

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实有必要，本发明可通过识别书封面上的条形码，能

够将书自动归还并放置在书架上的特定位置，对需要归还进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自动归

还，避免了人为归还图书时，需要通过攀爬扶梯归还，方便快捷且更加安全，减少人力消耗。

发明内容

[0003] 技术问题：

图书馆管理人员归还图书时，通常需要攀爬梯子才能将图书归还至书原来位置，完成

工作需要花费的时间较多，且不安全。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例设计了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本例的一种

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上下贯通的设有贯通腔，所述贯通

腔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体，所述移动体内开有开口向

下的开口腔，所述开口腔内可转动的设有定位板，通过两块所述定位板可夹持住书，所述开

口腔上侧内壁内设有推动装置，所述推动装置能推动书上下滑动，所述开口腔左右内壁内

设有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能带动所述移动体左右滑动，所述推动装置与所述滑动装置

之间啮合连接，所述移动板前端固连有固定齿条，所述推动装置与所述固定齿条啮合连接，

所述箱体内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与所述移动板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升降装置能够

带动所述移动板滑动。

[0005] 有益地，所述开口腔内左右两侧内壁内相连通且对称的设有扭簧腔，所述扭簧腔

内可转动的设有定位轴，所述定位轴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扭簧腔上下内壁之间固连有扭

簧，所述扭簧能够带动所述定位轴转动，所述定位轴圆周面上固连有定位板，所述定位板能

对书在竖直面内进行定位。

[0006] 可优选的，所述推动装置包括可滑动的设于所述推板腔内的推板，所述推板可推

动夹持在两个所述之间的书向下滑动，所述推板腔上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齿条腔，所述

齿条腔内可滑动的设有滑动齿条，所述滑动齿条前端啮合有推动齿轮，所述齿条腔右侧内

壁内设有第二啮合腔，所述推动齿轮右端固连有进给齿轮轴，所述进给齿轮轴右端延伸至

所述第二啮合腔内且固连有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后端啮合有第二锥齿轮，所述第

二锥齿轮后端固连有锥齿轮轴，所述第二啮合腔后侧内壁内设有第三啮合腔，所述锥齿轮

轴后端延伸至所述第三啮合腔内且固连有第三锥齿轮，所述第三啮合腔内可转动的设有第

一电机轴，所述第三啮合腔左侧内壁内固设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轴左端动力连接于

所述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轴周面上花键连接有轴套，所述轴套左端固连有第四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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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轴套右端固连有第五锥齿轮，所述第五锥齿轮右端啮合连接于所述滑动装置，启动所

述第一电机，进而驱动所述第一电机轴转动，进而带动所述轴套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四锥

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三锥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锥齿轮轴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二

锥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一锥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齿轮轴转动，进而带动所述推动

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滑动齿条滑动，进而带动所述推板滑动，进而推动夹持在两个所述

定位板之间的书滑动。

[0007] 有益地，所述第三啮合腔后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弹簧腔，所述弹簧腔内可滑动

的设有电磁铁，所述电磁铁左端与所述弹簧腔左端内壁之间固连有弹簧，所述电磁铁右端

固连有滑动板，所述电磁铁通电后，进而所述电磁铁滑动，进而压缩所述弹簧，进而带动所

述滑动板滑动，进而带动所述第四锥齿轮与所述第三锥齿轮的啮合。

[0008] 可优选的，所述滑动装置包括对称的设于所述开口腔左右两端内壁内的转动腔，

所述转动腔上下两侧内壁内对称且相连通的设有齿轮腔，所述齿轮腔内可转动的设有滑动

齿轮，所述滑动齿轮后端与所述固定齿条啮合，上侧的两个所述齿轮腔下侧内壁之间相连

通的设有同步腔，所述同步腔内可转动的设有同步带轮，两个所述同步带轮之间通过同步

带连接，右侧所述同步腔下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所述第一啮合腔，所述第一啮合腔内可

转动的设有第六锥齿轮，所述转动腔内可转动的设有齿轮轴，所述第六锥齿轮固连于所述

齿轮轴圆周面上，所述滑动齿轮与所述同步带轮固连于所述齿轮轴的圆周面上，所述滑动

齿轮位于所述同步带轮上侧，所述第六锥齿轮上端可与所述第五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一电

机轴的转动可带动所述轴套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五锥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六锥齿

轮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述齿轮轴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述滑动齿轮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

述同步带轮转动，同时通过所述同步带带动左侧同步带轮转动，进而带动左侧所述齿轮轴

转动，进而带动左侧所述滑动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移动体滑动。

[0009] 有益地，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左右对称的设于所述箱体内的链轮腔，所述链轮腔内

可转动的设有链轮，所述链条啮合连接于所述链轮圆周面上，所述链轮转动能带动所述链

条缓慢滑动，进而带动所述移动板缓慢滑动，所述链条固连于所述移动板上端，所述链轮下

端固连有转动轴，所述链轮下侧内壁内设有竖直腔，所述竖直腔内可转动的设有前带轮和

后带轮，所述位于所述前侧，所述后带轮上端固连有第二电机轴，所述竖直腔上侧内壁内固

设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轴后端动力连接于所述第二电机，所述转动轴下端延伸至所

述竖直腔内且与所述前带轮固连，所述后带轮与所述前带轮之间连接有竖直皮带，所述后

带轮圆周面上连接有水平皮带，所述水平皮带位于所述竖直皮带下侧，所述竖直腔靠近对

称中心一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水平皮带腔，所述水平皮带连接于左右两侧的所述后带轮

之间。

[0010] 有益地，所述移动体下端设有条码探头，所述条码探头能够检测书的条码号，所述

条码探头与所述第一电机以及所述第二电机电性连接，所述条码探头可分别控制所述第一

电机与所述所述第二电机的启停。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可通过识别书封面上的条形码，能够将书自动归还

并放置在书架上的特定位置，对需要归还进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自动归还，避免了人为

归还图书时，需要通过攀爬扶梯归还，方便快捷且更加安全，减少人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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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A-A”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的“B-B”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1的“C”的放大示意图；

图5为图4的“D-D”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1的“E-E”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2的“F-F”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图1的“G”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图1-图8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5]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主要应用于货物抓取，下面将

结合本发明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包括箱体10，所述箱体10内上下

贯通的设有贯通腔60，所述贯通腔60内可滑动的设有移动板25，所述移动板25上可滑动的

设有移动体61，所述移动体61内开有开口向下的开口腔34，所述开口腔34内左右对称且可

转动的设有定位板26，可将书从前向后放入两块所述定位板26之间，进而通过两块所述定

位板26对书进行夹持，使书能够保持竖直状态，所述开口腔34上侧内壁内设有推动装置

100，所述推动装置100能推动夹持在两块所述定位板26之间的书向下滑动，所述开口腔34

左右两侧内壁内设有滑动装置101，所述滑动装置101能带动所述移动体61在所述贯通腔60

内左右滑动，所述推动装置100与所述滑动装置101之间啮合连接，所述推动装置100可驱动

所述滑动装置101，所述移动板25前端固连有固定齿条24，所述滑动装置101与所述固定齿

条24啮合连接，所述箱体10内设有升降装置102，所述升降装置102与所述移动板25通过链

条56连接，所述升降装置102能够带动所述移动板25在所述开口腔34内上下滑动。

[0016] 有益地，所述开口腔34内左右两侧内壁内相连通且对称的设有扭簧腔58，所述扭

簧腔58内可转动的设有定位轴57，所述定位轴57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扭簧腔58上下内壁之

间固连有扭簧59，所述扭簧59能够带动所述定位轴57转动，所述定位轴57圆周面上固连有

定位板26，所述定位板26能对书在竖直面内进行定位。

[0017] 根据实施例，以下对所述推动装置100进行详细说明，所述推动装置100包括可滑

动的设于所述推板腔62内的推板33，所述推板33可推动夹持在两个所述26之间的书向下滑

动，所述推板腔62上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齿条腔22，所述齿条腔22内可滑动的设有滑动

齿条21，所述滑动齿条21前端啮合有推动齿轮35，所述齿条腔22右侧内壁内设有第二啮合

腔54，所述推动齿轮35右端固连有进给齿轮轴36，所述进给齿轮轴36右端延伸至所述第二

啮合腔54内且固连有第一锥齿轮37，所述第一锥齿轮37后端啮合有第二锥齿轮45，所述第

二锥齿轮45后端固连有锥齿轮轴38，所述第二啮合腔54后侧内壁内设有第三啮合腔52，所

述锥齿轮轴38后端延伸至所述第三啮合腔52内且固连有第三锥齿轮53，所述第三锥齿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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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端可啮合连接有第四锥齿轮39，所述第四锥齿轮39内花键连接有第一电机轴40，所述第

三啮合腔52左侧内壁内固设有第一电机46，所述第一电机轴40左端动力连接于所述第一电

机46，所述第一电机轴40圆周面上花键连接有第五锥齿轮41，所述第五锥齿轮41右端啮合

连接于所述滑动装置101，所述第五锥齿轮41与所述第四锥齿轮39之间固连有轴套44，所述

轴套44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一电机轴40，启动所述第一电机46，进而驱动所述第一电机轴40

转动，进而带动所述轴套44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四锥齿轮39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三锥齿

轮53转动，进而带动所述锥齿轮轴38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二锥齿轮45转动，进而带动所述

第一锥齿轮37转动，进而带动所述齿轮轴36转动，进而带动所述推动齿轮35转动，进而带动

所述滑动齿条21滑动，进而带动所述推板33滑动，进而推动夹持在两个所述定位板26之间

的书向下滑动。

[0018] 有益地，所述第三啮合腔52后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弹簧腔48，所述弹簧腔48内

可滑动的设有电磁铁49，所述电磁铁49左端与所述弹簧腔48左端内壁之间固连有弹簧47，

所述电磁铁49右端固连有滑动板50，所述电磁铁49通电后，进而所述电磁铁49滑动，进而压

缩所述弹簧47，进而带动所述滑动板50滑动，进而带动所述第四锥齿轮39与所述第三锥齿

轮53的啮合。

[0019] 根据实施例，以下对所述滑动装置101进行详细说明，所述滑动装置101包括对称

的设于所述开口腔34左右两端内壁内的转动腔66，所述转动腔66上下两侧内壁内对称且相

连通的设有齿轮腔17，所述齿轮腔17内可转动的设有滑动齿轮18，所述滑动齿轮18后端与

所述固定齿条24啮合，上侧的两个所述齿轮腔17下侧内壁之间相连通的设有同步腔23，所

述同步腔23内可转动的设有同步带轮19，两个所述同步带轮19之间通过同步带20连接，右

侧所述同步腔23下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所述第一啮合腔51，所述第一啮合腔51内可转动

的设有第六锥齿轮42，所述转动腔66内可转动的设有齿轮轴16，所述第六锥齿轮42固连于

所述齿轮轴16圆周面上，所述滑动齿轮18与同步带轮19固连于所述齿轮轴16的圆周面上，

所述滑动齿轮18位于所述同步带轮19上侧，所述第六锥齿轮42左端可与所述第五锥齿轮41

啮合，所述第一电机轴40的转动可带动所述轴套44转动，进而带动所述第五锥齿轮41转动，

进而带动所述第六锥齿轮42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述齿轮轴16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述滑

动齿轮18转动，进而带动右侧所述同步带轮19转动，同时通过所述同步带20带动左侧同步

带轮19转动，进而带动左侧所述齿轮轴16转动，进而带动左侧所述滑动齿轮18转动，进而带

动所述移动体61滑动。

[0020] 根据实施例，以下对所述升降装置102进行详细说明，所述升降装置102包括左右

对称的设于所述箱体10内的链轮腔14，所述链轮腔14内可转动的设有链轮15，所述链条56

啮合连接于所述链轮15圆周面上，所述链轮15转动能带动所述链条56缓慢滑动，进而带动

所述移动板25缓慢滑动，所述链条56固连于所述移动板25上端，所述链轮15下端固连有转

动轴13，所述链轮15下侧内壁内设有竖直腔11，所述竖直腔11内可转动的设有前带轮12和

后带轮30，所述12位于所述30前侧，所述后带轮30上端固连有第二电机轴29，所述竖直腔11

上侧内壁内固设有第二电机55，所述第二电机轴29后端动力连接于所述第二电机55，所述

转动轴13下端延伸至所述竖直腔11内且与所述前带轮12固连，所述后带轮30与所述前带轮

12之间连接有竖直皮带28，所述后带轮30圆周面上连接有水平皮带31，所述水平皮带31位

于所述竖直皮带28下侧，所述竖直腔11靠近对称中心一侧内壁内相连通的设有水平皮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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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所述水平皮带31连接于左右两侧的所述后带轮30之间。

[0021] 有益地，所述移动体61下端设有条码探头27，所述条码探头27能够检测书的条码

号，所述条码探头27与所述第一电机46以及所述第二电机55电性连接，所述条码探头27可

分别控制所述第一电机46与所述所述第二电机55的启停。

[0022] 以下结合图1至图8对本文中的一种用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设备的使用步骤

进行详细说明：

初始状态时，第五锥齿轮41与第六锥齿轮42啮合，第四锥齿轮39与第三锥齿轮53不啮

合，左右的定位板26相抵，推板33位于推板腔62内的上极限位置。

[0023] 使用时，将带条码的书通过条码探头27进行扫码后放入开口腔34内，通过定位板

26进行竖直定位，在扭簧59的弹力作用下可夹紧书，通过条码探头27控制第一电机46与第

二电机55的启动，进而能够将书送到特定的书架内。

[0024] 通过所述条码探头27启动所述第二电机55，进而驱动第二电机轴29转动，进而带

动左侧的后带轮30转动，进而通过左侧的竖直皮带28带动左侧的前带轮12转动，同时后带

轮30通过所述31带动右侧的前带轮12转动，两侧的前带轮12同步转动，进而前带轮12通过

进而带动转动轴13转动，进而带动链轮15转动，进而卷绕链条56并带动所述移动板25滑动。

[0025] 当书与特定的书架处于同一平面内时，通过所述条码探头27停止所述第二电机

55，同时启动所述第一电机46，进而驱动第一电机轴40转动，进而带动轴套44转动，进而带

动第五锥齿轮41与第四锥齿轮39转动，此时第五锥齿轮41与第六锥齿轮42啮合，第四锥齿

轮39与第三锥齿轮53不啮合，进而第五直齿轮41带动第六锥齿轮42转动，进而带动右侧的

齿轮轴16转动，进而带动右侧的同步带轮19转动，进而通过同步带20带动左侧的同步带轮

19同步转动，进而带动左侧的齿轮轴16与右侧的齿轮轴16同步转动，通过两侧的齿轮轴16

带动四个滑动齿轮18同步转动，进而带动固定齿条24滑动，进而带动移动体61滑动。

[0026] 当书正对于特定书架时，对电磁铁49通电使电磁铁49在弹簧腔48内滑动，进而使

弹簧47压缩，同时带动滑动板50滑动，进而带动第四锥齿轮39与第三锥齿轮53啮合，同时带

动第五锥齿轮41与第六锥齿轮42脱离啮合，此时第四锥齿轮39转动并带动第三锥齿轮53转

动，进而带动锥齿轮轴38转动，进而带动第二锥齿轮45转动，进而带动第一锥齿轮37转动，

进而带动进给齿轮轴36转动，进而带动推动齿轮35转动，进而带动滑动齿条21滑动，进而带

动推板33滑动，进而将书推入特定的书架内，第一电机46反转，带动推板33回到初始位置，

此时对电磁铁49断电，使第四锥齿轮39与第三锥齿轮53脱离啮合，使第五锥齿轮41与第六

锥齿轮42重新啮合，反转第一电机46与第二电机55使移动体61复位。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可通过识别书封面上的条形码，能够将书自动归还

并放置在书架上的特定位置，对需要归还进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自动归还，避免了人为

归还图书时，需要通过攀爬扶梯归还，方便快捷且更加安全，减少人力消耗。

[0028] 通过以上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的范围内根据工作模式做出各种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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