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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装配生产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马赛克装配生产线，

包括机架，所述机架设置有进料端及出料端，所

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将马赛克托盘沿进料端至

出料端方向输送的传输机构；所述机架的进料端

一侧设置有托盘上料站，所述机架上沿其进料端

至出料端方向依次设置有至少两个马赛克装配

站、视觉检测站及镭射雕刻站，所述机架的出料

端一侧设置有筛选部，所述筛选部旁侧设置有回

收站及入库站；通过马赛克装配生产线的设置，

简单高效地实现马赛克的自动化装配方式，有效

地节约马赛克装配成本，提高马赛克装配效率，

满足高品质马赛克的生产装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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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所述机架设置有进料端及出料端，所述

机架上设置有用于将马赛克托盘沿进料端至出料端方向输送的传输机构；所述机架的进料

端一侧设置有托盘上料站，所述机架上沿其进料端至出料端方向依次设置有至少两个马赛

克装配站、视觉检测站及镭射雕刻站，所述机架的出料端一侧设置有筛选部，所述筛选部旁

侧设置有回收站及入库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机构包括设置于所述

机架上的多组皮带传送机构，各组皮带传送机构沿所述机架的进料端侧至出料端侧进行布

置；所述皮带传送机构包括靠近所述进料端侧的第一皮带轮及靠近所述出料端侧的第二皮

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连接有传送驱动电机，所述第一皮带轮与第二皮带轮绕设设置有传

动皮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盘上料站包括用于摆放

马赛克托盘的托盘工位，所述托盘工位连接有托盘升降台，所述托盘上料站与所述机架的

进料端之间设置有上料机器人，所述上料机器人的活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所述马赛克托盘

的托盘吸盘部，所述上料机器人设置有用于将所述托盘吸盘部进行工位切换的托盘工位切

换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马赛克装配站包括装配机

器人、马赛克出料部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一挡停部，所述装配机器人的活

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马赛克片块的片块吸盘部，所述装配机器人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片块吸

盘部进行工位切换的片块工位切换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马赛克出料部包括竖向倾

斜设置的出料槽，所述出料槽的出料端设置有出料开口，所述出料槽旁侧设置有第一出料

气缸，所述第一出料气缸的驱动端连接有第一推压块，所述第一出料气缸联动所述第一推

压块对位于所述出料开口的马赛克片块作往复的第一推出运动；所述出料开口下侧设置有

承托槽，所述承托槽旁侧设置有第二出料气缸，所述第二出料气缸的驱动端连接有第二推

压块，所述第二出料气缸联动所述第二推压块对落入所述承托槽的马赛克片块作往复的第

二推出运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视觉检测站包括拍摄部及

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二挡停部，所述拍摄部连接有检测判定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镭射雕刻站包括激光雕刻

机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三挡停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部包括筛选机器人，

所述回收站包括回收输送带机设置于所述回收输送带输出端的收集部，所述入库站设置有

多个入库位；所述筛选机器人的活动端设置有机械抓手，所述筛选机器人设置有用于将所

述机械抓手进行工位切换的筛选工位切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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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装配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马赛克装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马赛克装配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对于多色彩的马赛克颗粒组成几何图案的情形，现有的马赛克装配

机无法进行自动装配。而且现有的自动装配设备都是采用单条生产线对马赛克颗粒进行装

配的，使得多工序不能同时进行，导致完成一幅马赛克作品的有序装配工序步骤复杂和耗

时长，从而影响马赛克片块装配的效率和后续工序的制作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马赛克装配生产线。

[0004] 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包括机架，所述机架设置有进料端及出料端，所述机架上设置

有用于将马赛克托盘沿进料端至出料端方向输送的传输机构；所述机架的进料端一侧设置

有托盘上料站，所述机架上沿其进料端至出料端方向依次设置有至少两个马赛克装配站、

视觉检测站及镭射雕刻站，所述机架的出料端一侧设置有筛选部，所述筛选部旁侧设置有

回收站及入库站。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传输机构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多组皮带传送机构，各组皮带

传送机构沿所述机架的进料端侧至出料端侧进行布置；所述皮带传送机构包括靠近所述进

料端侧的第一皮带轮及靠近所述出料端侧的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连接有传送驱动

电机，所述第一皮带轮与第二皮带轮绕设设置有传动皮带。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托盘上料站包括用于摆放马赛克托盘的托盘工位，所述托盘工位

连接有托盘升降台，所述托盘上料站与所述机架的进料端之间设置有上料机器人，所述上

料机器人的活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所述马赛克托盘的托盘吸盘部，所述上料机器人设置有

用于将所述托盘吸盘部进行工位切换的托盘工位切换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马赛克装配站包括装配机器人、马赛克出料部及用于挡停所述马

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一挡停部，所述装配机器人的活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马赛克片块的片块

吸盘部，所述装配机器人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片块吸盘部进行工位切换的片块工位切换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马赛克出料部包括竖向倾斜设置的出料槽，所述出料槽的出料端

设置有出料开口，所述出料槽旁侧设置有第一出料气缸，所述第一出料气缸的驱动端连接

有第一推压块，所述第一出料气缸联动所述第一推压块对位于所述出料开口的马赛克片块

作往复的第一推出运动；所述出料开口下侧设置有承托槽，所述承托槽旁侧设置有第二出

料气缸，所述第二出料气缸的驱动端连接有第二推压块，所述第二出料气缸联动所述第二

推压块对落入所述承托槽的马赛克片块作往复的第二推出运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视觉检测站包括拍摄部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二挡

停部，所述拍摄部连接有检测判定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镭射雕刻站包括激光雕刻机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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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挡停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筛选部包括筛选机器人，所述回收站包括回收输送带机设置于所

述回收输送带输出端的收集部，所述入库站设置有多个入库位；所述筛选机器人的活动端

设置有机械抓手，所述筛选机器人设置有用于将所述机械抓手进行工位切换的筛选工位切

换部。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通过马赛克装配生产线的设置，简单高效地实现马赛克的自动化装配方式，有效

地节约马赛克装配成本，提高马赛克装配效率，满足高品质马赛克的生产装配需要。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的组合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的A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马赛克出料部的组合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0018] 机架1、进料端11、出料端12、传输机构2、托盘上料站3、托盘工位31、托盘升降台

32、上料机器人33、托盘吸盘部34、马赛克装配站4、装配机器人41、马赛克出料部42、出料槽

421、出料开口422、第一出料气缸423、第一推压块424、承托槽425、第二出料气缸426、第二

推压块427、第一挡停部43、拍摄部51、第二挡停部52、镭射雕刻机61、第三挡停部62、筛选部

7、回收站8、入库站9。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目的及其优点更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0020] 如图1至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马赛克装配生产线，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设置有进

料端11及出料端12，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用于将马赛克托盘沿进料端11至出料端12方向输

送的传输机构2；具体而言，所述传输机构2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1上的多组皮带传送机构，

各组皮带传送机构沿所述机架1的进料端11侧至出料端12侧进行布置；所述皮带传送机构

包括靠近所述进料端11侧的第一皮带轮及靠近所述出料端12侧的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一皮

带轮连接有传送驱动电机，所述第一皮带轮与第二皮带轮绕设设置有传动皮带。

[0021] 所述机架1的进料端11一侧设置有托盘上料站3，所述托盘上料站3包括用于摆放

马赛克托盘的托盘工位31，所述托盘工位31连接有托盘升降台32，所述托盘上料站3与所述

机架1的进料端11之间设置有上料机器人33，所述上料机器人33的活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

所述马赛克托盘的托盘吸盘部34，所述上料机器人33设置有用于将所述托盘吸盘部34进行

工位切换的托盘工位31切换部；所述托盘升降台32将各所述马赛克托盘上升至特定的高度

位置，以便于上料机器人33抓取；而通过预设程序的控制，使该上料机器人33逐一将各马赛

克托盘抓取摆放至所述机架1的进料端11位置，有个皮带传送机构进行导向输送。

[0022] 所述机架1上沿其进料端11至出料端12方向依次设置有三个马赛克装配站4；所述

马赛克装配站4包括装配机器人41、马赛克出料部42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

一挡停部43，所述装配机器人41的活动端设置有用于吸附马赛克片块的片块吸盘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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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机器人41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片块吸盘部进行工位切换的片块工位切换部。

[0023] 各马赛克出料部42分别用于将不同的单色的马赛克片块导出；本实施例中，所述

马赛克出料部42包括竖向倾斜设置的用于摆放各马赛克片块的出料槽421，所述出料槽421

的出料端12设置有出料开口422，所述出料槽421旁侧设置有第一出料气缸423，所述第一出

料气缸423的驱动端连接有第一推压块424，所述第一出料气缸423联动所述第一推压块424

对位于所述出料开口422的马赛克片块作往复的第一推出运动，以逐一将马赛克片块推出；

所述出料开口422下侧设置有用于承托推出的马赛克片块的承托槽425，所述承托槽425旁

侧设置有第二出料气缸426，所述第二出料气缸426的驱动端连接有第二推压块427，所述第

二出料气缸426联动所述第二推压块427对落入所述承托槽425的马赛克片块作往复的第二

推出运动，以将该马赛克片块推至待抓取位置。

[0024] 通过第一挡停部43的挡停，令一马赛克托盘停放，再通过片块工位切换部的设置，

配合预设的程序控制，令所述装配机器人41对待抓取位置上的马赛克片块进行抓取后装配

至该马赛克托盘上；装配完成后，所述第一挡停部43撤回，该装配后的马赛克托盘继续输

送；而通过三组马赛克装配站4的应用，即可满足三色排布的马赛克产品的加工。

[0025] 各所述马赛克装配站4的最终输出位置一侧设置有视觉检测站；所述视觉检测站

包括拍摄部51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二挡停部52，所述拍摄部51连接有检测

判定部；则经第二挡停部52对装配后的马赛克产品挡停，由拍摄部51拍摄，通过预设检测程

序的检测判定部判断给马赛克产品的外观组合是否合乎产品要求；判定后，所述第二挡停

部52撤回，该检测后的马赛克产品继续输送。

[0026] 所述视觉检测站的输出端设置有镭射雕刻站，所述镭射雕刻站包括镭射雕刻机61

及用于挡停所述马赛克托盘输送的第三挡停部62；若检测合格，则经第三挡停部62对检测

后的马赛克产品进行挡停，由镭射雕刻机61进行激光雕刻工序，给产品打码打标，而后所述

第三挡停部62撤回，打标后的马赛克产品继续输送；若检测不合格，则第三挡停部62直接将

产品放行至下一工序。

[0027] 所述镭射雕刻站的输出端靠近所述机架1的出料端12一侧设置有筛选部7，所述筛

选部7包括筛选机器人，所述筛选机器人的活动端设置有机械抓手，所述筛选机器人设置有

用于将所述机械抓手进行工位切换的筛选工位切换部。所述筛选部7旁侧设置有回收站8及

入库站9；所述回收站8包括回收输送带机设置于所述回收输送带输出端的收集部，所述入

库站9设置有多个入库位。，通过预设程序设置，在筛选工位切换部驱动下，所述筛选机器人

联动机械抓手将合格产品输送至入库站9，将不合格产品输送至回收站8。

[0028] 具体而言，该马赛克装配生产线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9] 通过应用有传动皮带形式的各皮带传送机构设置，以对由托盘上料站3取出的各

个马赛克托盘进行逐一输送；上述各马赛克装配站4分别用于对某一单色的马赛克片块进

行装配，则各马赛克托盘输送以分别经过各马赛克装配站4，即可完成各色的马赛克片块装

配。

[0030] 使完成装配的马赛克托盘输送至视觉检测站位置，通过拍摄部51进行拍摄，通过

检测判定部对拍摄所得图像进行检测，以判定各马赛克托盘中的组合是否合乎视觉要求，

若合乎要求，则令该合乎要求的产品输送至镭射雕刻站位置进行镭射雕刻，而后再输送至

筛选部7由筛选机器人将其抓取至入库位入库存放，而后按需再安排出库包装，完成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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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程。

[0031] 若不合乎要求，则产品判断不合格，该不合格产品过镭射雕刻站而直接输送至筛

选部7，筛选不中的筛选机器人将其抓取至回收站8进行回收，再统一安排处理。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原理前提下，依然可以对所述实施例进行修改，而相应修改方案也应

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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