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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

其料盘的取放均为自动化结构，使得料盘的转运

省事省力。其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端面

设置有两条平行布置的流水线，具体为第一流水

线、第二流水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下部设

置有第一挡料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空间区

域内设置有第一顶升流水线，所述第一顶升流水

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一流水线的正上方设

置有第一料盘缓存站，所述第二流水线末端的机

架上设置有上凸的第二挡料板，所述第二流水线

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二顶升流水线，所述

第二顶升流水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二流水

线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二料盘缓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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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端面设置有两

条平行布置的流水线，具体为第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下部设置有

第一挡料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一顶升流水线，所述第一顶升流

水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一流水线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一料盘缓存站，所述第二流水线末

端的机架上设置有上凸的第二挡料板，所述第二流水线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二顶升

流水线，所述第二顶升流水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二流水线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二料盘缓

存站，所述第一料盘缓存站、第二料盘缓存站均包括上部缓存组件、下部顶升组件，所述第

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均为水平横向布置，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均包括顶

升气缸、水平纵向输送带，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在顶升状态下的两段所述

水平纵向输送带在同一直线上布置，所述水平纵向输送带垂直于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流

水线的输送方向布置，所述第一流水线的工作状态下自前向末端行进，所述第二流水线的

工作状态下自末端向前方行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缓存组件包括外

轮廓框架，所述外轮廓框架内层叠料盘，所述外轮廓框架的其中一对边设置有水平向驱动

气缸，所述水平向驱动气缸连接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插杆，所述插杆朝向

料盘的对应端边布置，所述下部顶升组件包括顶升气缸、顶升板，所述顶升气缸驱动顶升板

带动料盘上升或下降。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当料盘上料工位需要补充

料盘时，第二料盘缓存站的所述水平向驱动气缸带动插杆内缩，顶升板下行一个料盘的高

度，之后水平向驱动气缸再次复位顶出，最底部的料盘脱离外轮廓框架，顶升气缸下行带动

最底部的料盘下行直至支承于所述第二流水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流

水线分别通过步进电机驱动两侧的同步带输送料盘。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流

水线的输送方向两侧设置有止挡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

二顶升流水线具体包括顶升气缸、两条水平纵向输送带，所述顶升气缸的上部活塞固接于

水平框架，所述水平框架上设置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导向轮，所述水平

纵向输送带的驱动导向轮安装于所述水平框架的对应位置，每条所述水平纵向输送带分别

闭合连接对应侧的所述导向轮、驱动导向轮，对应的第二驱动电机固装于所述水平框架的

电机安装位，所述第二驱动电机驱动传动轴。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轮廓框架的前后端

位置分别设置有止挡气缸，所述止挡气缸的下部活塞端下行阻挡住区域范围内的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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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料转运的技术领域，具体为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玻璃或金属制品工件在制作后需要通过料盘放置物料，现有的料盘在取放

物料时需要单个料盘放置在一侧，然后人工取放工件，料盘内的工件全部取完后，再人工将

料盘移走，再移入下一个装满工件的料盘，其使得料盘的转运费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料盘的取放均为自

动化结构，使得料盘的转运省事省力。

[0004] 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端面设置有

两条平行布置的流水线，具体为第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下部设置

有第一挡料板，所述第一流水线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一顶升流水线，所述第一顶升

流水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一流水线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一料盘缓存站，所述第二流水线

末端的机架上设置有上凸的第二挡料板，所述第二流水线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二顶

升流水线，所述第二顶升流水线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二流水线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二料盘

缓存站，所述第一料盘缓存站、第二料盘缓存站均包括上部缓存组件、下部顶升组件，所述

第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均为水平横向布置，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均包括

顶升气缸、水平纵向输送带，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在顶升状态下的两段所

述水平纵向输送带在同一直线上布置，所述水平纵向输送带垂直于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

流水线的输送方向布置，所述第一流水线的工作状态下自前向末端行进，所述第二流水线

的工作状态下自末端向前方行进。

[0005] 其进一步特征在于：

[0006] 所述上部缓存组件包括外轮廓框架，所述外轮廓框架内层叠料盘，所述外轮廓框

架的其中一对边设置有水平向驱动气缸，所述水平向驱动气缸连接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

两端分别设置有插杆，所述插杆朝向料盘的对应端边布置，所述下部顶升组件包括顶升气

缸、顶升板，所述顶升气缸驱动顶升板带动料盘上升或下降；

[0007] 当料盘上料工位需要补充料盘时，第二料盘缓存站的所述水平向驱动气缸带动插

杆内缩，顶升板下行一个料盘的高度，之后水平向驱动气缸再次复位顶出，最底部的料盘脱

离外轮廓框架，顶升气缸下行带动最底部的料盘下行直至支承于所述第二流水线；

[0008] 当料盘从前方工位来到第一料盘缓存站，且此时第二料盘缓存站内料盘满时，第

一料盘缓存站的顶升气缸动作将对应的料盘顶升后放置于上部缓存组件的外轮廓框架内，

当第二料盘缓存站的料盘全部下料完成后，第一料盘缓存站的料盘整体下放，沿着第一流

水线进入到第一顶升流水线，被第一挡料板挡住，之后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同

步上升，使得对应的料盘被整体输送到第二顶升流水线，然后顶升流水线下降，之后第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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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驱动料盘行进到第二料盘缓存站的正下方，之后第二料盘缓存站的顶升气缸驱动料盘

顶升，使得层叠的料盘再次被放置到第二料盘缓存站内，之后顺次循环工作；

[0009] 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分别通过步进电机驱动两侧的同步带输送料盘；

[0010] 所述第一流水线、第二流水线的输送方向两侧设置有止挡板，确保料盘的限位准

确可靠；

[0011] 所述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具体包括顶升气缸、两条水平纵向输送带，

所述顶升气缸的上部活塞固接于水平框架，所述水平框架上设置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的

两端分别设置有导向轮，所述水平纵向输送带的驱动导向轮安装于所述水平框架的对应位

置，每条所述水平纵向输送带分别闭合连接对应侧的所述导向轮、驱动导向轮，对应的第二

驱动电机固装于所述水平框架的电机安装位，所述第二驱动电机驱动传动轴，料盘到位后，

顶升气缸驱动水平框架上升，进而水平纵向输送带驱动料盘上升，顶升气缸驱动水平框架

达到高位后，第二驱动电机动作，带动料盘移动；

[0012] 所述外轮廓框架的前后端位置分别设置有止挡气缸，所述止挡气缸的下部活塞端

下行阻挡住区域范围内的料盘，确保位于对应外轮廓框架内的料盘不会沿着对应的流水线

前进或后退。

[0013] 采用本实用新型后，料盘经过第一流水线上的工位后进入到第一料盘缓存站、第

二料盘缓存站存储，正常状态下，第二料盘缓存站逐一下方料盘沿着第二流水线输送料盘，

当第二料盘缓存站内没有料盘时，第一料盘缓存站的料盘通过第一流水线输送到第一顶升

流水线上，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同步升起，将料盘整体转运到第二顶升流水线

上，之后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下降，第二流水线带动料盘整体行进到第二料盘

缓存站，第二料盘缓存站的下部顶升组件顶升将所有的料盘限位放置在上部缓存组件内，

之后进行的步进下料盘，第一流水线上的料盘再次通过第一料盘缓存站的下部顶升组件收

集到对应的上部缓存组件内，之后顺次循环工作；其料盘的取放均为自动化结构，使得料盘

的转运省事省力。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的右视图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序号所对应的名称如下：

[0017] 工作台1、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水线3、第一挡料板4、第一顶升流水线5、第一料盘

缓存站6、第二挡料板7、第二顶升流水线8、第二料盘缓存站9、顶升气缸10、水平纵向输送带

11、外轮廓框架12、料盘13、水平向驱动气缸14、保护盒15、插杆16、顶升板17、同步带18、止

挡板19、水平框架20、传动轴21、导向轮22、驱动导向轮23、第二驱动电机24、止挡气缸25、步

进电机26。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双工位料盘缓存移载机，见图1：其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的上端面设置有两条平

行布置的流水线，具体为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水线3，第一流水线2的末端下部设置有第一

挡料板4，第一流水线2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一顶升流水线5，第一顶升流水线5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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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一流水线2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一料盘缓存站6，第二流水线3末端的机架

上设置有上凸的第二挡料板7，第二流水线3的末端空间区域内设置有第二顶升流水线8，第

二顶升流水线8所在的面域的前方的第二流水线3的正上方设置有第二料盘缓存站9，第一

料盘缓存站6、第二料盘缓存站9均包括上部缓存组件、下部顶升组件，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

水线3均为水平横向布置，第一顶升流水线5、第二顶升流水线8均包括顶升气缸10、水平纵

向输送带11，第一顶升流水线5、第二顶升流水线8在顶升状态下的两段水平纵向输送带11

在同一直线上布置，水平纵向输送带11垂直于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水线3的输送方向布置，

第一流水线2的工作状态下自前向末端行进，第二流水线3的工作状态下自末端向前方行

进。

[0019] 上部缓存组件包括外轮廓框架12，外轮廓框架12内层叠料盘13，外轮廓框架12的

其中一对边设置有水平向驱动气缸14，水平向驱动气缸14连接连接杆(图中被保护盒15遮

挡)，连接杆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插杆16，插杆16朝向料盘13的对应端边布置，下部顶升组件

包括顶升气缸(位于顶升板的下方、属于现有成熟连接结构)、顶升板17，顶升气缸驱动顶升

板17带动料盘上升或下降；

[0020] 当料盘上料工位需要补充料盘时，第二料盘缓存站9的水平向驱动气缸14带动插

杆16内缩，顶升板17下行一个料盘13的高度，之后水平向驱动气缸14再次复位顶出，最底部

的料盘13脱离外轮廓框架12，顶升气缸下行带动最底部的料盘12下行直至支承于第二流水

线3；

[0021] 当料盘13从前方工位来到第一料盘缓存站6，且此时第二料盘缓存站9内料盘满

时，第一料盘缓存站6的顶升气缸动作将对应的料盘13顶升后放置于上部缓存组件的外轮

廓框架12内，当第二料盘缓存站9的料盘全部下料完成后，第一料盘缓存站6的料盘整体下

放，沿着第一流水线2进入到第一顶升流水线5，被第一挡料板4挡住，之后第一顶升流水线

5、第二顶升流水线8同步上升，使得对应的料盘被整体输送到第二顶升流水线8，然后顶升

流水线下降，之后第二流水线3驱动料盘行进到第二料盘缓存站9的正下方，之后第二料盘

缓存站9的顶升气缸驱动料盘顶升，使得层叠的料盘再次被放置到第二料盘缓存站9内，之

后顺次循环工作；

[0022] 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水线3分别通过步进电机26驱动两侧的同步带18输送料盘；

[0023] 第一流水线2、第二流水线3的输送方向两侧置有止挡板19，确保料盘的限位准确

可靠；

[0024] 第一顶升流水线5、第二顶升流水线8具体包括顶升气缸10、水平纵向输送带11，顶

升气缸18的上部活塞固接于水平框架20，水平框架20上设置有传动轴21，传动轴21的两端

分别设置有导向轮22，水平纵向输送带11的驱动导向轮23安装于水平框架20的对应位置，

每条水平纵向输送带11分别闭合连接对应侧的导向轮22、驱动导向轮23，对应的第二驱动

电机24固装于水平框架20的电机安装位，第二驱动电机24驱动传动轴21，料盘13到位后，顶

升气缸18驱动水平框架21上升，进而水平纵向输送带11驱动料盘上升，顶升气缸18驱动水

平框架21达到高位后，第二驱动电机24动作，带动料盘13移动；

[0025] 外轮廓框架12的前后端位置分别设置有止挡气缸25，止挡气缸25的下部活塞端下

行阻挡住区域范围内的料盘13，确保位于对应外轮廓框架12内的料盘不会沿着对应的流水

线前进或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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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其工作原理如下：料盘经过第一流水线上的工位后进入到第一料盘缓存站、第二

料盘缓存站存储，正常状态下，第二料盘缓存站逐一下方料盘沿着第二流水线输送料盘，当

第二料盘缓存站内没有料盘时，第一料盘缓存站的料盘通过第一流水线输送到第一顶升流

水线上，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同步升起，将料盘整体转运到第二顶升流水线

上，之后第一顶升流水线、第二顶升流水线下降，第二流水线带动料盘整体行进到第二料盘

缓存站，第二料盘缓存站的下部顶升组件顶升将所有的料盘限位放置在上部缓存组件内，

之后进行的步进下料盘，第一流水线上的料盘再次通过第一料盘缓存站的下部顶升组件收

集到对应的上部缓存组件内，之后顺次循环工作；其料盘的取放均为自动化结构，使得料盘

的转运省事省力。

[0027]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创造的

较佳实施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创造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创造申请

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仍归属于本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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