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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物料输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

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主要包括：物料自

由输送模块平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及控制系

统组成；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包括感光平

台模块、输送滚轮装置以及控制系统；感光平台

模块包括平台结构和光线感应装置，平台结构是

构成整个输送平台的单元部件，光线感应装置用

于对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遮光进行感知，并

将感知结果传送至控制系统；输送滚轮装置嵌入

设置在感光平台模块中；控制系统主要实现对输

送滚轮滚动和转向的控制，另外可通过光线感应

信号实现对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的定位，以

及对各个平台模块的综合监控。通过上述技术方

案，能够解决普通传送带只能定向输送的问题，

实现物料的自由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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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

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及控制系统组成；

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解决任何角度方向上的物资输送和分拣，负责所述开放式

系列周转托盘的输送，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用气动式曳引驱动，双层辊柱线构成

缓存仓，并具有缓存舱内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自动排序功能；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采取

限速器、安全钳等安全装置，确保系统安全可靠；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取的节能措

施有平衡配重、制动能量回收、控制与变频一体等多项技术，实现节能目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放式

系列周转托盘是输送各种物品的公共载具，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为PVC塑料材料，所述

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具有唯一身份标识的RFID和条码双标签，通过信息识别和跟踪，实现

任意空间间自动交互传输、在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上自动接驳、全程信息跟踪监控

的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

统是整个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神经中枢，负责信息跟踪和调度监控，

所述控制系统主要包括，  IS信息管理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和中间层管控系统

（Control  System）；

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包含物流信息、产品信息、费用信息，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负责信

息的收集、存储、传递、统计分析、查询、报表输出及流业务逻辑的处理；所述中间层管控系

统（Control  System）负责协调、调度、监控底层的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和所述开放

式系列周转托盘，使底层物流设备可以执行物流业务流程，所述中间层管控系统（Control 

System）是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指挥调度中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自由输

送模块平台包括在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输送过程中设置的感光平台模块（2）和在

感光平台模块（2）中嵌入设置的输送滚轮装置（3），以及对所述感光平台模块（2）和输送滚

轮装置（3）进行控制的控制系统（4）；

其中，所述感光平台模块（2）包括平台结构（21）和光线感应装置（22），所述平台结构

（21）作为单元部件用于构成整个输送平台，所述光线感应装置（22）用于对物料开放式系列

周转托盘（1）遮光进行感知，并将感知结果传送至控制系统（4）；

所述输送滚轮装置（3）包括滚轮（31）、滚动驱动（32）和转向驱动（33），所述滚轮（31）直

接和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接触，所述滚动驱动（32）由控制系统（4）控制，使滚轮

（31）滚动实现物料输送，所述转向驱动（33）由控制系统（4）控制，使滚轮（31）调整方向实现

输送方向控制；

所述控制系统（4）根据光线感应装置（22）反馈的遮光感知结果和物料输送需求对所述

滚动驱动（32）和转向驱动（33）进行控制，使滚轮（31）按照需求进行滚动和转向，从而实现

物料的自由输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包

括微处理器模块、射频RFID模块、无线通信模块为GSM模块或GPRS模块、振动传感器、载荷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定位模块、电源模块、存储模块、液晶显示模块、报警模块，

所述射频RFID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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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所述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

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定位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电源模

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所述微处理器模块连接着存储模块；

所述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液晶显示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

输出端连接着无线通信模块为GSM模块或GPRS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

连接着所述报警模块的输入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布局设计

系统（5），用于对模块式平台进行布局方案设计，根据设计拆装感光平台模块（2）组成新的

模块式平台，使其与布局设计系统（5）中的布局方案相匹配，从而实现新平台的搭建和运

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

（4）可通过光线感应装置（22）反馈的感知结果对物料所在的感光平台模块（2）单独进行控

制，即仅运行物料所在的部分感光平台模块（2），避免其他模块空载运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运行监控

系统（6），通过光线感应装置（22）反馈的感知结果实现对物料的定位，并记录和保存物料的

运行轨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控制系统（4）可对出现故障的感光平台模块（2）进行故障警告，并自动选择能绕

开故障模块的物料输送路径，继续对物料进行输送。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底部设有不规则形状沟槽，所述滚轮（31）表面设有

不规则形状凹凸造型，通过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底部沟槽与所述滚轮（31）表

面凹凸造型接触，增加输送时的摩擦力，使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允许倾斜设计，且

具备爬坡输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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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料输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物料输送设备是一种摩擦驱动以连续方式运输物料的机械。可以将物料在一定的

输送线上，从最初的供料点到最终的卸料点间形成一种物料的输送流程。除进行纯粹的物

料输送外，还可以与各工业企业生产流程中的工艺过程要求相配合，形成有节奏的流水作

业生产线，所以广泛应用于现代化的各种工业企业中。物料输送设备的稳定性和效率直接

关系到整个运行系统的速度和效率。

[0003] 然而，目前的物料输送设备主要是以传送皮带或类似的原理和方式进行输送，其

最大的特点是从供料点到卸料点定向输送，路径固定；当输送设备某个部件故障时，整个设

备乃至整条生产流程都将停止运行；对设备故障进行排查和维修难度大，周期长；运行的能

耗经济性不高。

[0004]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本发明人基于从事此类产品工程应用多年丰富的实务经验

及专业知识，并配合学理的运用，积极加以研究创新，以期创设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

化系统，使其更具有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能够对

物料进行任意方向自由输送；采用模块式平台便于维修和布局调整；平台控制系统具备监

控和单个模块独立控制功能等，从而提高物料输送的速度和效率。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物料自

由输送模块平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及控制系统组成；

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解决任何角度方向上的物资输送和分拣，负责所述开放式

系列周转托盘的输送，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用气动式曳引驱动，双层棍柱线构成

缓存仓，并具有缓存舱内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自动排序功能；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采取

限速器、安全钳等安全装置，确保系统安全可靠；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取的节能措

施有平衡配重、制动能量回收、控制与变频一体等多项技术，实现节能目标。

[0007] 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是输送各种物品的公共载具，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

为PVC塑料材料，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具有唯一身份标识的RFID和条码双标签，通过信

息识别和跟踪，实现任意空间自动交互传输、在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上自动接驳、全

程信息跟踪监控的功能。

[0008] 所述控制系统是整个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神经中枢，负责信息跟踪和

调度监控，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  IS信息管理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和中间层管控系统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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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包含物流信息、产品信息、费用信息，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负责信

息的收集、存储、传递、统计分析、查询、报表输出及流水业务逻辑的处理；所述中间层管控

系统（Control  System）负责协调、调度、监控底层的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和所述开

放式系列周转托盘，使底层物流设备可以执行物流业务流程，所述中间层管控系统

（Control  System）是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指挥调度中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包括感光平台模块和在感光平台模块中嵌

入设置的输送滚轮装置，以及与所述感光平台模块和输送滚轮装置配套的控制系统、布局

设计系统和运行监控系统；

其中，所述感光平台模块包括平台结构、光线感应装置和光线感应保护层，所述平台结

构作为单元部件用于构成整个输送平台，所述光线感应装置用于对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

盘遮光进行感知，并将感知结果传送至控制系统；

所述输送滚轮装置包括滚轮、滚动驱动和转向驱动，所述滚轮直接和物料开放式系列

周转托盘接触，所述滚动驱动由控制系统控制，使滚轮滚动实现物料输送，所述转向驱动由

控制系统控制，使滚轮调整方向实现输送方向控制；

所述控制系统根据光线感应装置反馈的遮光感知结果和物料输送需求对所述滚动驱

动和转向驱动进行控制，使滚轮按照需求进行滚动和转向，从而实现物料的自由输送。

[0010] 进一步地，包括布局设计系统，用于对模块式平台进行布局方案设计，根据设计拆

装感光平台模块组成新的模块式平台，使其与布局设计系统中的布局方案相匹配，从而实

现新平台的搭建和运行。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系统可通过光线感应装置反馈的感知结果对物料所在的感光

平台模块单独进行控制，即仅运行物料所在的部分感光平台模块，避免其他模块空载运行。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微处理器模块、射频RFID模块、无线通信模块为GSM

模块或GPRS模块、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定位模块、电源模块、

存储模块、液晶显示模块、报警模块，所述射频RFID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振动传感器、载荷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入端；所述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

度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定位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

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

微处理器模块连接着存储模块；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液晶显示模块的输入

端；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无线通信模块为GSM模块或GPRS模块的输入端；所述

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报警模块的输入端。

[0013] 进一步地，包括运行监控系统，通过光线感应装置反馈的感知结果实现对物料的

定位，并记录和保存物料的运行轨迹。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系统可对出现故障的感光平台模块进行故障警告，并自动选

择能绕开故障模块的物料输送路径，继续对物料进行输送。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底部设有不规则形状沟槽，所述滚轮表

面设有不规则形状凹凸造型，通过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底部沟槽与所述滚轮表面

凹凸造型接触，增加输送时的摩擦力，使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允许倾斜设计，且具

备爬坡输送的功能。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滚轮装置设有压力感应器，当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输送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09436721 A

5



到对应输送滚轮装置上时，压力感应器将感知结果反馈至运行监控系统，从而与光线感应

装置反馈的感知结果共同实现对物料的定位，提高对物料运行轨迹监控的稳定性和精确

度。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滚轮装置设有升降控制器，当控制系统需要控制转向驱动改

变滚轮输送方向时，升降控制器提前将滚轮下降至平台以下的转向位置，待转向完成后由

升降控制器将滚轮上升至平台表面的输送位置，从而避免滚轮转向时与物料开放式系列周

转托盘底部的摩擦，提高滚轮的使用寿命。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实施例中的上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

化系统在工作过程中，通过控制系统控制滚动驱动和转向驱动，滚轮能够灵活滚动和转向，

实现物料的自由输送；通过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底部的沟槽设计和滚轮表面凹凸造型

设计，增加输送时的摩擦力，使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允许倾斜设计，且具备爬坡输

送的功能；通过光线感应装置和压力感应器的设置，实现对物料的定位和运行轨迹监控；通

过控制系统对每个模块单独控制，避免空载运行，对故障模块报警并选取路径绕开故障模

块持续运行；通过布局设计系统实现新平台的搭建和运行等，使所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

动化系统拥有多项功能，提高了物料输送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便于管理和维护。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部件连接示意图。

[0021] 图2为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单元模块示意图。

[0022] 图3为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示意图。

[0023] 图4为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系统功能与部件连接示意图。

[0024] 图5为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整体效果图。

[0025] 图6为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控制系统框图。

[0026] 附图中标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感光平台模块2、平台结构21、光线感应

装置22、光线感应保护层23、输送滚轮装置3、滚轮31、滚动驱动32、转向驱动33、压力感应器

34、升降控制器35、控制系统4、布局设计系统5、运行监控系统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

暗示相对重要性。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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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此外，在本

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29] 流程图中或在此以其他方式描述的任何过程或方法描述可以被理解为，表示包括

一个或更多用于实现特定逻辑功能或过程的步骤的可执行指令的代码的模块、片段或部

分，并且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的范围包括另外的实现，其中可以不按所示出或讨论的顺

序，包括根据所涉及的功能按基本同时的方式或按相反的顺序，来执行功能，这应被本发明

的实施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0030]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撰写。

[0031] 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如图1所示，一种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

统，主要包括：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及控制系统组成；

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解决任何角度方向上的物资输送和分拣，负责所述开放式

系列周转托盘的输送，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用气动式曳引驱动，双层辊柱线构成

缓存仓，并具有缓存舱内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自动排序功能；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采取

限速器、安全钳等安全装置，确保系统安全可靠；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采取的节能措

施有平衡配重、制动能量回收、控制与变频一体等多项技术，实现节能目标；

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是输送各种物品的公共载具，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为

PVC塑料材料，所述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具有唯一身份标识的RFID和条码双标签，通过信息

识别和跟踪，实现任意空间间自动交互传输、在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上自动接驳、全

程信息跟踪监控的功能；

所述控制系统是整个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神经中枢，负责信息跟踪和调度

监控，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  IS信息管理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和中间层管控系统

（Control  System）；

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包含物流信息、产品信息、费用信息，所述IS信息管理系统负责信

息的收集、存储、传递、统计分析、查询、报表输出及流业务逻辑的处理；所述中间层管控系

统（Control  System）负责协调、调度、监控底层的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和所述开放

式系列周转托盘，使底层物流设备可以执行物流业务流程，所述中间层管控系统（Control 

System）是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的指挥调度中心。

[0032]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所述物料自由输送模块平台包括用于承载物料开放式系

列周转托盘1的感光平台模块2和用于输送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的输送滚轮装置3，以

及用于控制整个平台运行的控制系统4；其中，感光平台模块2包括平台结构21和光线感应

装置22，平台结构21作为单元部件用于构成整个输送平台，光线感应装置22用于对物料开

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遮光进行感知，并将感知结果传送至控制系统4；输送滚轮装置3嵌入设

置在感光平台模块2中，包括滚轮31、滚动驱动32和转向驱动33，滚轮31直接和物料开放式

系列周转托盘1接触，滚动驱动32由控制系统4控制，使滚轮31滚动实现物料输送，转向驱动

33由控制系统4控制，使滚轮31调整方向实现对输送方向的控制；控制系统4根据光线感应

装置22反馈的遮光感知结果和物料输送需求对滚动驱动32和转向驱动33进行控制，使滚轮

31按照需求进行滚动和转向，从而实现物料的自由输送。

[0033] 本发明中的上述实施例中，首先确定需要输送的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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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上的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并将相关信息输入控制系统4，

控制系统4生成可用的最短输送路线，并在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到达起始位置时开始

运行。

[0034] 如图5所示，所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由多个感光平台模块2组成，并通

过平台结构21相互连接形成整体，感光平台模块2中设有光线感应装置22，当物料开放式系

列周转托盘1到达相应感光平台模块2时，光线感应装置22进行遮光感知，并将感知结果传

送至控制系统4；输送滚轮装置3作为重要的传输功能部件，嵌入设置在感光平台模块2中，

通过滚轮31与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接触满足输送条件；输送滚轮装置3中的滚动驱动

32和转向驱动33由控制系统4控制，带动滚轮31进行滚动和转向；在运行过程中，控制系统4

根据生成的输送路线以及光线感应装置22传送的遮光感知结果，控制相应的滚动驱动32和

转向驱动33运行，从而实现滚轮31带动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进行输送。

[0035]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4所示，在所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中设置

有布局设计系统5，可根据需要在系统中设计新的平台布局方案，根据新的方案拆装感光平

台模块2组成新的平台，使其与方案一致，并通过系统将新平台与相应方案同步，实现新平

台的搭建和运行。

[0036]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控制系统4可通过光线感应装置22反馈的感知结果

对物料所在的感光平台模块2单独进行控制，即仅运行物料所在的，有遮光感知信号反馈的

部分感光平台模块2，避免其他模块空载运行。

[0037]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微处理器模块、射频RFID模块、无线通

信模块为GSM模块或GPRS模块、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定位模

块、电源模块、存储模块、液晶显示模块、报警模块，所述射频RFID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振动

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入端；所述振动传感器、载荷传感器、温

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定位模块的输出

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

输入端；所述微处理器模块连接着存储模块；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液晶显示

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无线通信模块为GSM模块或GPRS模块的

输入端；所述微处理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所述报警模块的输入端。

[0038] 所述控制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报警模块的输入端，报警模块用于当检测到强烈的 

振动信号时进行报警提醒，提醒车辆减速慢行，报警模块采用警铃，报警模块与控制模块相

连接。

[0039] 结合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微处理器模块采用AT89C51单片机。所述AT89C51单

片机从它内部的硬件到软件都有一套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片内RAM区 间还特别开辟了一

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十六个字节，单元地址20H～2FH，它既可作字节 处理，也可作位处

理。51单片机的I/O脚的设置和使用非常简单，当该脚作输入脚使用时，只  须将该脚设置为

高电平(复位时，各I/O口均置高电)。当该脚作输出脚使用时，则为高电平 或低电平均可。

[0040] 结合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射频RFID模块为OEM100读卡芯片。所述OEM100是一

种非接触式智能卡模块，具有读/写功能，韦根/串行接口，专门用于嵌  入第三方制造商生

产的产品中，是13.56MHz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写卡器。

[0041] 结合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定位模块采用NEO-6M定位芯片。GPS模块就是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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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RF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核心CPU，并加上相关外围电路而组成的一  个集成电路。目前

GPS模块的GPS芯片大部分还是采用全球市占率第一的SiRFIII系列为主。 由于GPS模块采

用的芯片组不一样，性能和价格也有区别，采用SIRF三代芯片组的GPS模块  性能最优，价格

也要比采用MTK或者MSTAR等GPS芯片组的贵很多。现阶段也持续在芯片升级，比方sirf4，然

后又是sirf5，总体灵敏度提高了不少，缩短了定位时间，同时也帮助了客  户快速的进入了

定位应用状态。

[0042] 结合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液晶显示模块采用OLED显示屏。OLED液晶显示屏的

主要原理是以电流刺激液晶分子产生点、线、面配合背部灯管构成画  面。OLED液晶显示屏

具有机身薄、节省空间、省电、不产生高温、无辐射、益健康、画面柔和不  伤眼等特点。

[0043] 结合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采用nRF2401  芯片。nRF2401是单片

射频收发芯片，工作于2.4～2.5GHz  ISM频段，芯片内置频率合成器、  功率放大器、晶体振

荡器和调制器等功能模块，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  芯片能耗非常低，

以-5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只有10.5mA，接收时工作电流只有18mA，  多种低功率工作

模式，节能设计更方便。其DuoCeiverTM技术使nRF2401可以使用同一天线， 同时接收两个

不同频道的数据。nRF2401适用于多种无线通信的场合，如无线数据传输系  统、无线鼠标、

遥控开锁、遥控玩具等。

[0044]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4所示，在所述智能自由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中设置

有运行监控系统6，光线感应装置22获取的遮光感知信号在发送给控制系统4的同时还发送

给运行监控系统6，运行监控系统6通过获取的遮光感知信号对输送中的物料进行定位并记

录，实现输送中物料当前位置和运行轨迹的显示和保存。

[0045]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控制系统4在运行过程中持续对各个感光平台模块2

和输送滚轮装置3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当发现在物料输送路径上的模块或部件存在故障

时进行故障警告，同时重新生成绕开故障部件的物料输送可用路线，继续对物料进行输送。

[0046]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3所示，在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底部设有

不规则形状沟槽，所述滚轮31表面设有不规则形状凹凸造型，通过所述物料开放式系列周

转托盘1底部沟槽与所述滚轮31表面凹凸造型接触，增加输送时的摩擦力，使所述智能自由

输送物流自动化系统允许倾斜设计，且具备爬坡输送的功能。

[0047]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2所示，在所述输送滚轮装置3中设置有压力感应器

34，当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输送到对应输送滚轮装置3上时，压力感应器34将感知结

果反馈至运行监控系统6，从而与光线感应装置22反馈的感知结果共同实现对物料的定位，

提高对物料定位和运行轨迹监控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0048]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2所示，在所述输送滚轮装置3中设置有升降控制器

35，当控制系统4需要控制转向驱动33改变滚轮31的输送方向时，升降控制器35提前将滚轮

31下降至平台以下的转向位置，待转向完成后由升降控制器35将滚轮31上升至平台表面的

输送位置，从而避免滚轮31转向时与物料开放式系列周转托盘1底部的摩擦，提高滚轮31的

使用寿命。

[0049]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所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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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5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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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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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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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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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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