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607066.7

(22)申请日 2014.10.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62107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01

(73)专利权人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200131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荷丹路

142号第一层

    专利权人 泰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立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邓颖聪　张丹丹　鲁异　吴耀东　

陈争亮　李钊　苏进　李植　

曾庆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021

代理人 孙纪泉

(51)Int.Cl.

B65G 47/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729321 U,2013.02.13,

GB 1234268 A,1971.06.03,

CN 202729321 U,2013.02.13,

GB 1234268 A,1971.06.03,

CN 1618099 A,2005.05.18,

CN 102050244 A,2011.05.11,

EP 0076231 A2,1983.04.06,

JP S5420568 A,1979.02.16,

审查员 庄昌明

 

(54)发明名称

自动备料系统

(57)摘要

公开了一种自动备料系统，包括：装载装置，

根据预定的程序拾取相应的零部件；输送装置，

设有用于容纳零部件的多个第一托盘，输送装置

被构造成使得多个第一托盘中的每个第一托盘

能够在装载位置和卸载位置循环运动，而且装载

装置能够将拾取的零部件装载到位于装载位置

的第一托盘上；以及位置校正装置，在每个第一

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输送装置或

第一托盘移动，使得第一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位

置。通过设置位置校正装置，在每个第一托盘偏

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输送装置移动，使得

第一托盘和/或转盘移动并将第一托盘定位在其

理想的装载位置。这样，可以准确地将零部件装

载到第一托盘的相应位置，方便了后续的自动抓

取零部件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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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备料系统，包括：

装载装置，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定的程序拾取相应的零部件；

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上设有用于容纳零部件的多个第一托盘，所述输送装置被构

造成使得所述多个第一托盘中的每个第一托盘能够在装载位置和卸载位置循环运动，而且

装载装置能够将拾取的零部件装载到位于装载位置的第一托盘上；以及

位置校正装置，所述位置校正装置包括：

多个第一校正机构以及一个第二校正机构，

其中，每个所述第一校正机构包括：

至少一个第一插孔，穿过所述输送装置；以及

至少一个第二插孔，从所述第一托盘的下表面向上延伸并与所述第一插孔分别相对

应；

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包括：

至少一个插销，每个所述插销与相应的所述插孔配合，配合的插孔和插销中的至少一

个具有倾斜的接触表面；以及

驱动装置，被构造成用于驱动所述至少一个插销移动到相应的所述插孔中，以在每个

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接触表面驱动所述第一托盘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能够在水平面内转动

的转盘，多个所述第一托盘以固定间隔布置在所述转盘的边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或者锥台

形状；所述第二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形状；

所述插销包括：

圆柱部分，与所述第一插孔配合；以及

锥台部分，位于所述圆柱部分的一端并与第二插孔配合，所述锥台部分上形成所述接

触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2-3中任一项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位置校正装置驱动所述

转盘移动导致所述第一托盘移动的范围小于0.01毫米。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固定到所述装载装置

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位置校正装置包括位置传感器，以检测

相应的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

7.根据权利要求2-3、5、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输送装置还包

括：

第一基座；以及

电机，安装在所述第一基座上并驱动所述转盘旋转。

8.根据权利要求1-3、5、6中任一项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装载装置包括：

第二基座；

第二托盘，安装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述多个零部件预放置在所述第二托盘上；

导轨，安装在所述第二基座上；以及

拾取装置，可移动地安装在所述导轨上，并被构造成用于从所述第二托盘拾取零部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5621071 B

2



并将拾取的零部件辅助在相应的第一托盘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其中，所述装载装置还包括用于容纳零散的所

述零部件的存放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一机器人，被构造成将所述存放装

置中的零部件安装在所述第二托盘中。

11.根据权利要求1-3、5、6、9、10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二机器人，

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设的程序从处于卸载位置的所述第一托盘中拾取相应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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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产品的自动备料系统，尤其涉及一种能够将装载由零部件的托盘

输送到预定位置的自动备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地，例如电连接器、光纤连接器、继电器之类的电子设备包括许多零部件，例

如，壳体、导电端子、弹簧、螺栓、绝缘块等。在生产这种电子设备时，需要将这些具有不同形

状、不同功能的一组零部件预先准备好，并装载在一个第一托盘上，然后由装载装置根据预

先设定的程序从第一托盘上拾取相应的零部件，并将这些零部件安装在位于输送装置上的

第二托盘上，利用输送装置将装载的第二托盘输送到预定位置，然后利用人机器人根据预

先设定的程序选择这些零部件，并由机器人在操作台上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电子设备。

[0003] 一般地，机器人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从放置在固定位置的托盘上选择所需的零部

件。因此，托盘放置位置的精确性大小将影响机器人获取相应零部件的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备料系统，通过设置位置校正装置，能够高

效、高精度地确保将待装载零部件的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上。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自动备料系统，包括：

[0006] 装载装置，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定的程序拾取相应的零部件；

[0007] 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上设有用于容纳零部件的多个第一托盘，所述输送装置

被构造成使得所述多个第一托盘中的每个第一托盘能够在装载位置和卸载位置循环运动，

而且装载装置能够将拾取的零部件装载到位于装载位置的第一托盘上；以及

[0008] 位置校正装置，被构造成用于在每个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所述

输送装置或所述第一托盘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位置。

[0009]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能够在水平面内转动的

转盘，多个所述第一托盘以固定间隔布置在所述转盘的边缘。

[0010]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位置校正装置包括：多个第一校正机

构，安装在所述转盘的下部并与每个第一托盘的装载位置相对应；以及一个第二校正机构，

相对于所述转盘固定地设置，所述第二校正机构被构造成用于分别与每个第一校正机构协

作，以在每个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所述转盘或所述第一托盘移动，使得

所述第一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位置。

[0011]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每个所述第一校正机构包括从所述转盘的

下表面向上延伸的至少一个插孔。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包括：至少一个插销，每个所述插销与

相应的所述插孔配合，配合的插孔和插销中的至少一个具有倾斜的接触表面；以及驱动装

置，被构造成用于驱动所述至少一个插销移动到相应的所述插孔中，以在每个第一托盘偏

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接触表面驱动所述转盘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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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插孔和插销都具有大致的圆锥形状。

[0013]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形状，所述插销

具有大致的圆锥形状。

[0014]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每个所述第一校正机构包括：至少一个第

一插孔，穿过所述转盘；以及至少一个第二插孔，从所述第一托盘的下表面向上延伸并与所

述第一插孔分别相对应。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包括：至少一个插销，每个所述插销与相应的所

述插孔配合，配合的插孔和插销中的至少一个具有倾斜的接触表面；以及驱动装置，被构造

成用于驱动所述至少一个插销移动到相应的所述插孔中，以在每个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

置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接触表面驱动所述第一托盘移动。

[0015]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或者锥台形

状；所述第二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形状。所述插销包括：圆柱部分，与所述第二插孔配合；以

及锥台部分，位于所述圆柱部分的一端并与第一插孔配合，所述锥台部分上形成所述接触

表面。

[0016]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位置校正装置驱动所述转盘移动导致

所述第一托盘移动的范围小于0.01毫米。

[0017]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固定到所述装载装置

上。

[0018]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位置校正装置包括位置传感器，以检测相

应的第一托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

[0019]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输送装置还包括：第一基座；以及电

机，安装在所述第一基座上并驱动所述转盘旋转。

[0020]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装载装置包括：第二基座；第二托盘，

安装在所述第二基座上，所述多个零部件预放置在所述第二托盘上；导轨，安装在所述第二

基座上；以及拾取装置，可移动地安装在所述导轨上，并被构造成用于从所述第二托盘拾取

零部件并将拾取的零部件辅助在相应的第一托盘上。

[0021]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装载装置还包括用于容纳零散的所述

零部件的存放装置。

[0022]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一机器人，被构造成将所述存放装置中的零部件安

装在所述第二托盘中。

[0023] 在上述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二机器人，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设的程序从处于卸

载位置的所述第一托盘中拾取相应的零部件。

[0024] 根据本发明上述实施例的自动备料装置，通过设置位置校正装置，在每个第一托

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所述输送装置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托盘和/或转盘移动并

将第一托盘定位在其理想的装载位置，从而能够高效、高精度地确保将待装载零部件的第

一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上。这样，可以准确地将零部件装载到第一托盘的相应位置，方便了后

续的自动抓取零部件的操作。

附图说明

[0025] 通过下文中参照附图对本发明所作的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目的和优点将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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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可帮助对本发明有全面的理解，其中：

[0026]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例性实施例的自动备料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所示自动备料装置的侧视图；

[0028]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输送装置和位置校正装置的立体示意

图；

[0029]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装载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30]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机器人的立体示意图；

[0031] 图6为第一托盘偏离一个理想的装载位置时的原理示意图；

[0032] 图7为利用第一实施例的位置校正装置将第一托盘定位在一个理想的装载位置时

的原理示意图；

[0033] 图8为转盘偏离一个理想的装载位置时的原理示意图；

[0034] 图9为利用第二实施例的位置校正装置将转盘定位在一个理想的装载位置时的原

理示意图；以及

[0035] 图10为利用第三实施例的位置校正装置将转盘定位在一个理想的装载位置时的

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在说明

书中，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号指示相同或相似的部件。下述参照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的

说明旨在对本发明的总体发明构思进行解释，而不应当理解为对本发明的一种限制。

[0037] 根据本发明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的总体上的发明构思，提供一种自动备料系统，

包括：装载装置，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定的程序拾取相应的零部件；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

置上设有用于容纳零部件的多个第一托盘，所述输送装置被构造成使得所述多个第一托盘

中的每个第一托盘能够在装载位置和卸载位置循环运动，而且装载装置能够将拾取的零部

件装载到位于装载位置的第一托盘上；以及位置校正装置，被构造成用于在每个第一托盘

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所述输送装置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托盘定位在其装载位置。

[0038] 另外，在下面的详细描述中，为便于解释，阐述了许多具体的细节以提供对本披露

实施例的全面理解。然而明显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也可以

被实施。在其他情况下，公知的结构和装置以图示的方式体现以简化附图。

[0039]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例性实施例的自动备料装置的立体示意图；图2为图1

所示自动备料装置的侧视图。

[0040] 如图1和2所示，根据本发明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自动备料系统，包括装载装置10、

输送装置20以及位置校正装置30。装载装置10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定的程序拾取相应的例

如，壳体、导电端子、弹簧、螺栓、绝缘块之类的零部件(未示出)；输送装置20上设有用于容

纳零部件的多个第一托盘21，所述输送装置被构造成使得多个第一托盘21中的每个第一托

盘能够在装载位置和卸载位置循环运动，而且装载装置10能够将拾取的零部件装载到位于

装载位置的第一托盘21上，而在卸载位置能够通过例如机器人之类的抓取装置根据预先设

定的程序将放置在第一托盘21上的零部件取下，以便于在后续的操作步骤中由机器人在操

作台上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例如电连接器、光纤连接器、继电器之类的电子设备。位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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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30被构造成用于在每个第一托盘21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输送装置20移动，使

得第一托盘21精确地定位在其装载位置。

[0041] 本发明的自动备料系统可以用于组装具有多个微小部件的其它类型的产品，仅需

要更新控制程序即可，因此，本发明的自动备料系统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004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例性的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输送装置20包括能够在水平面

内转动的转盘22，多个第一托盘21以固定间隔布置在转盘22的边缘。输送装置20还包括：第

一基座(23)以及安装在第一基座23上并驱动转盘22旋转的电机24。在电机24的驱动下，转

盘22旋转，使得每个第一托盘21从装载位置循环转动到卸载位置。

[0043] 在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自动备料系统中，位置校正装置30包括：多个第一校正机

构，安装在转盘22的下部并与每个第一托盘21的装载位置相对应；以及一个第二校正机构，

相对于转盘22固定地设置，所述第二校正机构被构造成用于分别与每个第一校正机构协

作，以在每个第一托盘21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转盘22或者第一托盘21移动，使得

第一托盘21定位在其装载位置。

[0044] 参见图3、6和7，在一种实施例中，由于第一托盘21上的零部件在卸载位置被例如

机器人取下、和/或空载的第一托盘在返回到装载位置的过程中，第一托盘21的位置相对于

转盘22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例如如图6所示，第一托盘21在返回到装载位置时不能精确地

处于原来的理想装载位置A，而实际上处于A’的位置，其相对于理想的装载位置A偏离距离

D。

[0045] 针对图6所示的情况，本发明第一种实施例的位置校正装置中，每个所述第一校正

机构包括：穿过所述转盘22的至少一个第一插孔35；以及至少一个第二插孔36，所示第二插

孔36从第一托盘21的下表面向上延伸并与第一插孔35分别相对应。所述第二校正机构包

括：至少一个插销33，每个所述插销33与相应的第二插孔36配合，配合的第二插孔36和插销

33中的至少一个具有倾斜的接触表面；以及驱动装置32，被构造成用于驱动所述至少一个

插销33穿过第一插孔35移动到相应的所述第二插孔36中，以在每个第一托盘21偏离其装载

位置的情况下通过所述接触表面333驱动所述第一托盘21移动。

[0046]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例性的实施例中，位置校正装置30包括位置传感器(未示出)，

以检测相应的第一托盘21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如果位置传感器检测到相应的第一托盘

21偏离其装载位置超出预定范围，则控制驱动装置32驱动所述至少一个插销33穿过第一插

孔35移动到相应的所述第二插孔36中。

[0047] 进一步地，如图6和7所示，所述第一插孔35具有大致的圆筒或者锥台形状；所述第

二插孔36具有大致的圆筒形状。所述插销33包括：圆柱部分331，与所述第一插孔35配合；以

及锥台或圆锥部分332，位于所述圆柱部分331的一端并与第二插孔36配合，所述锥台或圆

锥部分332上形成所述接触表面333。

[0048] 具体而言，例如，如果转盘22上设置18个第一托盘21，则当转盘22每转动18度的预

定角度时，18个第一托盘21中的一个将移动到其相应的装载位置；此时，自动控制驱动装置

32动作，使得插销33分别插入到第一插孔35中。如图6所示，如果设置在转盘22上的第一托

盘21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A而处于偏离位置A’，则在插销33的插入过程中，锥台或圆锥部

分332的倾斜的接触表面333将与第二插孔36的边缘接触，从而驱动第一转盘21移动，并最

终将第一托盘21移动到其理想的装载位置A，如图7所示。在第一托盘21移动到其理想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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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位置A的情况下，装载装置10可以将零部件准确地防止在第一托盘21上。

[0049] 虽然，上面描述了设置两个第一插孔35、两个第二插孔36和两个插销33的实施例，

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可以设置一个、3个或者更多个插孔和插销。在设置两个以上的第

一和第二插孔情况下，这些第一和第二插孔可以沿转盘22和第一托盘35的径向方向布置，

也可以沿转盘22和第一托盘21的圆周方向布置。可以理解，第二插孔和插销的配合即可以

校正第一托盘相对于转盘22在圆周方向上的偏离，也可以校正在径向方向上的偏离。在本

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位置校正装置30驱动第一托盘21移动的范围小于0.01毫米。

也就是说，只要第一托盘21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小于0.01毫米，都可以通过位置校正装

置30进行校正。

[0050] 对于图6和7所示的位置校正装置，可以如上所述在第一托盘21相对于转盘22偏离

的情况下对第一托盘21进行校正。可以理解，该位置校正装置也可以在第一托盘21和转盘

22都偏离其理想位置时，同时对转盘22和第一托盘21进行校正。

[0051] 在另一种实施例中，如图8和9所示，每个第一校正机构包括从转盘21的下表面向

上延伸的两个插孔31。相应地，第二校正机构包括两个插销33’和一个驱动装置32，每个插

销33’与相应的插孔31配合，配合的插孔31和插销33中的至少一个具有倾斜的接触表面34；

驱动装置32被构造成用于驱动两个插销33移动到相应的插孔31中，以在每个第一托盘21或

转盘22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A的情况下通过接触表面34驱动所述转盘22转动。

[0052] 具体而言，例如，如果转盘22上设置18个第一托盘21，则当转盘22每转动18度的预

定角度时，18个第一托盘21中的一个将移动到其相应的装载位置；此时，自动控制驱动装置

32动作，使得插销33分别插入到插孔31中。如图6所示，在第一托盘21相对于转盘22固定，而

转盘发生偏离的情况下，如果设置在转盘22上的第一托盘21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B而处

于偏离位置B’，则在插销33分别插入到插孔31的过程中，插销33的倾斜的接触表面34将与

插孔31的边缘接触，从而驱动转盘22移动，并最终将第一托盘21移动到其理想的装载位置

B，如图9所示。在第一托盘21移动到其理想的装载位置B的情况下，装载装置10可以将零部

件准确地防止在第一托盘21上。

[0053] 虽然，上面描述了设置两个插孔31和两个插销33的实施例，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

此。可以设置一个、3个或者更多个插孔和插销。在设置两个以上的插孔情况下，这些插孔可

以沿转盘22的径向方向布置，也可以沿转盘22的圆周方向布置。可以理解，插孔和插销的配

合即可以校正第一托盘在圆周方向上的偏离，也可以校正在径向方向上的偏离。在本发明

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位置校正装置30驱动转盘22移动导致第一托盘21移动的范围小于

0.01毫米。也就是说，只要第一托盘21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小于0.01毫米，都可以通过位

置校正装置30进行校正。

[005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驱动装置32可以包括电机、电磁离合机构、气动

驱动装置中的任何一种，本发明对此不做限制，只要能够驱动插销插入插孔即可。

[0055] 在图8和9所示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插孔31和插销33都具有大致的圆锥形状。

在一种可替换的实施例中，如图10所示，插孔具有大致的圆筒形状，插销33具有大致的圆锥

形状。可以理解，在图10所示的结构的情况下，用于转盘22的转动，当转盘停止在一个装载

位置时，如果设置在转盘22上的第一托盘21偏离其理想的装载位置C，则在插销33分别插入

到插孔的过程中，插销33的倾斜的接触表面34将与插孔的外边缘接触，从而驱动转盘22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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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最终将第一托盘21移动到其理想的装载位置C。

[0056] 在根据本发明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自动备料系统中，如图4所示，装载装置10包

括：第二基座11；第二托盘12，安装在第二基座11上，所述多个零部件预放置在第二托盘12

上；往复移动装置13，安装在第二基座11上；以及拾取装置14，可移动地安装在导轨13上，并

被构造成用于从第二托盘拾12取零部件并将拾取的零部件辅助在相应的第一托盘21上。这

样，通过拾取装置14在导轨13上往复移动，可以将零部件从第二托盘12搬运到第一托盘21

上。在一种实施例中，第二校正机构固定到装载装置10上。具体而言，第二校正机构固定到

装载装置10的第二基座11上。例如，如图4所示，通过设置在第二基座11上的多个螺栓16旋

入到设置在第二校正机构在的螺纹孔(未示出)中，从而固定第二校正机构，这样可以保持

位置校正装置的第二校正机构相对于转盘22处于固定状态。往复移动装置13例如在控制装

置(未示出)的控制下带动拾取装置往复移动，可以包括导轨式移动装置、皮带式传输装置、

滚轴式传输装置中的任一种。

[0057] 在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所述装载装置10还包括用于容纳零散的所述

零部件的存放装置15。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一机器人，被构造成将存放装置15中的零部

件安装在第二托盘12中。

[0058] 如图5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自动备料系统还包括第二机器40，

被构造成用于根据预设的程序从处于卸载位置的第一托盘21中拾取相应的零部件。第二机

器人40包括多个用于拾取具有不同形状的零部件的抓取器41。第一和第二机器人的实施例

包括但不限于四轴、六轴机器人或其它类型的多自由度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根据预先

编制的程序控制抓取器41抓取相应的零部件。

[0059] 例如，抓取器41包括：较大的吸盘，可以实现对导电端子的抓取；较小的吸盘，可以

实现对导线的抓取；以及多个手臂，可以抓取较大的零部件，例如电连接器的壳体等。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在机器人上安装有一种或多种不同类型的抓取器。

[0060] 虽然描述了输送装置为包括转盘的实施例，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在可替换的

实施例中，输送装置可以包括传送带、链式输送装置等直线输送装置。

[0061] 如上所述，在第一托盘21和/或转盘相对于理想的装载位置A发生偏离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第一种实施例的位置校正装置通过驱动可移动的插销33插入到第一托盘21的第

二插孔36中，而驱动第一托盘21和/或转盘移动，从而将第一托盘移动到理想的装载位置。

在转盘相对于理想的装载位置A发生偏离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第二种或第三种实施例的位

置校正装置通过驱动可移动的插销33’插入到转盘22的插孔31中，而驱动转盘移动，从而使

转盘22带动第一托盘21移动到理想的装载位置。

[0062] 根据本发明各种实施例的自动配料装置，通过设置位置校正装置，在每个第一托

盘偏离其装载位置的情况下驱动所述输送装置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托盘和/或转盘移动并

将第一托盘定位在其理想的装载位置，实现对第一托盘和/或转盘的再次定位，使装载和卸

载零部件的重复操作的一致性，从而能够高效、高精度地确保将待装载零部件的第一托盘

定位在其装载上。这样，可以准确地将零部件装载到第一托盘的相应位置，方便了后续的自

动抓取零部件的操作，从而提高电子设备的制造/组装质量和效率。在校正过程中，不需要

使用位置传感器、控制器之类的位置控制设备实现转盘或者第一托盘的再次定位，这样，降

低了电子设备的制作成本，缩短装载和卸载零部件的循环操作时间。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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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料装置可以作为制作电子设备的中间模块，实现对零部件的高精度装载和卸载操作

[006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面所描述的实施例都是示例性的，并且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其进行改进，各种实施例中所描述的结构在不发生结构或者原理方面的冲

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自由组合。

[0064] 虽然本总体发明构思的一些实施例已被显示和说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

解，在不背离本总体发明构思的原则和精神的情况下，可对这些实施例做出改变，本发明的

范围以权利要求和它们的等同物限定。

[0065] 应注意，措词“包括”不排除其它元件或步骤，措词“一”或“一个”不排除多个。另

外，权利要求的任何元件标号不应理解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5621071 B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1

CN 105621071 B

1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2

CN 105621071 B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3

CN 105621071 B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4

CN 105621071 B

1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5

CN 105621071 B

1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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