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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缓存机，包括缓存主机体、

设置于所述缓存主机体内部的主控制器、电源组

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

构；在所述缓存主机体前部还匹配设置有用于输

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中的输送柜；所述输

送柜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

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一支撑架相对

设置的第二支撑架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和

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板；所述

横向移动板与所述第二支撑架内侧分别开设有

用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

以较好的利用输送柜以及缓存承载机构实现对

物件的逐层存储，尤其是横向移动板的多物件导

轨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缓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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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缓存主机体、设置于所述缓存主机体内部的主控制

器、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在所述缓存主机体前部还匹配

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中的输送柜；所述输送柜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

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一支撑架相对设置的第二支撑架以

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板；所述横向移动板与所

述第二支撑架内侧分别开设有用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所述物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

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且所述第一物件导轨与所述第二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

动电机和第二驱动电机驱动输送；所述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二支撑架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

接杆相连接；还包括用于驱动所述横向移送板在所述第一横向连接杆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

机；所述缓存承载机构包括竖向设置的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

载板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承载板和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

上部设置有与所述移动承载板匹配、用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

架上都布设有若干承载柱；所述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通过多根第二横向连接

杆相连接，且所述移动承载板通过一连接板与所述第二横向连接杆相连接；所述承载架可

相对于所述第二承载板上下移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可相对于所述连接板上下移动；所述第

二支撑架上部还设置有包含多个控制按钮的控制面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承载板或第二承载板上设置

有用于驱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平行移动的第四驱动电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柜的横向移动板与所述第二

支撑架内侧都并列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的同步滚轮或皮带轮；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第二驱

动电机分别通过驱动所述同步滚轮或皮带轮运行，进而输送物件至所述缓存承载机构中。

4.如权利要求1纸3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存主

机体侧边部位还设置有用于进行信号显示的信号显示屏以及紧急控制按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架以及所述移动承载板分别

通过一第五驱动电机相对于所述第二承载板、连接板上下移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存主机体正面还设置有检修门

板；在所述缓存主机体顶部设置有报警器。

7.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缓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讯组件包括4G通讯组件、无

线WiFi传输组件或蓝牙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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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存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料缓存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结构设计合理，应用效果突出

的缓存机。

[背景技术]

[0002] 筛选缓存设备是电路板生产制造领域较为常见的设备，其可以有效的实现对物料

的临时缓存，给实际的生产制造以及检测过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003] 然而，目前的筛选缓存设备依然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如无法同时缓存多片物件，

或者是设备的灵活性、操控性不够高等等，制约着设备的更好的推广与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应用效果突出的

缓存机。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是提供一种缓存机，包括缓存主机体、设置于所述缓

存主机体内部的主控制器、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在所述

缓存主机体前部还匹配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中的输送柜；所述输送柜

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一支撑架相

对设置的第二支撑架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

板；所述横向移动板与所述第二支撑架内侧分别开设有用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所述物

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且所述第一物件导轨与所述第二

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二驱动电机驱动输送；所述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二支

撑架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接杆相连接；还包括用于驱动所述横向移送板在所述第一横向连

接杆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缓存承载机构包括竖向设置的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

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载板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承载板和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

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上部设置有与所述移动承载板匹配、用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

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架上都布设有若干承载柱；所述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二承载板之

间通过多根第二横向连接杆相连接，且所述移动承载板通过一连接板与所述第二横向连接

杆相连接；所述承载架可相对于所述第二承载板上下移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可相对于所述

连接板上下移动；所述第二支撑架上部还设置有包含多个控制按钮的控制面板。

[0006] 优选地，所述第一承载板或第二承载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平行移

动的第四驱动电机。

[0007] 优选地，所述输送柜的横向移动板与所述第二支撑架内侧都并列设置有用于输送

物件的同步滚轮或皮带轮；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第二驱动电机分别通过驱动所述同步滚轮

或皮带轮运行，进而输送物件至所述缓存承载机构中。

[0008] 优选地，所述缓存主机体侧边部位还设置有用于进行信号显示的信号显示屏以及

紧急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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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承载架以及所述移动承载板分别通过一第五驱动电机相对于所述第

二承载板、连接板上下移动。

[0010] 优选地，所述缓存主机体正面还设置有检修门板；在所述缓存主机体顶部设置有

报警器。

[0011] 优选地，所述通讯组件包括4G通讯组件、无线Wi  F  i传输组件或蓝牙模块。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缓存机通过同时设置缓存主机体11、设置于所述缓

存主机体11内部的主控制器、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16；在

所述缓存主机体11前部还匹配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中的输送柜18；

所述输送柜18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12、与所

述第一支撑架12相对设置的第二支撑架14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1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

14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板15；所述横向移动板15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内侧分别开设有用

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所述物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

且所述第一物件导轨与所述第二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动电机151和第二驱动电机152

驱动输送；所述第一支撑架12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接杆17相连接；还

包括用于驱动所述横向移送板15在所述第一横向连接杆17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缓

存承载机构16包括竖向设置的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载板以及

可在所述第一承载板和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上部设置

有与所述移动承载板匹配、用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架上都布

设有若干承载柱，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较好的利用输送柜18以及缓存承载机构16实现对

物件的逐层存储，尤其是横向移动板15的多物件导轨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缓存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和图2是本发明一种缓存机的立体状态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此发明。

[0015]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发明一种缓存机1包括缓存主机体11、设置于所述缓存主机体

11内部的主控制器、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16；在所述缓存

主机体11前部还匹配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中的输送柜18；所述输送

柜18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12、与所述第一支

撑架12相对设置的第二支撑架14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1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14上平行

移动的横向移动板15；所述横向移动板15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内侧分别开设有用于输送物

件的物件导轨；所述物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且所述第

一物件导轨与所述第二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动电机151和第二驱动电机152驱动输送；

所述第一支撑架12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接杆17相连接；还包括用于驱

动所述横向移送板15在所述第一横向连接杆17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缓存承载机构

16包括竖向设置的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载板以及可在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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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载板和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上部设置有与所述移

动承载板匹配、用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架上都布设有若干承

载柱；所述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通过多根第二横向连接杆相连接，且所述移

动承载板通过一连接板与所述第二横向连接杆相连接；所述承载架可相对于所述第二承载

板上下移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可相对于所述连接板上下移动；所述第二支撑架上部还设置

有包含多个控制按钮的控制面板141。

[0016] 本申请通过同时设置缓存主机体11、设置于所述缓存主机体11内部的主控制器、

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16；在所述缓存主机体11前部还匹

配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中的输送柜18；所述输送柜18上部安设有用

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12、与所述第一支撑架12相对设置的

第二支撑架14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1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14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板

15；所述横向移动板15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内侧分别开设有用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所

述物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且所述第一物件导轨与所述

第二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动电机151和第二驱动电机152驱动输送；所述第一支撑架12

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接杆17相连接；还包括用于驱动所述横向移送板

15在所述第一横向连接杆17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包括竖向设置的

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载板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承载板和所述第

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上部设置有与所述移动承载板匹配、用

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架上都布设有若干承载柱，实际应用过

程中，可以较好的利用输送柜18以及缓存承载机构16实现对物件的逐层存储，尤其是横向

移动板15的多物件导轨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缓存效率。

[0017] 本申请不涉及对软体以及电路部分的改进，且各功能部件都为本领域的常规技术

部件，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本申请保护的是缓存机的整体结构构造。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一承载板或第二承载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移动承载板平行移

动的第四驱动电机。

[0019] 优选地，所述输送柜18的横向移动板15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内侧都并列设置有用

于输送物件的同步滚轮或皮带轮；所述第一驱动电机151、第二驱动电机152分别通过驱动

所述同步滚轮或皮带轮运行，进而输送物件至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中。

[0020] 优选地，所述缓存主机体11侧边部位还设置有用于进行信号显示的信号显示屏以

及紧急控制按钮。

[0021] 优选地，所述承载架以及所述移动承载板分别通过一第五驱动电机相对于所述第

二承载板、连接板上下移动。

[0022] 优选地，所述缓存主机体11正面还设置有检修门板111；在所述缓存主机体11顶部

设置有报警器。

[0023] 优选地，所述通讯组件包括4G通讯组件、无线Wi  F  i传输组件或蓝牙模块。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缓存机1通过同时设置缓存主机体11、设置于所述缓

存主机体11内部的主控制器、电源组件、通讯组件以及用于承载物件的缓存承载机构16；在

所述缓存主机体11前部还匹配设置有用于输送物件到所述缓存承载机构16中的输送柜18；

所述输送柜18上部安设有用于输送物件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架12、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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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支撑架12相对设置的第二支撑架14以及可在所述第一支撑架1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

14上平行移动的横向移动板15；所述横向移动板15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内侧分别开设有用

于输送物件的物件导轨；所述物件导轨包括第一物件导轨以及平行设置的第二物件导轨，

且所述第一物件导轨与所述第二物件导轨分别通过第一驱动电机151和第二驱动电机152

驱动输送；所述第一支撑架12与所述第二支撑架14通过多根第一横向连接杆17相连接；还

包括用于驱动所述横向移送板15在所述第一横向连接杆17上移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缓

存承载机构16包括竖向设置的第一承载板、与所述第一承载板相对设置的第二承载板以及

可在所述第一承载板和所述第二承载板之间移动的移动承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上部设置

有与所述移动承载板匹配、用于承载物件的承载架；所述移动承载板与所述承载架上都布

设有若干承载柱，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较好的利用输送柜18以及缓存承载机构16实现对

物件的逐层存储，尤其是横向移动板15的多物件导轨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缓存效率。

[0025] 以上所述的本发明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在本发明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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