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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

系统及其方法，包括订单数据库、ERP系统、发货

明细、扫码模块、包装模块、贴标模块、复检模块

与警报模块，上述模块通过配备ERP的发货控制

模块统一调控，错误商品进行甄别警报，容错率

高、极大程度上解决了电商行业发货工作效率

低，错误率高的行业问题，且精简操作人员，只需

一人放置货物就能高效完成整套工作，极大降低

电商从业人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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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订单数据库：与网络销售平台通讯连接，并将网络销售平台上生成的订单数据均汇入

所述订单数据库中；

ERP系统：与所述订单数据库通讯连接，并根据订单数据库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所述

发货明细包括发货信息和发货计划数量；

发货控制模块：与所述ERP系统通讯连接，并控制整个包装发货分拣系统运作；

扫码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对待发货物上的标识码进行扫码，并将

获得的商品信息与ERP系统核对是否属于发货订单，当信息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

信息；

包装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出库核实后的商品外部进行包装处

理；

贴标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包装后的商品外部贴上预先打印好

与商品信息一致的快递单；

复检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贴好快递单的商品进行复检，确认是

否与发货控制模块中的发货信息一致，当信息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

警报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当扫码模块或复检模块中生成错误提

示信息时发出警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还包

括自动剔除模块，所述自动剔除模块与警报模块和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当复检模

块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发货流水线上剔除。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

还包括快递分拣模块，所述快递分拣模块与复检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复检模块中通过复

检的快递进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行分拣。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一项中所述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网络销售平台的订单数据汇入订单数据库内，并将订单数据库内的订单数据库与

有关联关系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

2)发货人员根据步骤1中发货明细去相对应的商品，并将商品放置在输送带的扫码模

块处进入对应流水线，扫码模块通过标识码扫码器扫描商品的标识码，并将标识码所含有

的商品信息与发货明细校对，如果所找的商品符合发货明细，贴标模块将该产品的快递单

预先打印，若是所找的商品不符合发货明细，将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控制模块；

3)商品通过步骤2校对为正常订单后，通过输送带进入包装模块，包装模块对待包装商

品进行包装处理；

4)商品通过步骤3包装后，通过输送带进入贴标模块，贴标模块将步骤2中预先打印好

相对应的快递单贴在商品外包装上；

5)商品通过步骤4贴标后，通过输送带进入复检模块，复检模块将通过快递单扫码器，

核对快递单是否与发货控制模块中的发货信息一致，核对通过后进入发货区等待快递公司

发货，当信息不匹配时，生产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控制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保证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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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步骤2与步骤5中出现错误提示信息时，发货控制模块通讯将控制警报模块发出警报

并停机。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保证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5的复检模块在通过核对后还设有快递分拣模块，所述快递分拣模块与复检模

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复检模块中通过复检的快递进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

行分拣。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保证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警报模块还包括有自动剔除模块，所述自动剔除模块与警报模块和发货控制模块通讯

连接，用于当复检模块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发货流水线上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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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物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及其使用

该系统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最近几年来，我国快运速递行业发展迅速。快递公司和网络卖家的发货量也日益

增加，尤其是在节假日、活动期间，快递产生量会出现井喷式增长。不出门就购物已经不是

大城市的专利，这时候快递公司和卖方的包装速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0003] 包装发货系统是指主要针对电商平台经营用户的销售产品出库、集成扫码出单、

自动包装出货的发货系统，整系统只需一个人工放置产品，即可全自动实现上述功能，实现

自动发货。

[0004] 现有的包装发货系统往往通过商品尺寸，型号、规格等信息进行查找商品，匹配订

单信息进行打单发货，这种方法依赖于大量的人力资源，工作效率低下，容易出现漏单、发

错商品、重复发货等问题，而且随着商品种类的繁多，更加难于管理，虽然目前有一些发货

系统通过商品条码来进行管理，但是同样规格型号的商品条码是相同的，后期出现问题，很

难查找具体的商品，若是员工产品放置错误（与销售订单不匹配），就会影响整个把发货系

统后续工作，使得电商行业存在发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发货人员多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该系统包括扫码模块、包装模块、贴标模块、

复检模块并将上述模块通过配备ERP的发货控制模块统一调控，错误商品进行甄别警报，容

错率高、极大程度上解决了电商行业发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的行业问题，且精简操作人

员，只需一人放置货物就能高效完成整套工作，极大降低电商从业人员的成本。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该系统包括：

订单数据库：与网络销售平台通讯连接，并将网络销售平台上生成的订单数据均汇入

所述订单数据库中；

ERP系统：与所述订单数据库通讯连接，并根据订单数据库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所述

发货明细包括发货信息和发货计划数量；

发货控制模块：与所述ERP系统通讯连接，并控制整个包装发货分拣系统运作；

扫码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对待发货物上的标识码进行扫码，并将

获得的商品信息与ERP系统核对是否属于发货订单，当信息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

信息；

包装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出库核实后的商品外部进行包装处

理；

贴标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包装后的商品外部贴上预先打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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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品信息一致的快递单；

复检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贴好快递单的商品进行复检，确认是

否与发货控制模块中的发货信息一致，当信息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

警报模块：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当扫码模块或复检模块中生成错误提

示信息时发出警报并停机。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其中扫码模块、包装模块、贴标模块、复检模块坐落与生产流

水线上，并通过输送带将商品依次流通，通过将订单数据库与网络销售平台通讯连接，使

EPR与订单数据库生成发货明细，让员工安装发货明细放置商品，在包装时只需将商品放置

到扫码模块处，输送带将带动产品进行扫码，系统根据对应的产品标识码（二维码或条形码

或快速照相机）与发货明细自动匹配出快递单，并交由贴标模块打印，产品订单确认无误

后，输送带将商品送至包装模块处，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快递包装袋，再由输送带将商品输送

到贴标模块处，贴上已经预先打印的快递单，再由输送带送至复检模块处复检，与EPR系统

核对订单信息，订单无误将通过输送带下料发货，订单错误，将警报停机，整个系统，通过上

述各个模块紧密配合，通过发货控制系统对错误商品进行甄别警报，容错率高、极大程度上

解决了电商行业发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的行业问题，且精简操作人员，只需一人放置货

物就能高效完成整套工作，极大降低电商从业人员的成本。

[0008] 上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可进一步设置为:  该系统还包括自动

剔除模块，所述自动剔除模块与警报模块和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当复检模块中生

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发货流水线上剔除。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贴上快递单后的商品经过复检模块时，复检模块处的传感

器检测到货物经过，联动快递单扫码器对商品上的快递单进行扫描，然后发送给ERP系统对

订单进行复核，当订单与快递单符合时，订单将通过输送带构下料至发货区，订单错误，将

通过自动剔除模块将商品从输送带侧边推出流水线并警报。

[0010] 上述的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可进一步设置为:  该系统还包括快递

分拣模块，所述快递分拣模块与复检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复检模块中通过复检的快递进

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行分拣。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通过复检后的商品进入到快递分拣模块，快递分拣模块将

对快递单进行扫描，从而将相同的快递公司的商品送至对应的发货区，提供发货效率，避免

漏发、错发的情况产生。

[0012] 一种全自动智能保证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网络销售平台的订单数据汇入订单数据库内，并将订单数据库内的订单数据库与

有关联关系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

2）发货人员根据步骤1中发货明细去相对应的商品，并将商品放置在输送带的扫码模

块处进入对应流水线，扫码模块通过标识码扫码器扫描商品的标识码，并将标识码所含有

的商品信息与发货明细校对，如果所找的商品符合发货明细，贴标模块将该产品的快递单

预先打印，若是所找的商品不符合发货明细，将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控制模块；

3）商品通过步骤2校对为正常订单后，通过输送带进入包装模块，包装模块对待包装商

品进行包装处理；

4）商品通过步骤3包装后，通过输送带进入贴标模块，贴标模块将步骤2中预先打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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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快递单贴在商品外包装上；

5）商品通过步骤4贴标后，通过输送带进入复检模块，复检模块将通过快递单扫码器，

核对快递单是否与发货控制模块中的发货信息一致，核对通过后进入发货区等待快递公司

发货，当信息不匹配时，生产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控制模块。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精准快速对错误商品进行甄别警报，容错率高、极大程度上

解决了电商行业发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的行业问题，且精简操作人员，只需一人放置货

物就能高效完成整套工作，极大降低电商从业人员的成本

上述的电商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的方法，可进一步设置为:  商品在步骤2与步骤5中出现

错误提示信息时，发货控制模块通讯将控制警报模块发出警报。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出现错误信息时，发货控制模块将通过警报模块发出警报

提醒工人处理，并对错误模块进行停职运作。

[0015] 上述的电商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的方法，可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步骤5的复检模块

在通过核对后还设有快递分拣模块，所述快递分拣模块与复检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将复检

模块中通过复检的快递进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行分拣。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通过复检后的商品进入到快递分拣模块，快递分拣模块将

对快递单进行扫描，从而将相同的快递公司的商品送至对应的发货区，提供发货效率，避免

漏发、错发的情况产生。

[0017] 上述的电商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的方法，可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警报模块还包括有

自动剔除模块，所述自动剔除模块与警报模块和发货控制模块通讯连接，用于当复检模块

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发货流水线上剔除。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贴上快递单后的商品经过复检模块时，复检模块处的传感

器检测到货物经过，联动快递单扫码器对商品上的快递单进行扫描，然后发送给ERP系统对

订单进行复核，当订单与快递单符合时，订单将通过输送带构下料至发货区，订单错误，将

通过自动剔除模块将商品从输送带侧边推出流水线并警报。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包装发货流水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包括有：订单数据库2：与网络

销售平台1通讯连接，并将网络销售平台1上生成的订单数据均汇入所述订单数据库2中；

ERP系统3：与所述订单数据库2通讯连接，并根据订单数据库2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4；所述

发货明细4包括发货信息和发货计划数量；发货控制模块5：与所述ERP系统3通讯连接，并控

制整个包装发货分拣系统运作；扫码模块6：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对待发货

物上的标识码进行扫码，并将获得的商品信息与ERP系统3核对是否属于发货订单，当信息

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包装模块7：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将

出库核实后的商品外部进行包装处理；贴标模块8：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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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后的商品外部贴上预先打印好与商品信息一致的快递单；复检模块9：与所述发货控制

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将贴好快递单的商品进行复检，确认是否与发货控制模块中的发货信

息一致，当信息不匹配时，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警报模块10：与所述发货控制模块5通

讯连接，用于当扫码模块6或复检模块9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发出警报并停机，该系统还

包括自动剔除模块11，所述自动剔除模块11与警报模块9和发货控制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

当复检模块9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发货流水线上剔除，该系统还包括快

递分拣模块12，所述快递分拣模块12与复检模块通讯9连接，用于将复检模块9中通过复检

的快递进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行分拣。

[0023] 如图1-2所示，一种全自动智能保证发货分拣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网络销售平台1的订单数据汇入订单数据库2内，并将订单数据库2内的订单数据

与有关联关系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3生成对应的发货明细4；

2）发货人员根据步骤1中发货明细4去相对应的商品，并将商品放置在输送带51的扫码

模块6处进入对应流水线，扫码模块6通过标识码扫码器61扫描商品的标识码，并将标识码

所含有的商品信息与发货明细4校对，如果所找的商品符合发货明细4，贴标模块8将该产品

的快递单预先打印，若是所找的商品不符合发货明细4，将生成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

控制模块5；

3）商品通过步骤2校对为正常订单后，通过输送带51进入包装模块7，包装模块7对待包

装商品进行包装处理；

4）商品通过步骤3包装后，通过输送带51进入贴标模块8，贴标模块8将步骤2中预先打

印好相对应的快递单贴在商品外包装上；

5）商品通过步骤4贴标后，通过输送带51进入复检模块9，复检模块9将通过快递单扫码

器91，核对快递单是否与发货控制模块5中的发货信息一致，核对通过后进入发货区13等待

快递公司发货，当信息不匹配时，生产并输出错误提示信息给发货控制模块5。商品在步骤2

与步骤5中出现错误提示信息时，发货控制模块通讯5将控制警报模块10发出警报。所述步

骤5的复检模块9在通过核对后还设有快递分拣模块12，所述快递分拣模块12与复检模块9

通讯连接，用于将复检模块9中通过复检的快递进行分筛，从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商品进行

分拣，所述警报模块10还包括有自动剔除模块11，所述自动剔除模块11与警报模块10和发

货控制模块5通讯连接，用于当复检模块9中生成错误提示信息时将该错误货物从输送带51

上剔除。

[0024] 实施例1：当本发明的全自动智能包装发货分拣系统用于售鞋电商时，员工只需根

据生成的发货明细4去库房找齐对应的鞋类，在放料工位将鞋盒放置到扫码模块6，输送带

51将带动鞋盒的条形码被扫码器61进行扫码后，系统根据对应的鞋盒标识码与发货明细4

自动匹配（产品型号、鞋码）出快递单信息，并交由贴标模块8打印，若是订单确认犹如，警报

模块10，报警器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订单内容有误，以便于人工复检，当产品订单确认

无误后，输送带51将产品送至包装模块53处，封切好的一个个独立的包装袋鞋盒，通过输送

带51送出包装模块53，再由输送带51将鞋盒输送到贴标模块8处，贴上已经预先打印的快递

单，再由输送带51送至复检模块55处复检，与发货控制模块5核对订单信息，订单无误将通

过输送带51下料发货，订单错误，将警报并通过自动剔除模块11将物品从输送带51侧边推

出，整个流水线，通过上述各个装置紧密配合，通过发货控制模块5对错误商品进行甄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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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容错率高、极大程度上解决了电商行业发货工作效率低，错误率高的行业问题，且精简

操作人员，只需一人放置商品就能高效完成整套工作，极大降低电商从业人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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