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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件输送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

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设有上料装置、中间输送

装置、下料装置，中间输送装置位置处还设有缓

存装置，缓存装置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

作台上的缓存滑座、用于驱动缓存滑座滑动的缓

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缓存滑座上的缓存料

框，缓存料框由上往下依次设有多个用于容纳放

置工件的容纳部，缓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工作

台上，缓存滑动动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缓存

滑座；本实用新型无需反复地对设备进行启停，

能够持续上下料，能够提高上下料效率，实用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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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1)，所述工作台(1)沿工件的行进方向

依次设有上料装置(3)、中间输送装置(2)、下料装置(7)，中间输送装置(2)位置处还设有缓

存装置(9)，缓存装置(9)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1)上的缓存滑座(91)、用于驱

动缓存滑座(91)滑动的缓存滑动动力机构(92)、设置于缓存滑座(91)上的缓存料框(93)，

缓存料框(93)由上往下依次设有多个用于容纳放置工件的容纳部(931)，缓存滑动动力机

构(92)设置于工作台(1)上，缓存滑动动力机构(92)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缓存滑座(9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3)、下料装置

(7)均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1)上的输送滑座(31)、用于驱动输送滑座(31)滑

动的输送滑动动力机构(32)、设置于输送滑座(31)上的第二输送架(33)、分别对称设置于

第二输送架(33)两侧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沿X轴方向转动连接于第二输送架(33)中

部位置上的第二输送轴(35)、用于驱动第二输送轴(35)转动的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输

送滑动动力机构(32)设置于工作台(1)上，输送滑动动力机构(32)的输出端驱动连接输送

滑座(3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第二输送组件(34)

均包括套接于第二输送轴(35)上的第二输送动力轮(341)、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动力轮

(341)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导向轮(342)、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动力轮(341)底部前后

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调节轮(343)、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架(33)顶部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

输送传动轮(344)、第二输送带(345)，第二输送带(345)依次绕设于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传

动轮(344)、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传动轮(344)、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导向轮(342)、位于后

端的第二输送调节轮(343)、第二输送动力轮(341)、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调节轮(343)、位

于前端的第二输送导向轮(342)，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设置于工作台(1)上，第二输送动

力机构(36)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第二输送轴(3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送架(33)分别在

各个第二输送调节轮(343)的安装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Z轴方向的条形孔(10)，各个第

二输送调节轮(343)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10)的安装位置可调。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输送装置(2)沿工

件的行进方向依次包括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

(6)，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设置于上料装置(3)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之间，三级中间输

送模组(6)设置于下料装置(7)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输送装置(2)沿工

件的行进方向依次包括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

(6)，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均包括中间输送

架(41)、分别对称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前后两端上的两个中间输送组件(42)、沿Y轴方向

转动连接于中间输送架(41)上的中间输送轴(43)、用于驱动中间输送轴(43)转动的中间输

送动力机构(4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中间输送组件(42)

均包括套接于中间输送轴(43)上的中间输送动力轮(421)、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动力轮

(421)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导向轮(422)、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动力轮(421)底部两侧的两

个中间输送调节轮(423)、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顶部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传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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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中间输送带(425)，中间输送带(425)依次绕设于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424)、

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424)、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导向轮(422)、位于右侧的中间输

送调节轮(423)、中间输送动力轮(421)、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调节轮(423)、位于左侧的中

间输送导向轮(422)，中间输送动力机构(44)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上，中间输送动力机构

(44)的输出端驱动连接中间输送轴(4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输送架(41)分别在

各个中间输送调节轮(423)的安装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X轴方向的条形孔(10)，各个中

间输送调节轮(423)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10)的安装位置可调。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

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共用一个中间输送带(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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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存输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件输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缓存输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将工件进行输送上料至加工设备中，待加工设备对工件完

成加工后，再将工件从加工设备中进行输送下料，当上料一定数量的工件后，需要对用于容

纳放置待上料工件的上料料盘进行更换，以便后续继续上料，当下料一定数量的工件后，需

要对用于容纳放置下料工件的下料料盘进行更换，以便后续继续下料；在对上料料盘或下

料料盘进行更换时，均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更换上料料盘期间，需要对上料装置进行停止，

在更换下料料盘期间，需要对下料装置进行停止，无法做到持续上下料，不仅需要反复启停

设备，而且整体上下料效率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缓存输送装置，无需

反复地对设备进行启停，能够持续上下料，能够提高上下料效率，实用性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包括工作

台，所述工作台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设有上料装置、中间输送装置、下料装置，中间输送

装置位置处还设有缓存装置，缓存装置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上的缓存滑座、用

于驱动缓存滑座滑动的缓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缓存滑座上的缓存料框，缓存料框由上

往下依次设有多个用于容纳放置工件的容纳部，缓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缓存

滑动动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缓存滑座。

[0005]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上料装置、下料装置均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

于工作台上的输送滑座、用于驱动输送滑座滑动的输送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输送滑座上

的第二输送架、分别对称设置于第二输送架两侧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沿X轴方向转动连接

于第二输送架中部位置上的第二输送轴、用于驱动第二输送轴转动的第二输送动力机构，

输送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输送滑动动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输送滑座。

[0006]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两个所述第二输送组件均包括套接于第二输送轴上

的第二输送动力轮、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动力轮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导向轮、分别设

置于第二输送动力轮底部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调节轮、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架顶部前

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传动轮、第二输送带，第二输送带依次绕设于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

传动轮、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传动轮、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导向轮、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调

节轮、第二输送动力轮、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调节轮、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导向轮，第二输

送动力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第二输送动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第二输送轴。

[0007]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第二输送架分别在各个第二输送调节轮的安装

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Z轴方向的条形孔，各个第二输送调节轮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

的安装位置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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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中间输送装置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包括一级

中间输送模组、二级中间输送模组、三级中间输送模组，所述一级中间输送模组设置于上料

装置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之间，三级中间输送模组设置于下料装置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之

间。

[0009]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中间输送装置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包括一级

中间输送模组、二级中间输送模组、三级中间输送模组，一级中间输送模组、二级中间输送

模组、三级中间输送模组均包括中间输送架、分别对称设置于中间输送架前后两端上的两

个中间输送组件、沿Y轴方向转动连接于中间输送架上的中间输送轴、用于驱动中间输送轴

转动的中间输送动力机构。

[0010]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两个所述中间输送组件均包括套接于中间输送轴上

的中间输送动力轮、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动力轮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导向轮、分别设置于

中间输送动力轮底部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调节轮、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架顶部两侧的两个

中间输送传动轮、中间输送带，中间输送带依次绕设于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位于右

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导向轮、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调节轮、中间输送

动力轮、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调节轮、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导向轮，中间输送动力机构设置

于中间输送架上，中间输送动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中间输送轴。

[0011]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中间输送架分别在各个中间输送调节轮的安装

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X轴方向的条形孔，各个中间输送调节轮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

的安装位置可调。

[0012]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一级中间输送模组、二级中间输送模组、三级中

间输送模组共用一个中间输送带。

[0013]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缓存输送装置，包括工作台，所

述工作台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设有上料装置、中间输送装置、下料装置，中间输送装置位

置处还设有缓存装置，缓存装置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上的缓存滑座、用于驱动

缓存滑座滑动的缓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缓存滑座上的缓存料框，缓存料框由上往下依

次设有多个用于容纳放置工件的容纳部，缓存滑动动力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缓存滑动动

力机构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缓存滑座；

[0014] 当对下料料盘进行更换时，即上料速度大于下料速度时，缓存装置中的缓存料框

逐渐向上移动，中间输送装置上的工件依次被送入并堆叠放置于缓存料框中，当对上料料

盘进行更换时，即下料速度大于上料速度时，缓存装置中的缓存料框逐渐向下移动，通过中

间输送装置将缓存于缓存料框内的各个工件依次送出至下料装置上进行下料，本实用新型

无需反复地对设备进行启停，能够持续上下料，能够提高上下料效率，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工作台1、中间输送装置2、上料装置3、输送滑座31、输送滑动动力

机构32、第二输送架33、第二输送组件34、第二输送动力轮341、第二输送导向轮342、第二输

送调节轮343、第二输送传动轮344、第二输送带345、第二输送轴35、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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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中间输送架41、中间输送组件42、中间输送动力轮421、中间输送导向

轮422、中间输送调节轮423、中间输送传动轮424、中间输送带425、中间输送轴43、中间输送

动力机构4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下料装置7、缓存装置9、缓存滑座

91、缓存滑动动力机构92、缓存料框93、容纳部931、条形孔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工作

台1，所述工作台1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设有上料装置3、中间输送装置2、下料装置7，中间

输送装置2位置处还设有缓存装置9，缓存装置9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1上的缓

存滑座91、用于驱动缓存滑座91滑动的缓存滑动动力机构92、设置于缓存滑座91上的缓存

料框93，缓存料框93由上往下依次设有多个用于容纳放置工件的容纳部931，缓存滑动动力

机构92设置于工作台1上，缓存滑动动力机构92的输出端驱动连接缓存滑座91；当对下料料

盘进行更换时，即上料速度大于下料速度时，缓存装置9中的缓存料框93逐渐向上移动，中

间输送装置2上的工件依次被送入并堆叠放置于缓存料框93中，当对上料料盘进行更换时，

即下料速度大于上料速度时，缓存装置9中的缓存料框93逐渐向下移动，通过中间输送装置

2将缓存于缓存料框93内的各个工件依次送出至下料装置7上进行下料，本实用新型无需反

复地对设备进行启停，能够持续上下料，能够提高上下料效率，实用性强。

[0019] 上料装置3、下料装置7均包括沿Z轴方向滑动连接于工作台1上的输送滑座31、用

于驱动输送滑座31滑动的输送滑动动力机构32、设置于输送滑座31上的第二输送架33、分

别对称设置于第二输送架33两侧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沿X轴方向转动连接于第二输送

架33中部位置上的第二输送轴35、用于驱动第二输送轴35转动的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输

送滑动动力机构32设置于工作台1上，输送滑动动力机构32的输出端驱动连接输送滑座31。

[0020] 两个所述第二输送组件34均包括套接于第二输送轴35上的第二输送动力轮341、

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动力轮341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导向轮342、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

动力轮341底部前后两端的两个第二输送调节轮343、分别设置于第二输送架33顶部前后两

端的两个第二输送传动轮344、第二输送带345，第二输送带345依次绕设于位于前端的第二

输送传动轮344、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传动轮344、位于后端的第二输送导向轮342、位于后

端的第二输送调节轮343、第二输送动力轮341、位于前端的第二输送调节轮343、位于前端

的第二输送导向轮342，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设置于工作台1上，第二输送动力机构36的输

出端驱动连接第二输送轴35；第二输送组件34不仅结构简单合理，而且能够快速平稳地对

工件进行Y轴方向的输送。

[0021] 第二输送架33分别在各个第二输送调节轮343的安装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Z

轴方向的条形孔10，各个第二输送调节轮343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10的安装位置可调，通

过调节第二输送调节轮343的安装位置，从而能够对第二输送带345的张紧程度进行调节，

以保证具有较好的输送效果，实用性强。

[0022] 中间输送装置2沿工件的行进方向依次包括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

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设置于上料装置3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之

间，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设置于下料装置7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之间，整体结构布局更加

紧凑合理，占用空间小，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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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均包括中间输送架

41、分别对称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前后两端上的两个中间输送组件42、沿Y轴方向转动连接

于中间输送架41上的中间输送轴43、用于驱动中间输送轴43转动的中间输送动力机构44。

[0024] 两个所述中间输送组件42均包括套接于中间输送轴43上的中间输送动力轮421、

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动力轮421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导向轮422、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动力

轮421底部两侧的两个中间输送调节轮423、分别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顶部两侧的两个中间

输送传动轮424、中间输送带425，中间输送带425依次绕设于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

424、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传动轮424、位于右侧的中间输送导向轮422、位于右侧的中间输

送调节轮423、中间输送动力轮421、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调节轮423、位于左侧的中间输送

导向轮422，中间输送动力机构44设置于中间输送架41上，中间输送动力机构44的输出端驱

动连接中间输送轴43；中间输送组件42不仅结构简单合理，而且能够快速平稳地对工件进

行X轴方向的输送。

[0025] 中间输送架41分别在各个中间输送调节轮423的安装位置处开设有长度方向为X

轴方向的条形孔10，各个中间输送调节轮423分别在相对应的条形孔10的安装位置可调，通

过调节中间输送调节轮423的安装位置，从而能够对中间输送带425的张紧程度进行调节，

以保证具有较好的输送效果，实用性强。

[0026] 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共用一个中间输送

带425，不仅结构更加简单合理，而且能够保证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三

级中间输送模组6之间的输送速度的一致性，以保证对工件进行平稳地输送。

[0027] 工作原理：

[0028] 工件由上料装置3进行Y轴方向输送，当工件由上料装置3输送至一级中间输送模

组4上方位置时，上料装置3的输送滑座31向下移动并带动上料装置3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

34向下移动，随着上料装置3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逐渐向下移动，上料装置3上的工件被

放置于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上，工件由一级中间输送模组4进行X轴方向输送并输送至二级

中间输送模组5上，当对下料料盘进行更换时，即上料速度大于下料速度时，缓存装置9中的

缓存料框93逐渐向上移动，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上的工件依次被送入并堆叠放置于缓存料

框93中，当对上料料盘进行更换时，即下料速度大于上料速度时，缓存装置9中的缓存料框

93逐渐向下移动，通过二级中间输送模组5将缓存于缓存料框93内的各个工件依次送出至

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上，当工件由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输送至下料装置7上方位置时，下料装

置7的输送滑座31向上移动并带动下料装置7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向上移动，下料装置7

的两个第二输送组件34对三级中间输送模组6上的工件进行向上托起，工件由下料装置7进

行送出下料，本实用新型无需反复地对设备进行启停，能够持续上下料，能够提高上下料效

率，实用性强。

[0029] 当然，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

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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