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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拣矸机器人及智能拣矸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拣矸机器人及智

能拣矸系统，属于选煤设备技术领域。包括横向

移动组件，横向移动组件上设有纵向移动组件，

纵向移动组件上设有竖直移动组件，贯穿竖直移

动组件设有旋转组件，旋转组件底部通过缓冲装

置连接抓手组件；缓冲装置包括上下顺次布置的

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之间

通过弹性元件连接，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交错布

置，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角部顺次通过吊带连

接，下三角板连接抓手组件，上三角板连接旋转

组件。本实用新型实现了横向、纵向、竖直和旋转

四个方向的自由移动，抓手组件稳定性好，能够

精准拣矸，生产效率高，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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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横向移动组件(71)，横向移动组件(71)上设

有纵向移动组件(72)，纵向移动组件(72)上设有竖直移动组件(73)，贯穿竖直移动组件

(73)设有旋转组件(74)，旋转组件(74)底部通过缓冲装置(751)连接抓手组件(75)；

缓冲装置(751)包括上下顺次布置的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上三角板

(7511)和下三角板(7514)之间通过弹性元件连接，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交错

布置，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角部顺次通过吊带(7512)连接，下三角板(7514)

连接抓手组件(75)，上三角板(7511)连接旋转组件(7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抓手组件(75)包括连接旋转组

件(74)的底板(757)，底板(757)一侧设有抓手驱动装置，抓手驱动装置的工作端可转动地

连接主动杆(760)的顶端，主动杆(760)中部通过转轴(759)可转动地连接底板(757)，主动

杆(760)底端设有主动爪(756)；从动杆(762)与主动杆(760)并排布置，从动杆(762)顶端可

转动的连接底板(757)，主动杆(760)和从动杆(762)通过连杆(761)连接，连杆(761)第一端

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760)，连杆(761)第一端设于转轴(759)上方，连杆(761)第二端可转

动地连接从动杆(762)底端，从动杆(762)底端设有从动爪(753)，底板(757)上设有位置传

感器(755)；底板(757)连接下三角板(75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弹性元件为空气弹簧、板簧、螺

旋弹簧或碟形弹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重力传感器(754)。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向移动组件

(71)包括横向移动导轨(711)，横向移动导轨(711)上设有与之配合的横向移动滑块，横向

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纵向移动组件(72)，横向移动滑块连接横向驱动装置，横向驱动装置设

于横向移动导轨(711)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纵向移动组件(72)包括

纵向移动导轨(721)，纵向移动导轨(721)连接横向移动滑块，纵向移动导轨(721)上设有与

之配合的纵向移动滑块，纵向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竖直移动组件(73)，纵向移动滑块连接纵

向驱动装置，纵向驱动装置设于纵向移动导轨(721)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直移动组件(73)包括

竖直移动导轨(731)，竖直移动导轨(731)上设有与之配合的竖直移动滑块(733)，竖直移动

滑块(733)连接纵向移动滑块，竖直移动滑块(733)连接竖直驱动装置，竖直驱动装置设于

竖直移动导轨(731)上，竖直移动导轨(731)底部设有抓手组件(7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贯穿竖直移动导轨(731)设有

旋转轴(741)，旋转轴(741)底部连接抓手组件(75)，旋转轴(741)顶端连接旋转驱动装置，

旋转驱动装置设于竖直移动导轨(731)顶端。

9.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智能拣矸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振动给料机(1)，振动给料机(1)输出端连接输送机，输送机上方设有识别系统，识别系

统一侧设有执行系统；

识别系统包括设于输送机上方的工业相机(4)，工业相机(4)通过线路连接图像采集器

(5)，输送机上方还设有线光源，线光源对应工业相机设置；

执行系统包括智能拣矸机器人，智能拣矸机器人沿输送方向设于工业相机(4)后面，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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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拣矸机器人下方设有矸石溜槽。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智能拣矸系统，其特征在于，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数量为2-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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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拣矸机器人及智能拣矸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拣矸机器人及智能拣矸系统，属于选煤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洗选之前进行预先排矸有利于降低洗选压力，降低次生煤泥的产生量。目前

主流的煤炭预先排矸有人工拣矸、动筛排矸等湿法排矸工艺和智能干选技术。人工拣矸是

最传统的排矸方式，在煤炭进入洗选前设置手选带，工人站立在皮带两侧根据经验和专业

素养将矸石和杂物挑选出料。动筛排矸即采用动筛跳汰机进行湿法排矸，直接靠外力驱动

筛板在水介质中做上下运动，造成煤炭周期性松散，实现按密度分层，从而实现煤矸分离。

智能干选技术排矸的原理是物料经识别系统识别后，在采集器上产生可以反映物质属性的

特征信息，控制系统根据信息将分选要求传递给执行系统，执行系统根据指令完成分选任

务。目前在食品等轻工业行业有基于视觉识别的工业机器人替换人工分拣的相关介绍及应

用。这类机器人主要用于分拣小粒度范围，轻重量的物体，整体系统的运动速度比较慢。现

有技术存在以下技术缺陷：

[0003] 1、人工拣矸作业人员配置较多，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分选效率低、精度差

等是制约现代选煤发展的一个瓶颈。

[0004] 2、动筛排矸等湿法机械排矸虽然分选效率较高，但这些高效率的分选设备和工艺

均需要借助于水环境，水环境中实现煤矸分离自然涉及到后续脱水和煤泥水问题，这对于

缺水的西部区域来说分选过程消耗的水资源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0005] 3、现有的煤炭智能分选技术方面有基于γ射线识别的智能分选设备和工艺等，但

是γ射线属于天然射线源，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现有的一些基于X射线智能识别的相关文献

和专利，利用空气喷嘴作为执行机构来实现煤矸分离，比较适合于粒度为100mm以下的块

煤，对于大块煤需要的空气量较大，能耗较高，而且空气量大要求喷气时间较长，影响了执

行结构的连续动作速度和效率。

[0006] 4、目前在食品等轻工业行业有基于视觉识别的工业机器人替换人工分拣的相关

介绍及应用。但这类工业机器人相关机械结构上的设计导致三轴运动速度慢，工作效率低，

分拣周期耗时较长，不适合于抓取大块煤矸这样粒度最大粒度达到500mm左右，最大重量

30kg左右的物料。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拣矸机器人，实现了横向、纵向、竖直和旋转四

个方向的自由移动，抓手组件稳定性好，能够精准拣矸，生产效率高，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拣矸系统，实现了自动识别、自动拣矸，生

产效率高，拣矸效果好。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包括横向移动组件，横向移动组件上设有纵

向移动组件，纵向移动组件上设有竖直移动组件，贯穿竖直移动组件设有旋转组件，旋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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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底部通过缓冲装置连接抓手组件；

[0010] 缓冲装置包括上下顺次布置的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之间通

过弹性元件连接，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交错布置，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角部顺次通过吊带

连接，下三角板连接抓手组件，上三角板连接旋转组件。

[0011] 旋转组件可以带动抓手组件旋转，竖直移动组件带动抓手组件在竖直方向自由移

动，纵向移动组件带动竖直移动组件与抓手组件在纵向方向自由移动，横向移动组件带动

纵向移动组件、竖直移动组件与抓手组件在横向方向自由移动。旋转组件、横向移动组件、

纵向移动组件和竖直移动组件先对抓手组件位置进行精准调整，抓手组件拣取矸石，旋转

组件、横向移动组件、纵向移动组件和竖直移动组件带动抓手组件移动到适合位置，然后，

抓手组件将矸石放置或投放到适合位置。缓冲装置利用吊带通过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相互

连接，形成“三角六筋”结构，确保了抓手组件的稳定性，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停止时，可以吸

收振动或撞击的能量。

[0012] 抓手组件包括连接旋转组件的底板，底板一侧设有抓手驱动装置，抓手驱动装置

的工作端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的顶端，主动杆中部通过转轴可转动地连接底板，主动杆底

端设有主动爪；从动杆与主动杆并排布置，从动杆顶端可转动的连接底板，主动杆和从动杆

通过连杆连接，连杆第一端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连杆第一端设于转轴上方，连杆第二端可

转动地连接从动杆底端，从动杆底端设有从动爪，底板上设有位置传感器；底板连接下三角

板。抓手驱动装置动作，推动主动杆动作，主动杆通过连杆带动从动杆同步动作，实现主动

爪和从动爪相对动作，实现抓取和放置。位置传感器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通过

线路连接抓手驱动装置，控制系统采用现有的控制系统，属于现有技术，位置传感器与控制

系统的连接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控制系统与抓手驱动装置的连接为本领域常规技术，不予

赘述。

[0013] 进一步优选地，主动爪和从动爪相对的一侧均设有锯齿。抓紧更可靠更稳固。

[0014] 进一步优选地，弹性元件为空气弹簧、板簧、螺旋弹簧或碟形弹簧。

[0015]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重力传感器。确保主动爪和从动爪在负载超限时能够及时

松开，保护机械结构不收损伤。重力传感器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系统，为本领域常规技术，不

予赘述。

[0016]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横向移动组件包括横向移动导轨，横向移动导轨上设有与

之配合的横向移动滑块，横向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纵向移动组件，横向移动滑块连接横向驱

动装置，横向驱动装置设于横向移动导轨上。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纵向移动组件包括纵向移动导轨，纵向移动导轨连接横向

移动滑块，纵向移动导轨上设有与之配合的纵向移动滑块，纵向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竖直移

动组件，纵向移动滑块连接纵向驱动装置，纵向驱动装置设于纵向移动导轨上。

[001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竖直移动组件包括竖直移动导轨，竖直移动导轨上设有与

之配合的竖直移动滑块，竖直移动滑块连接纵向移动滑块，竖直移动滑块连接竖直驱动装

置，竖直驱动装置设于竖直移动导轨上，竖直移动导轨底部设有抓手组件。

[0019] 进一步优选地，贯穿竖直移动导轨设有旋转轴，旋转轴底部连接抓手组件，旋转轴

顶端连接旋转驱动装置，旋转驱动装置设于竖直移动导轨顶端。

[002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系统，包括振动给料机，振动给料机输出端连接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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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输送机上方设有识别系统，识别系统一侧设有执行系统；

[0021] 识别系统包括设于输送机上方的工业相机，工业相机通过线路连接图像采集器，

输送机上方还设有线光源，线光源对应工业相机设置；

[0022] 执行系统包括智能拣矸机器人，智能拣矸机器人沿输送方向设于工业相机后面，

智能拣矸机器人下方设有矸石溜槽。识别系统布置于位于输送机上方的识别箱体内，利用

线光源的光照消除外界因素对工业相机所采集图像的影响。

[0023] 进一步优选地，识别系统还包括近红外-近红外光谱传感器和/或3D传感器系统

和/或射线和/或成像金属探测器和/或VIS-可见光谱传感器，结合多个传感器的数据，从而

可以创建更加准确的实时分析原煤流。

[0024] 输送机的输送带的带宽为1.6m-2.0m，较大的带宽便于给料机振动给料分摊开，避

免物料的相互堆积对后续图像侧采集的干扰，同时保证机械抓手在皮带上有抓取物料的空

间。

[0025] 振动给料机，其功能是接受来料皮带、料仓给煤机的原煤，经过其高频振动将其给

入输送机。

[0026] 进一步优选地，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数量为2-10个。

[0027] 进一步优选地，振动给料机与输送机之间设有倾斜滑板。振动给料机与输送机之

间，可以通过溜槽或者特制的倾斜滑板过渡连接。

[0028] 进一步优选地，智能拣矸机器人一侧设有跨步扶梯。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缓冲装置，利用吊带通过上三角板和下三角板相互连接，

形成“三角六筋”结构，确保了抓手组件的稳定性，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停止时，可以吸收振动

或撞击的能量；

[0031] 2、通过设置横向移动组件、纵向移动组件、竖直移动组件和旋转组件，实现了抓手

组件在X轴、Y轴、Z轴和W轴四周空间布局，实现了四个方向自由精准位置调控，拣矸精准率

高，拣矸效率高，动作快；运动组件架置于机架上，如此形成门架式XYZW轴四轴空间布局。

XYZ轴运动速度均最大可以达到3m/s，加速度可以达到3G；

[0032] 3、通过设置四连杆连接的主动爪和从动爪，结构简单，动作可靠，拣取矸石更稳

固。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系统的有益效果是：

[0034] 1、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系统，通过设置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器和智能拣矸

机器人，利用射线识别煤炭信息，将信息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分选要求，命令三

维空间自由运动的智能拣矸机器人执行分选动作，完成块煤排矸的任务。全过程中不需要

要人力，自动化程度高，分选效率和精度高。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拣矸不利用人力，解决

了人工拣矸工作繁重、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0035] 2、煤炭分选排矸在无水环境中进行，避免水资源的消耗，降低了分选成本，避免了

次生煤泥的产生，特别适合于矸石易泥化的煤炭的排矸；特别适合于煤炭储量大、水资源匮

乏的我国西部地区。

[0036] 3、采用工业相机和图像采集器作为识别系统，采用智能拣矸机器人作为执行系

统，识别系统和执行系统均架设于输送机上，适合于原生产线上直接升级改造，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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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空间小。采用三维空间自由运转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相对于利用空气喷嘴作为执行结

构来实现煤矸分离，抓取煤矸石时需要的能耗较低，较适合于大块原煤的排矸。同时，抓取

过程中，不会产生粉尘，更加环保。

[0037] 4、原煤可以不筛除细粒物料，先通过振动给料机和倾斜滑板实现单层布料，工艺

简单可靠。由于拣矸分选时被捡出的含杂质较多的煤块通常较少，通过三维运动机械手臂

能准确快速的分选出杂质。相对于传统的人工拣矸和动筛排矸等作业，采用智能拣矸机器

人，具有能耗小，成本低，效率高且环保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是图1中抓手组件结构示意图，

[0040] 图3是图2的左视图，

[0041] 图4是图2的俯视图，

[0042] 图5是抓手组件中主动爪与从动爪连接关系结构示意图，

[0043] 图6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系统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中：1、振动给料机  2、倾斜滑板  3、皮带输送机  4、工业相机  5、图像采集器  6、

跨步扶梯  7、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  8、第一矸石溜槽  9、第二智能拣矸机器人  10、第二矸石

溜槽；

[0045] 71、横向移动组件  72、纵向移动组件  73、竖直移动组件  74、旋转组件  75、抓手组

件；

[0046] 711、横向移动导轨  712、横向伺服电机；

[0047] 721、纵向移动导轨  722、纵向伺服电机；

[0048] 731、竖直移动导轨  732、竖直伺服电机  733、竖直移动滑块；

[0049] 741、旋转轴  742、旋转伺服电机；

[0050] 751、缓冲装置  752、抓手气缸  753、从动爪  754、重力传感器  755、位置传感器 

756、主动爪  757、底板  758、延长杆  759、转轴  760、主动杆  761、连杆  762、从动杆；

[0051] 7511、上三角板  7512、吊带  7513、空气弹簧  7514、下三角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作进

一步清楚、完整地描述：

[0053] 实施例1

[0054] 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的实施例，包括横向移动组

件71，横向移动组件71上设有纵向移动组件72，纵向移动组件72上设有竖直移动组件73，贯

穿竖直移动组件73设有旋转组件74，旋转组件74底部通过缓冲装置751连接抓手组件75；

[0055] 缓冲装置751包括上下顺次布置的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上三角板7511

和下三角板7514之间通过弹性元件连接，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交错布置，上三角

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角部顺次通过吊带7512连接，下三角板7514连接抓手组件75，上三

角板7511连接旋转组件74。弹性元件可以为空气弹簧7513、板簧、螺旋弹簧或碟形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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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缓冲装置751利用吊带7512通过上三角板7511和下三角板7514相互连接，形成“三

角六筋”结构，确保了抓手组件的稳定性，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停止时，可以吸收振动或撞击

的能量。缓冲装置751起到柔性连接抓手组件和竖直导轨的作用，起到缓冲保护机械装置的

作用。

[0057] 抓手组件75包括连接旋转组件74的底板757，底板757一侧设有抓手驱动装置，抓

手驱动装置的工作端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760的顶端，抓手气缸的工作端可以通过延长杆

758连接主动杆，抓手气缸的工作端连接延长杆758，延长杆758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主动

杆760中部通过转轴759可转动地连接底板757，主动杆760底端设有主动爪756；从动杆762

与主动杆760并排布置，从动杆762顶端可转动的连接底板757，主动杆760和从动杆762通过

连杆761连接，连杆761第一端可转动地连接主动杆760，连杆761第一端设于转轴759上方，

连杆761第二端可转动地连接从动杆762底端，从动杆762底端设有从动爪753，底板757上设

有位置传感器755。底板757连接下三角板7514。抓手驱动装置可以为抓手气缸752或抓手电

缸。抓手驱动装置动作，推动主动杆动作，主动杆通过连杆带动从动杆同步动作，实现主动

爪和从动爪相对动作，实现抓取和放置。位置传感器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通过

线路连接抓手驱动装置，控制系统为现有技术，位置传感器与控制系统的连接是本领域常

规技术，控制系统与抓手驱动装置的连接为本领域常规技术，不予赘述。

[0058] 主动爪756和从动爪753相对的一侧均设有锯齿。

[0059] 还包括重力传感器754。确保主动爪和从动爪在负载超限时及时松开，保护机械结

构不收损伤。重力传感器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系统，均为本领域常规技术，不予赘述。

[0060] 所述的横向移动组件71包括横向移动导轨711，横向移动导轨711上设有与之配合

的横向移动滑块，横向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纵向移动组件72，横向移动滑块连接横向驱动装

置，横向驱动装置设于横向移动导轨711上。横向驱动装置可以为横向气缸、横向电缸或横

向伺服电机712。

[0061] 所述的纵向移动组件72包括纵向移动导轨721，纵向移动导轨721连接横向移动滑

块，纵向移动导轨721上设有与之配合的纵向移动滑块，纵向移动滑块固定连接竖直移动组

件73，纵向移动滑块连接纵向驱动装置，纵向驱动装置设于纵向移动导轨721上。纵向驱动

装置可以为纵向气缸、纵向电缸或纵向伺服电机722。

[0062] 所述的竖直移动组件73包括竖直移动导轨731，竖直移动导轨731上设有与之配合

的竖直移动滑块733，竖直移动滑块733连接纵向移动滑块，竖直移动滑块733连接竖直驱动

装置，竖直驱动装置设于竖直移动导轨731上，竖直移动导轨731底部设有抓手组件75。竖直

驱动装置可以为竖直气缸、竖直电缸或竖直伺服电机732。

[0063] 贯穿竖直移动导轨731设有旋转轴741，旋转轴741底部连接抓手组件75，旋转轴

741顶端连接旋转驱动装置，旋转驱动装置设于竖直移动导轨731顶端。旋转驱动装置可以

为旋转气缸、旋转电缸或旋转伺服电机742。

[0064] 工作过程或工作原理：

[0065] 横向移动组件实现X轴上自由移动；纵向移动组件实现Y轴上自由移动；竖直移动

组件实现Z轴上自由移动，旋转组件实现W轴上自由移动，横向移动组件、纵向移动组件、竖

直移动组件和旋转组件架置于机架上，如此形成门架式XYZW轴四轴空间布局。

[0066] 抓手组件中，抓手气缸的活塞杆、主动杆、从动杆和连杆形成四连杆结构，抓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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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活塞杆伸出和收回，带动四连杆动作，从而带动主动爪和从动爪相对动作，主动爪和从动

爪组成爪子，实现了爪子张开与闭合。位置传感器根据接收到物料信息，通过控制系统，控

制气缸活塞杆的伸出和收回位置，从而控制爪子的张闭程度。重力传感器，通过控制系统，

控制负载超限时爪子及时松开，避免机械结构受损。

[0067] 抓取和放置矸石：旋转伺服电机驱动旋转轴转动，带动抓手组件旋转到适合的角

度；竖直伺服电机驱动竖直滑块，推动竖直导轨移动，带动抓手组件在竖直方向上移动到适

合位置；纵向伺服电机驱动纵向滑块移动，带动竖直移动组件和抓手组件沿纵向移动到适

合位置；横向伺服电机驱动横向移动滑块，带动纵向移动组件、竖直移动组件和抓手组件沿

横向移动到适合的位置，爪子同步张开，抓紧矸石后，横向伺服电机驱动横向移动滑块，带

动纵向移动组件、竖直移动组件和抓手组件沿横向移动到适合的位置，纵向伺服电机驱动

纵向滑块移动，带动竖直移动组件和抓手组件沿纵向移动到适合位置；竖直伺服电机驱动

竖直滑块，推动竖直导轨移动，带动抓手组件在竖直方向上移动到适合位置；爪子松开，放

置矸石，再开始准备下一次抓取，如此循环往复。旋转组件、横向移动组件、纵向移动组件和

竖直移动组件的移动顺序并不受限制，不受限于上述描述的移动顺序。

[0068] 如图1-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采用所述的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智能拣矸系统

的实施例，包括振动给料机1，振动给料机1输出端连接输送机，输送机上方设有识别系统，

识别系统一侧设有执行系统；

[0069] 识别系统包括设于输送机上方的工业相机4，工业相机4通过线路连接图像采集器

5，输送机上方还设有线光源，线光源对应工业相机设置；

[0070] 执行系统包括智能拣矸机器人，智能拣矸机器人沿输送方向设于工业相机后面，

智能拣矸机器人下方设有矸石溜槽。

[0071] 识别系统布置于位于输送机上方的识别箱体内，利用线光源的光照消除外界因素

对工业相机所采集图像的影响。识别系统还可以包括近红外-近红外光谱传感器、D传感器

系统、射线、成像金属探测器、VIS-可见光谱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结合多个传感器

的数据，从而可以创建更加准确的实时分析原煤流。近红外-近红外光谱传感器、D传感器系

统、射线、成像金属探测器、VIS-可见光谱传感器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系统。

[0072] 输送机可以为皮带输送机3、网带输送机或链板输送机。振动给料机1与输送机之

间设有倾斜滑板2。输送机的输送带的带宽为1.6m-2.0m，较大的带宽便于给料机振动给料

分摊开，避免物料的相互堆积对后续图像侧采集的干扰，同时保证智能拣矸机器人在皮带

上有抓取物料的空间。

[0073] 振动给料机，其功能是接受来料皮带、料仓给煤机的原煤，经过其高频振动将其给

入运输皮带。

[0074] 智能拣矸机器人的数量可以为2-10个，通常根据生产系统的规模等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通常设置2-3个；如图6所示，分别设有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7和第二智能拣矸机器人

9，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7下方设有第一矸石溜槽8；第二智能拣矸机器人9下方设有第二矸

石溜槽10。对于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7拣矸后，第二智能拣矸机器人9进行再拣矸，确保拣矸

干净，避免遗漏。但是，设置多个智能拣矸机器人不仅限于用于补漏，也可以用于捡拾不同

区域，多个智能拣矸机器人相互配合，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相应的，每个智能拣矸机器人

下方，对应设有矸石溜槽。智能拣矸机器人一侧设有跨步扶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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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工作过程或工作原理：

[0076] 原煤经过振动给料机1和倾斜滑板2实现布料后给入皮带输送机3，在皮带输送机

上分摊开来，通过皮带输送机上方的光源及工业相机4拍摄物料图像，图像采集器5根据采

集到的信息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程序和识别信息命令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7执

行分选动作，抓取出矸石放置于矸石溜槽8中，没有被第一智能拣矸机器人7处理的矸石和

杂质，再经过第二智能拣矸机器人9抓取出放置于第二矸石溜槽10中，自流运走。现场操作

人员可以通过跨步扶梯6观察来料情况和智能拣矸机器人的运动情况。

[0077] 本实用新型中对结构的方向以及相对位置关系的描述，如前后左右上下的描述，

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仅为描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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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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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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