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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

筛选设备，包括分拣运输平板台以及设置在所述

分拣运输平板台顶部端面内开口向上的凹槽，所

述凹槽内安装有传送带输送机构，所述传送带机

构包括后端转动配合连接设置在所述凹槽内左

右延伸的从动轴，后端所述从动轴左端末端贯穿

并伸出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端外且安装有第

一带轮，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后端端面上安装有

用以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动力连接的变速手

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右

端面上安装有相对称的导料滑坡；本发明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方便移动和搬运，同时，分拣功能

全面，信息处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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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包括分拣运输平板台以及设置在所述分拣运

输平板台顶部端面内开口向上的凹槽，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内安装有传送带输送机构，所

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包括后端转动配合连接设置在所述凹槽内左右延伸的从动轴，后端所述

从动轴左端末端贯穿并伸出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端外且安装有第一带轮，所述分拣运输

平板台后端端面上安装有用以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动力连接的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

机体，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右端面上安装有相对称的导料滑坡，所述导料滑坡上安装有

自前而后等距分布的若干个称重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右端面上安装有与所述称重

机构相对应的接料箱，所述接料箱顶部端面上固定安装有上下延伸且前后对称的竖直支撑

杆，所述竖直支撑杆顶部末端固定连接有左右对称的水平支撑板，所述水平支撑板靠近所

述分拣运输平板台端安装有位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顶部的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

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内安装有拨动传动腔，所述拨动传动腔底部安装有与所述

称重机构一一对应的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运输

机构顶部中心，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内还包括与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机构动力连

接的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底部设有四角分布的万向轮支撑机

构，所述万向轮支撑机构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底部端面上四角分布的支

撑腿，所述支撑腿底部设有万向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

带输送机构包括转动配合安装在所述凹槽内的前后相对称的从动轴，所述从动轴上设有滚

筒，两个所述滚筒之间动力连接有左右对称的输送皮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速

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包括设置在其内部的变速腔，所述变速腔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

伸的从动轴，所述从动轴左端伸出所述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左端端面外且设有第二

带轮，所述第一带轮与所述第二带轮之间动力连接有皮带，所述从动轴上安装有位于所述

变速腔内等距分布的若干变速齿轮，所述变速齿轮各个的直径大小自左而右依次减小，所

述变速腔底部设有向后的开口，所述变速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位于所述开口内的补位滑

块，所述补位滑块底部动力连接有推动器，所述推动器外表面嵌设在所述变速腔底部内壁

内且与之固定连接，所述补位滑块顶部安装有夹持左板，所述补位滑块顶部安装有位于所

述夹持左板右端的夹持右板，所述夹持右板内设有离合腔，所述补位滑块顶部断面上设有

开口向上的切换移位槽，所述切换移位槽内滑动安装有导滑块，所述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

接有左右延伸的螺纹杆，所述螺纹杆右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一电动机，所述夹持左板与所

述夹持右板之间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主动轴，所述主动轴左端动力连接有安装在所

述夹持左板内的第二电动机，所述主动轴右端伸进所述离合腔内且设有第一离合部件，所

述离合腔右端内壁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一端伸进所述离合腔

内且设有与所述第一离合部件动力连接地第二离合部件，所述转动轴另一端设有握力摇把

组合部件，所述主动轴上套接有用以与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的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

右端端面上转动配合连接有圆筒，所述圆筒上转动配合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底部与

所述导滑块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离合

部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主动轴右端的圆盘，所述圆盘内设有开口向右的第一六角槽，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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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角槽内滑动地安装有六角连接块，所述六角连接块左端顶压地安装有第一顶压弹簧，

所述六角连接块右端端面上铰接安装有铰接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离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移动的圆盘，所述圆盘内设有开口向左且用以与所

述六角连接块连接的第二六角槽。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握力

摇把组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另一端的摇把，所述摇把横把内设有夹层腔，

所述夹层腔内贯通设有上下对称的滑槽，所述夹层腔内转动地安装有上下对称固定轴，所

述固定轴上固定连接有伸出所述夹层腔外的握力把，所述握力把与所述夹层腔之间顶压设

有第二顶压弹簧，所述固定轴上安装有位于所述握力把前端的拨动齿轮，所述滑槽内滑动

配合连接有扩张块，所述摇把和所述转动轴内滑接有绳索，所述绳索一端与所述铰接球固

定连接，所述绳索另一端伸进所述夹层腔内并环绕两个所述扩张块，末端与所述夹层腔内

壁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

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导料滑坡内开口向上的嵌塞槽，所述嵌塞槽内滑接有接料块，所述接

料块底部电联有检重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料

箱内设有开口向上的接料腔，所述接料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缓冲板，所述缓冲板底部顶压

地安装有第三顶压弹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

复位拨料板机构包括转动地安装在所述拨动传动腔底部壁体内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底部

贯穿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底部端面外且固定连接有拨料板，所述转动轴顶部安

装有圆柱头，所述圆柱头左端固定连接连接板，所述连接板内转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

夹接杆，所述夹接杆上下端设有六角头，所述转动轴上弹性安装有位于所述圆柱头底部的

扭力弹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特征在于：智能视

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包括相通地设置在所述拨动传动腔左端内壁内的拨动槽，所述拨动槽

内滑动配合连接有载动块，所述载动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前后延伸的螺纹杆，所述螺纹杆

后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三电动机，所述载动块内设有开口向右并与所述转动轴相对应的推

出槽，所述推出槽内滑动地安装有滑块，所述滑块左端末端动力连接有推动器，所述滑块右

端末端固定连接有上下对称的夹持板，所述夹持板右端设有用以与所述六角头对接的夹持

槽，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底部端面内设有与所述转动轴一一对应的处理器，所

述处理器底部电联安装有摄像识别头，从而便于装置的自动启动对应方向拨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807069 B

3



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流分拣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的发展，目前国内外的物流信息量极大，由于物流包裹的信息量极大，包

括地域、种类和重量等等的信息各有不同，那么需要在分拣站进行相应的分拣处理，但是根

据目前的分拣设备存在设备体型较大，固定式的整体模式，分拣需要到达固定的地方，给分

拣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一般的分拣设备仅仅存在单一的运输式分拣，仅仅起到运输的作

用，对于包裹的信息和重量并没有采用具体的视觉采集，导致分拣工作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后续需要人工分拣，费时费力，而且由于许多的包裹需要及其细心的处理，不可调节的运输

速度和存在的接料设备会导致包裹的损坏，但是本发明的阐述的装置解决了此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其能够

解决上述现在技术中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

设备，包括分拣运输平板台以及设置在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顶部端面内开口向上的凹槽，

所述凹槽内安装有传送带输送机构，所述传送带机构包括后端转动配合连接设置在所述凹

槽内左右延伸的从动轴，后端所述从动轴左端末端贯穿并伸出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端外

且安装有第一带轮，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后端端面上安装有用以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动

力连接的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左右端面上安装有相对称的导

料滑坡，所述导料滑坡上安装有自前而后等距分布的若干个称重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

台左右端面上安装有与所述称重机构相对应的接料箱，所述接料箱顶部端面上固定安装有

上下延伸且前后对称的竖直支撑杆，所述竖直支撑杆顶部末端固定连接有左右对称的水平

支撑板，所述水平支撑板靠近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端安装有位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顶部

的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内安装有拨动传动腔，所

述拨动传动腔底部安装有与所述称重机构一一对应的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所述弹性复位

拨料板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运输机构顶部中心，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内还包括

与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机构动力连接的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底

部设有四角分布的万向轮支撑机构，所述万向轮支撑机构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分拣运输

平板台底部端面上四角分布的支撑腿，所述支撑腿底部设有万向轮。

[0005] 具体地，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包括转动配合安装在所述凹槽内的前后相对称的从

动轴，所述从动轴上设有滚筒，两个所述滚筒之间动力连接有左右对称的输送皮带，从而便

于物流包裹的快速平稳运输。

[0006] 具体地，所述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包括设置在其内部的变速腔，所述变速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9807069 B

4



腔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从动轴，所述从动轴左端伸出所述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

机体左端端面外且设有第二带轮，所述第一带轮与所述第二带轮之间动力连接有皮带，所

述从动轴上安装有位于所述变速腔内等距分布的若干变速齿轮，所述变速齿轮各个的直径

大小自左而右依次减小，所述变速腔底部设有向后的开口，所述变速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

位于所述开口内的补位滑块，所述补位滑块底部动力连接有推动器，所述推动器外表面嵌

设在所述变速腔底部内壁内且与之固定连接，所述补位滑块顶部安装有夹持左板，所述补

位滑块顶部安装有位于所述夹持左板右端的夹持右板，所述夹持右板内设有离合腔，所述

补位滑块顶部断面上设有开口向上的切换移位槽，所述切换移位槽内滑动安装有导滑块，

所述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螺纹杆，所述螺纹杆右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一电

动机，所述夹持左板与所述夹持右板之间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主动轴，所述主动轴

左端动力连接有安装在所述夹持左板内的第二电动机，所述主动轴右端伸进所述离合腔内

且设有第一离合部件，所述离合腔右端内壁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动轴，所述转

动轴一端伸进所述离合腔内且设有与所述第一离合部件动力连接地第二离合部件，所述转

动轴另一端设有握力摇把组合部件，所述主动轴上套接有用以与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的

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右端端面上转动配合连接有圆筒，所述圆筒上转动配合连接有连

接板，所述连接板底部与所述导滑块固定连接，从而便于实现有效的输送变速，利于有效控

制运输质量。

[0007] 优选地，第一离合部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主动轴右端的圆盘，所述圆盘内设有开口

向右的第一六角槽，所述第一六角槽内滑动地安装有六角连接块，所述六角连接块左端顶

压地安装有第一顶压弹簧，所述六角连接块右端端面上铰接安装有铰接球，从而便于离合

的分与合。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二离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移动的圆盘，所述圆盘

内设有开口向左且用以与所述六角连接块钳接的第二六角槽，从而便于第一离合部件的连

接。

[0009] 优选地，所述握力摇把组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另一端的摇把，所

述摇把横把内设有夹层腔，所述夹层腔内贯通设有上下对称的滑槽，所述夹层腔内转动地

安装有上下对称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上固定连接有伸出所述夹层腔外的握力把，所述握力

把与所述夹层腔之间顶压设有第二顶压弹簧，所述固定轴上安装有位于所述握力把前端的

拨动齿轮，所述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扩张块，所述摇把和所述转动轴内滑接有绳索，所述

绳索一端与所述铰接球固定连接，所述绳索另一端伸进所述夹层腔内并环绕两个所述扩张

块，末端与所述夹层腔内壁固定连接，从而便于装置的自动手动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称重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导料滑坡内开口向上的嵌塞槽，所述嵌塞

槽内滑接有接料块，所述接料块底部电联有检重器，从而便于实时便利的检测物流包裹的

重量一项。

[0011] 具体地，所述接料箱内设有开口向上的接料腔，所述接料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缓

冲板，所述缓冲板底部顶压地安装有第三顶压弹簧，从而防止物件损坏。

[0012] 优选地，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包括转动地安装在所述拨动传动腔底部壁体内

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底部贯穿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底部端面外且固定连接有

拨料板，所述转动轴顶部安装有圆柱头，所述圆柱头左端固定连接连接板，所述连接板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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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夹接杆，所述夹接杆上下端设有六角头，所述转动轴上弹性安装

有位于所述圆柱头底部的扭力弹簧，从而便于拨料板左右自动拨动包裹。

[0013] 具体地，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包括相通地设置在所述拨动传动腔左端内壁

内的拨动槽，所述拨动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载动块，所述载动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前后延

伸的螺纹杆，所述螺纹杆后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三电动机，所述载动块内设有开口向右并

与所述转动轴相对应的推出槽，所述推出槽内滑动地安装有滑块，所述滑块左端末端动力

连接有推动器，所述滑块右端末端固定连接有上下对称的夹持板，所述夹持板右端设有用

以与所述六角头对接的夹持槽，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底部端面内设有与所述转

动轴一一对应的处理器，所述处理器底部电联安装有摄像识别头，从而便于装置的自动启

动对应方向拨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在初始状态时，所述载动块位于所述拨动槽中部，所述

推出槽位于所述转动轴左端，所述滑块完全位于所述推出槽内，此时，所述连接板处于水平

状态，所述拨料板处于前后平行状态，所述导滑块位于所述切换移位槽最右端，此时，所述

主动齿轮与最小直径的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所述第一离合部件与所述第二离合部件分

离，从而便于装置的维护。

[0015] 当需要工作时，将所需分拣的物流包裹放置在所述输送皮带上，然后，用自动的方

式调节至指定的传输速度，启动所述第一电动机带动所述螺纹杆转动，使所述主动齿轮自

由移动直至与合适的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同时所述推动器同步做补位工作，使所述变

速齿轮与所述主动齿轮紧密齿合连接，然后启动所述第二电动机带动所述主动轴转动，可

实现驱动，并通过所述第一带轮、所述皮带和所述第二带轮的作用，可实现所述输送皮带的

稳定运输，当自动出现故障需要手动运输包裹时或需要及其仔细保护的包裹时，用手握住

所述横把，从而将握力把相互靠近，从而带动所述拨动齿轮转动，使两个所述扩张块相互背

离工作，从而将所述绳索张紧，从而将所述六角连接块从而所述第一六角槽内拉出与所述

第二六角槽钳接，此时，便可通过所述摇把带动所述主动轴转动，进而运输包裹，在此过程

中，所述摄像识别头不断地扫描在所述输送带上经过的包裹，若符合且对应位置的信息，所

述处理器传输信息给所述第三电动机和所述推动器，所述推动器先退出所述滑块，使所述

夹持板伸出，直至所述夹持槽与所述六角头对接，然后所述第三电动机带动所述载动块向

对应分拣所需的方向转动，然后所述拨料板转动，将路过的包裹剥离运输线，当包裹经过所

述称重机构时被称重，然后进入到所述接料箱内并由于所述缓冲板的作用可起到一定的保

护作用，从而提升装置分拣效果和信息录入全面性。

[0016] 当在分拣包裹过程中，当分拣件分拣完毕时，所述推动器恢复所述滑块进所述推

出槽内，所述第三电动机带动所述载动块恢复初始位置，然后由于所述扭力弹簧的作用，使

所述拨料板恢复初始位置，从而提升分拣效率和实用性能。

[0017] 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采用集自动运输，在自动运输动力端设置变速手

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而其又采用第一离合部件、第二离合部件和握力摇把组合部件，来实

现不同情况下的运输快慢工作，提升工作稳定性，物件保护性能，以及节能环保作用，装置

还采用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和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有效的将复杂多种信息的包裹

分拣，提升分拣丰富性，又设置接料箱可有效的接分拣的物件，保护包裹的性能得以提升，

使用性能较高，移动便利，占地面积小，使用作业环境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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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A的截面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夹持右板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图6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智能视觉识别物流包裹筛选设备，包括分拣运输平板台100以及设置在所述分拣运

输平板台100顶部端面内开口向上的凹槽101，所述凹槽101内安装有传送带输送机构，所述

传送带机构包括后端转动配合连接设置在所述凹槽101内左右延伸的从动轴106，后端所述

从动轴106左端末端贯穿并伸出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左端外且安装有第一带轮105，所

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后端端面上安装有用以与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动力连接的变速手动

自动双相动力机体158，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左右端面上安装有相对称的导料滑坡104，

所述导料滑坡104上安装有自前而后等距分布的若干个称重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

左右端面上安装有与所述称重机构相对应的接料箱115，所述接料箱115顶部端面上固定安

装有上下延伸且前后对称的竖直支撑杆116，所述竖直支撑杆116顶部末端固定连接有左右

对称的水平支撑板117，所述水平支撑板117靠近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端安装有位于所

述传送带输送机构顶部的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118，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

体118内安装有拨动传动腔130，所述拨动传动腔130底部安装有与所述称重机构一一对应

的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运输机构顶部中心，所

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118内还包括与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机构动力连接的智能视觉

识别离合驱动机构，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底部设有四角分布的万向轮支撑机构，所述万

向轮支撑机构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分拣运输平板台100底部端面上四角分布的支撑腿

110，所述支撑腿110底部设有万向轮111。

[0026] 有益地，所述传送带输送机构包括转动配合安装在所述凹槽101内的前后相对称

的从动轴106，所述从动轴106上设有滚筒103，两个所述滚筒103之间动力连接有左右对称

的输送皮带102，从而便于物流包裹的快速平稳运输。

[0027] 有益地，所述变速手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包括设置在其内部的变速腔161，所述变

速腔161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从动轴159，所述从动轴159左端伸出所述变速手动

自动双相动力机体左端端面外且设有第二带轮160，所述第一带轮105与所述第二带轮160

之间动力连接有皮带157，所述从动轴159上安装有位于所述变速腔161内等距分布的若干

变速齿轮162，所述变速齿轮162各个的直径大小自左而右依次减小，所述变速腔161底部设

有向后的开口168，所述变速腔161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位于所述开口168内的补位滑块173，

所述补位滑块173底部动力连接有推动器172，所述推动器172外表面嵌设在所述变速腔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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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内壁内且与之固定连接，所述补位滑块173顶部安装有夹持左板175，所述补位滑块173

顶部安装有位于所述夹持左板175右端的夹持右板163，所述夹持右板163内设有离合腔

176，所述补位滑块173顶部断面上设有开口向上的切换移位槽171，所述切换移位槽171内

滑动安装有导滑块169，所述导滑块169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螺纹杆170，所述螺纹

杆170右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一电动机167，所述夹持左板175与所述夹持右板163之间转动

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主动轴196（或178），所述主动轴196（或178）左端动力连接有安装在

所述夹持左板175内的第二电动机174，所述主动轴196（或178）右端伸进所述离合腔176内

且设有第一离合部件，所述离合腔176右端内壁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转动轴183，

所述转动轴183一端伸进所述离合腔176内且设有与所述第一离合部件动力连接地第二离

合部件，所述转动轴183另一端设有握力摇把组合部件，所述主动轴196（或178）上套接有用

以与所述变速齿轮162齿合连接的主动齿轮166，所述主动齿轮166右端端面上转动配合连

接有圆筒165，所述圆筒165上转动配合连接有连接板164，所述连接板164底部与所述导滑

块169固定连接，从而便于实现有效的输送变速，利于有效控制运输质量。

[0028] 有益地，第一离合部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主动轴196（或178）右端的圆盘177，所述圆

盘177内设有开口向右的第一六角槽180，所述第一六角槽180内滑动地安装有六角连接块

181，所述六角连接块181左端顶压地安装有第一顶压弹簧179，所述六角连接块181右端端

面上铰接安装有铰接球182，从而便于离合的分与合。

[0029] 有益地，所述第二离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183移动的圆盘186，所

述圆盘186内设有开口向左且用以与所述六角连接块181钳接的第二六角槽185，从而便于

第一离合部件的连接。

[0030] 有益地，所述握力摇把组合部件包括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转动轴183另一端的摇把

188，所述摇把188横把内设有夹层腔195，所述夹层腔195内贯通设有上下对称的滑槽189，

所述夹层腔195内转动地安装有上下对称固定轴190，所述固定轴190上固定连接有伸出所

述夹层腔195外的握力把192，所述握力把192与所述夹层腔195之间顶压设有第二顶压弹簧

193，所述固定轴190上安装有位于所述握力把192前端的拨动齿轮191，所述滑槽189内滑动

配合连接有扩张块194，所述摇把188和所述转动轴183内滑接有绳索184，所述绳索184一端

与所述铰接球182固定连接，所述绳索184另一端伸进所述夹层腔195内并环绕两个所述扩

张块194，末端与所述夹层腔195内壁固定连接，从而便于装置的自动手动连接。

[0031] 有益地，所述称重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导料滑坡104内开口向上的嵌塞槽107，所

述嵌塞槽107内滑接有接料块108，所述接料块108底部电联有检重器109，从而便于实时便

利的检测物流包裹的重量一项。

[0032] 有益地，所述接料箱115内设有开口向上的接料腔114，所述接料腔114内滑动配合

连接有缓冲板113，所述缓冲板113底部顶压地安装有第三顶压弹簧112，从而防止物件损

坏。

[0033] 有益地，所述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包括转动地安装在所述拨动传动腔130底部壁

体内的转动轴123，所述转动轴123底部贯穿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118底部端面

外且固定连接有拨料板124，所述转动轴123顶部安装有圆柱头129，所述圆柱头129左端固

定连接连接板128，所述连接板128内转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夹接杆126，所述夹接杆

126上下端设有六角头127，所述转动轴123上弹性安装有位于所述圆柱头129底部的扭力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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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125，从而便于拨料板124左右自动拨动包裹。

[0034] 有益地，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包括相通地设置在所述拨动传动腔130左端

内壁内的拨动槽119，所述拨动槽119内滑动配合连接有载动块133，所述载动块133内螺纹

配合连接有前后延伸的螺纹杆120，所述螺纹杆120后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三电动机120，所

述载动块133内设有开口向右并与所述转动轴123相对应的推出槽132，所述推出槽132内滑

动地安装有滑块122，所述滑块122左端末端动力连接有推动器121，所述滑块122右端末端

固定连接有上下对称的夹持板131，所述夹持板131右端设有用以与所述六角头127对接的

夹持槽134，所述智能视觉识别驱动拨料机体118底部端面内设有与所述转动轴123一一对

应的处理器156，所述处理器156底部电联安装有摄像识别头155，从而便于装置的自动启动

对应方向拨动。

[0035] 初始状态时，所述载动块133位于所述拨动槽119中部，所述推出槽132位于所述转

动轴123左端，所述滑块122完全位于所述推出槽132内，此时，所述连接板128处于水平状

态，所述拨料板124处于前后平行状态，所述导滑块169位于所述切换移位槽171最右端，此

时，所述主动齿轮166与最小直径的所述变速齿轮162齿合连接，所述第一离合部件与所述

第二离合部件分离。

[0036] 当需要工作时，将所需分拣的物流包裹放置在所述输送皮带102上，然后，用自动

的方式调节至指定的传输速度，启动所述第一电动机167带动所述螺纹杆170转动，使所述

主动齿轮166自由移动直至与合适的所述变速齿轮162齿合连接，同时所述推动器172同步

做补位工作，使所述变速齿轮162与所述主动齿轮166紧密齿合连接，然后启动所述第二电

动机174带动所述主动轴196（或178）转动，可实现驱动，并通过所述第一带轮105、所述皮带

157和所述第二带轮160的作用，可实现所述输送皮带102的稳定运输，当自动出现故障需要

手动运输包裹时或需要及其仔细保护的包裹时，用手握住所述横把，从而将握力把192相互

靠近，从而带动所述拨动齿轮191转动，使两个所述扩张块194相互背离工作，从而将所述绳

索184张紧，从而将所述六角连接块181从而所述第一六角槽180内拉出与所述第二六角槽

185钳接，此时，便可通过所述摇把188带动所述主动轴196（或178）转动，进而运输包裹，在

此过程中，所述摄像识别头155不断地扫描在所述输送带103上经过的包裹，若符合且对应

位置的信息，所述处理器156传输信息给所述第三电动机135和所述推动器121，所述推动器

121先退出所述滑块122，使所述夹持板131伸出，直至所述夹持槽134与所述六角头127对

接，然后所述第三电动机135带动所述载动块133向对应分拣所需的方向转动，然后所述拨

料板124转动，将路过的包裹剥离运输线，当包裹经过所述称重机构时被称重，然后进入到

所述接料箱115内并由于所述缓冲板113的作用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037] 当在分拣包裹过程中，当分拣件分拣完毕时，所述推动器121恢复所述滑块122进

所述推出槽132内，所述第三电动机135带动所述载动块133恢复初始位置，然后由于所述扭

力弹簧125的作用，使所述拨料板124恢复初始位置。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在初始状态时，所述载动块位于所述拨动槽中部，所述

推出槽位于所述转动轴左端，所述滑块完全位于所述推出槽内，此时，所述连接板处于水平

状态，所述拨料板处于前后平行状态，所述导滑块位于所述切换移位槽最右端，此时，所述

主动齿轮与最小直径的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所述第一离合部件与所述第二离合部件分

离，从而便于装置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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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当需要工作时，将所需分拣的物流包裹放置在所述输送皮带上，然后，用自动的方

式调节至指定的传输速度，启动所述第一电动机带动所述螺纹杆转动，使所述主动齿轮自

由移动直至与合适的所述变速齿轮齿合连接，同时所述推动器同步做补位工作，使所述变

速齿轮与所述主动齿轮紧密齿合连接，然后启动所述第二电动机带动所述主动轴转动，可

实现驱动，并通过所述第一带轮、所述皮带和所述第二带轮的作用，可实现所述输送皮带的

稳定运输，当自动出现故障需要手动运输包裹时或需要及其仔细保护的包裹时，用手握住

所述横把，从而将握力把相互靠近，从而带动所述拨动齿轮转动，使两个所述扩张块相互背

离工作，从而将所述绳索张紧，从而将所述六角连接块从而所述第一六角槽内拉出与所述

第二六角槽钳接，此时，便可通过所述摇把带动所述主动轴转动，进而运输包裹，在此过程

中，所述摄像识别头不断地扫描在所述输送带上经过的包裹，若符合且对应位置的信息，所

述处理器传输信息给所述第三电动机和所述推动器，所述推动器先退出所述滑块，使所述

夹持板伸出，直至所述夹持槽与所述六角头对接，然后所述第三电动机带动所述载动块向

对应分拣所需的方向转动，然后所述拨料板转动，将路过的包裹剥离运输线，当包裹经过所

述称重机构时被称重，然后进入到所述接料箱内并由于所述缓冲板的作用可起到一定的保

护作用，从而提升装置分拣效果和信息录入全面性。

[0040] 当在分拣包裹过程中，当分拣件分拣完毕时，所述推动器恢复所述滑块进所述推

出槽内，所述第三电动机带动所述载动块恢复初始位置，然后由于所述扭力弹簧的作用，使

所述拨料板恢复初始位置，从而提升分拣效率和实用性能。

[0041] 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采用集自动运输，在自动运输动力端设置变速手

动自动双相动力机体而其又采用第一离合部件、第二离合部件和握力摇把组合部件，来实

现不同情况下的运输快慢工作，提升工作稳定性，物件保护性能，以及节能环保作用，装置

还采用弹性复位拨料板机构和智能视觉识别离合驱动机构有效的将复杂多种信息的包裹

分拣，提升分拣丰富性，又设置接料箱可有效的接分拣的物件，保护包裹的性能得以提升，

使用性能较高，移动便利，占地面积小，使用作业环境较多。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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