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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

拣机,包括分拣机架，在分拣机架上设有分拣基

板，在分拣基板上设有分拣传送装置，在分拣基

板上设有一个以上的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上

设有一个以上的分拣吸盘装置，分拣吸盘装置与

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的纵向方向上对应；在分

拣基板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进料端还设有

过渡传送装置。分拣吸盘装置可直接将电池片从

分拣传送装置上运送到下料盘装置内，且分拣吸

盘装置可在分拣基板的横向方向上设置多个，下

料盘装置可在分拣基板的纵向方向上设置多个，

这样就能形成由多个分拣吸盘装置乘以多个下

料盘装置得到的数量的分等级存放位置，满足分

多种等级存放要求，且多个分拣吸盘装置可单独

工作，分拣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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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包括分拣机架，在分拣机架上设有分拣基板，其特征

在于：在分拣基板上设有分拣传送装置，在分拣基板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一侧设有一

个以上的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和下料盘装置的上方设有一个以

上的分拣吸盘装置，分拣吸盘装置与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的纵向方向上对应设置,且分

拣吸盘装置在与分拣吸盘装置对应的下料吸盘装置的设置方向上移动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在分拣基板上且

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进料端还设有过渡传送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传送装

置包括设在分拣基板上的分拣传送支架，在分拣传送支架的一端设有分拣传送主动轴，在

分拣传送主动轴的两端各设有一个分拣传送主动轮，在分拣传送主动轴上还设有分拣传送

中间轮，在分拣传送支架的另一端设有与分拣传送主动轮对应的分拣传送从动轮，在分拣

传送支架上还设有分拣传送驱动马达，在分拣传送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分拣传送驱动

轮，在分拣传送驱动轮与分拣传送中间轮之间设有驱动传送带，在分拣传送主动轮与分拣

传送从动轮之间设有分拣传送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盘装置

包括设在分拣基板上的料盒脚座，在料盒脚座上设有料盘调节立柱，在料盘调节立柱的上

端设有料盘安装架，料盘安装架包括横板和竖板，在竖板的一端设有圆形安装孔，在竖板的

另一端设有腰形调节孔，在圆形安装孔内设置第一手拧螺母，在腰形调节孔内设有第二手

拧螺母，在横板上设有下料盒，下料盒包括矩形的下料盒底板，下料盒底板上设有取料缺

口，在下料盒底板相邻的两条边上设有下料盒围板，在下料盒底板和下料盒围板上设有防

静电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吸盘装

置包括分拣吸盘座，在分拣吸盘座的一端设有第二驱动马达，在第二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

设有第二主动轮，在分拣吸盘座的另一端设有第二从动轮，在第二主动轮与第二从动轮之

间设有第二同步带，在分拣吸盘座内设有第二滑轨，在第二滑轨上设有第二滑块，在第二滑

块上设有第二托架，第二托架通过第二固定块与第二同步带相连，在第二托架上设有分拣

连杆，在分拣连杆的底端设有分拣吸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吸盘为

伯努利吸盘。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传送装

置包括过渡传送支架，在过渡传送支架的一端设有过渡传送主动轴，在过渡传送主动轴的

两端各设有一个过渡传送主动轮，在过渡传送主动轴上还设有过渡传送中间轮，在过渡传

送支架的另一端设有与过渡传送主动轮对应的过渡传送从动轮，在过渡传送支架上还设有

过渡传送驱动马达，在过渡传送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过渡传送驱动轮，在过渡传送驱

动轮与过渡传送中间轮之间设有过渡驱动传送带，在过渡传送主动轮与过渡传送从动轮之

间设有过渡传送带，在过渡传送支架上设有第一传感器支架和第二传感器支架，在第一传

感器支架上设有反射光电传感器，在第二传感器支架上设有接近传感器，在过渡传送支架

上且位于反射光电传感器的下方设有反射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在分拣基板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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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出料端还设有尾部料盒支架，在尾部料盒支架上设有尾部料盒。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机还包

括设在分拣机架内的分拣机控制系统和设在分拣机架前侧上方的分拣机主控开关、分拣机

控制面板和分拣机触摸屏，在分拣机控制面板上设有分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分

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分拣机主控开关、分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

分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均与分拣机控制系统电连接；在分拣机架的顶部设有

多层信号灯，多层信号灯与分拣机控制系统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其特征在于：在分拣机架的

四周均设有亚克力窗户，且分拣机前侧和分拣机后侧的窗户采用分体推拉式；在分拣机架

的前侧还设有安全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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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自动化设备，具体涉及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

背景技术

[0002] AOI(Automatic  Optic  Inspection)，即自动光学检验设备，是基于光学原理来对

待检材料的表面缺陷进行检测的装置。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是衡量生产线自动化程度的重要

指标，同时也是产品质量性能的重要保证。

[0003] 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以及最近几年太阳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全自动生产设备的

需求越来越多。在光伏太阳能领域，电池片制作完成后，通常要对其进行效率等方面的测

试，然后将电池片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分类。

[0004] 在申请号为201621332446.5，授权公告日为2017.07.11的专利文件中公开了一种

具备自动上下料功能的AOI检测系统，包括由若干组矩形支架合围而成的操作间，所述操作

间内设置有六轴机器人、除尘装置、AOI检测平台、拆夹垫纸装置，所述操作间的外壁上设有

操控平台，所述操作间的外部设有可移动的置板台车，其中：所述六轴机器人的机器臂末端

设有可翻转吸盘，所述除尘装置、所述AOI检测平台、所述拆夹垫纸装置均设置在所述六轴

机器人的工作半径内。该装置的上下料通过六轴机器人来完成，能可靠完成产品的上下料，

但是该种下料方式受六轴机器人位置的限制，很难做到要区分很多等级的产品分类，且一

个六轴机器人下料的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片分拣机，

解决电池片在下料时分多种等级且快速分拣的问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分拣机架，在分拣机架上设有分

拣基板，在分拣基板上设有分拣传送装置，在分拣基板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一侧设有

一个以上的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和下料盘装置的上方设有一个

以上的分拣吸盘装置，分拣吸盘装置与下料盘装置在分拣机架的纵向方向上对应设置,且

分拣吸盘装置在与分拣吸盘装置对应的下料吸盘装置的设置方向上移动设置。

[0007] 以上设置，分拣吸盘装置可直接将电池片从分拣传送装置上运送到下料盘装置

内，且分拣吸盘装置可在分拣基板的横向方向上设置多个，下料盘装置可在分拣基板的纵

向方向上设置多个，分拣吸盘装置与下料盘装置纵向设置，这样就能形成由多个分拣吸盘

装置乘以多个下料盘装置得到的数量的分等级存放位置，满足分多种等级存放要求，且多

个分拣吸盘装置可单独工作，互不影响，分拣的效率高。

[0008] 进一步的，在分拣基板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进料端还设有过渡传送装置，在

将分拣机安装在检测机旁时，受实际安装条件的限制，分拣机与检测机的传送装置很难完

全对正，如果分拣机与检测机的传送装置不能完全对正，那么电池片的传送就会出现误差，

因此设置过渡传送装置来消除误差，使电池片能从检测机的传送装置准确地传送至分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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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送装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分拣传送装置包括设在分拣基板上的分拣传送支架，在分拣传送

支架的一端设有分拣传送主动轴，在分拣传送主动轴的两端各设有一个分拣传送主动轮，

在分拣传送主动轴上还设有分拣传送中间轮，在分拣传送支架的另一端设有与分拣传送主

动轮对应的分拣传送从动轮，在分拣传送支架上还设有分拣传送驱动马达，在分拣传送驱

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分拣传送驱动轮，在分拣传送驱动轮与分拣传送中间轮之间设有驱

动传送带，在分拣传送主动轮与分拣传送从动轮之间设有分拣传送带。

[0010] 以上结构的分拣传送装置，结构简单，传送平稳，能精确控制电池片运送的速度。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下料盘装置包括设在分拣基板上的料盒脚座，在料盒脚座上设有

料盘调节立柱，在料盘调节立柱的上端设有料盘安装架，料盘安装架包括横板和竖板，在竖

板的一端设有圆形安装孔，在竖板的另一端设有腰形调节孔，在圆形安装孔内设置第一手

拧螺母，在腰形调节孔内设有第二手拧螺母，在横板上设有下料盒，下料盒包括矩形的下料

盒底板，下料盒底板上设有取料缺口，在下料盒底板相邻的两条边上设有下料盒围板，在下

料盒底板和下料盒围板上设有防静电板。

[0012] 以上结构，下料盘装置的下料盒可以以第一手拧螺杆为中心旋转一定的角度，落

下的电池片在重力的作用下靠向下料盒围板，便于电池片的整齐收集；取料缺口能方便手

指或机器将堆叠的电池片取出；防静电纸能防止电池片在落下时相互摩擦产生静电。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分拣吸盘装置包括分拣吸盘座，在分拣吸盘座的一端设有第二驱

动马达，在第二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设有第二主动轮，在分拣吸盘座的另一端设有第二从

动轮，在第二主动轮与第二从动轮之间设有第二同步带，在分拣吸盘座内设有第二滑轨，在

第二滑轨上设有第二滑块，在第二滑块上设有第二托架，第二托架通过第二固定块与第二

同步带相连，在第二托架上设有分拣连杆，在分拣连杆的底端设有分拣吸盘。

[0014] 以上设置，分拣吸盘由第二驱动马达驱动沿第二滑轨来回运动，设置滑轨，运送电

池片时分拣吸盘运行平稳，电池片不会震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分拣吸盘为伯努利吸盘，使用伯努利吸盘，能可靠吸附电池片，且

不会使电池片变形。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过渡传送装置包括过渡传送支架，在过渡传送支架的一端设有过

渡传送主动轴，在过渡传送主动轴的两端各设有一个过渡传送主动轮，在过渡传送主动轴

上还设有过渡传送中间轮，在过渡传送支架的另一端设有与过渡传送主动轮对应的过渡传

送从动轮，在过渡传送支架上还设有过渡传送驱动马达，在过渡传送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上

设有过渡传送驱动轮，在过渡传送驱动轮与过渡传送中间轮之间设有过渡驱动传送带，在

过渡传送主动轮与过渡传送从动轮之间设有过渡传送带，在过渡传送支架上设有第一传感

器支架和第二传感器支架，在第一传感器支架上设有反射光电传感器，在第二传感器支架

上设有接近传感器，在过渡传送支架上且位于反射光电传感器的下方设有反射板，过渡传

送装置能通过反射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池片的实际位置来控制过渡传送驱动马达将电

池片调整到预设的位置，使电池片能适应分拣传送装置输送的频率。

[0017] 进一步的，在分拣基板上且位于拣传送装置的出料端还设有尾部料盒支架，在尾

部料盒支架上设有尾部料盒，设置尾部料盒，万一某一个分拣吸盘装置出现故障，分拣传送

装置会将电池片运送至尾部料盒中，防止电池片掉落而摔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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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的，所述分拣机还包括设在分拣机架内的分拣机控制系统和设在分拣机架

前侧上方的分拣机主控开关、分拣机控制面板和分拣机触摸屏，在分拣机控制面板上设有

分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分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分拣机主控开

关、分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分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均与分拣机控

制系统电连接；在分拣机架的顶部设有多层信号灯，多层信号灯与分拣机控制系统电连接，

以上电子元器件和部件用来操作和控制分拣机，使分拣机正常工作。

[0019] 进一步的，在分拣机架的四周均设有亚克力窗户，且分拣机前侧和分拣机后侧的

窗户采用分体推拉式；在分拣机架的前侧还设有安全光栅，亚克力为透明的，便于观察分拣

机的工作，分体推拉式的窗户能便于拿取电池片和检修分拣机；安全光栅能在操作人员误

入工作区域时停止分拣机工作，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分拣传送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下料盘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分拣吸盘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分拣吸盘装置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过渡传送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至图6所示：分拣机3包括分拣机架31，在分拣机架31上设有分拣基板32，在

分拣基板32的后侧横向设置有分拣传送装置33。

[0028] 分拣传送装置33包括设在分拣基板12上的分拣传送支架331，在分拣传送支架331

的一端设有分拣传送主动轴332，在分拣传送主动轴332的两端各设有一个分拣传送主动轮

333，在分拣传送主动轴332上还设有分拣传送中间轮334，在分拣传送支架331的另一端设

有与分拣传送主动轮333对应的两个分拣传送从动轮335，在分拣传送支架上还设有分拣传

送驱动马达336，在分拣传送驱动马达336的输出轴上设有分拣传送驱动轮(未示出)，在分

拣传送驱动轮与分拣传送中间轮334之间设有驱动传送带337，在分拣传送主动轮333与分

拣传送从动轮335之间设有分拣传送带338，在分拣传送支架331上且位于分拣传送主动轴

332的一端设有分拣主动轴加强块339，分拣主动轴加强块339的一端固定设在分拣传送支

架331上，在分拣主动轴加强块339的另一端设有轴承，轴承的外圈与分拣主动轴加强块339

固定连接，分拣传送主动轴332与轴承的内圈固定连接，此处设置分拣主动轴加强块339能

加强分拣机架11的稳定性，使分拣传送主动轴332平稳旋转。

[0029] 在分拣基板32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的出料端还设有尾部料盒支架3310，在尾部

料盒支架3310上设有尾部料盒3311，

[0030] 在分拣基板32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33的前侧设有一个以上的下料盘装置34，本

实施例中，下料盘装置34的数量为24个，24个下料盘装置34分三行八列整齐排布，下料盘装

置34包括设在分拣基板32上的料盒脚座341，在料盒脚座341上设有料盘调节立柱342，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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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调节立柱342的上端设有料盘安装架343，料盘安装架343包括横板和竖板，在竖板的上端

设有圆形安装孔3430，在竖板的下端设有腰形调节孔3431，在圆形安装孔3430内设置第一

手拧螺杆344，在腰形调节孔3431内设有第二手拧螺杆345，在横板上设有下料盒346，下料

盒346包括矩形的下料盒底板3461，下料盒底板3461上设有取料缺口34610，在下料盒底板

3461相邻的两条边上设有下料盒围板3462，本实施例中，下料盒围板3462设置在下料盒底

板3461的左端和后端，在下料盒底板3461和下料盒围板3462上均设有防静电板347。下料盒

346可通过料盘安装架343上的圆形安装孔3430和腰形调节孔3431来调节倾斜的角度，第一

手拧螺杆344将料盘安装架343与料盘调节立柱342相连，第一手拧螺杆344作为旋转轴，旋

转料盘安装架343可调节下料盒346倾斜的角度，下料盒346倾斜后，落下的电池片在重力的

作用下靠向下料盒围板3462，便于电池片的整齐收集。

[0031] 在分拣机架31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33和下料盘装置34的上方设有一个以上的

分拣吸盘装置35，本实施例中，分拣吸盘装置35的数量为八个，八个分拣吸盘装置35与八列

下料盘装置34在分拣机架31的纵向方向上对应。纵向方向是指与分拣传送装置33的传送方

向相垂直的方向。

[0032] 分拣吸盘装置35包括分拣吸盘座351，在分拣吸盘座351的一端设有第一驱动马达

352，在第一驱动马达352的输出轴上通过减速器353设有第一主动轮354，在分拣吸盘座351

的另一端设有第一从动轮355，在第一主动轮354与第一从动轮355之间设有第一同步带

356，在分拣吸盘座351内设有第一滑轨357，在第一滑轨357上设有第一滑块358，在第一滑

块358上设有第一托架359，第一托架359通过第一固定块3510与第一同步带356相连，在第

一托架359上设有分拣连杆3511，在分拣连杆3511的底端设有分拣吸盘3512，本实施例中，

分拣吸盘为伯努利吸盘，在分拣吸盘座351上还设有分拣吸盘座盖板3513，在分拣吸盘座

351上还设有两个槽形光电开关3514，槽形光电开关3514为限位开关，在第一托架359上设

有感应片3515，感应片3515在两个槽形光电开关3514之间运动，当感应片3515运动至槽形

光电开关3514的开口槽内时，槽形光电开关3514控制第一驱动马达352停止转动，防止撞机

等意外情况发生。

[0033] 在分拣基板32上且位于分拣传送装置33的进料端还设有过渡传送装置，过渡传送

装置29包括过渡传送支架291，在过渡传送支架291的一端设有过渡传送主动轴292，在过渡

传送主动轴292的两端各设有一个过渡传送主动轮293，在过渡传送主动轴292上还设有过

渡传送中间轮294，在过渡传送支架291的另一端设有与过渡传送主动轮293对应的过渡传

送从动轮295，在过渡传送支架291上还设有过渡传送驱动马达296，在过渡传送驱动马达

296的输出轴上设有过渡传送驱动轮(未示出)，在过渡传送驱动轮与过渡传送中间轮294之

间设有过渡驱动传送带297，在过渡传送主动轮293与过渡传送从动轮295之间设有过渡传

送带298，在过渡传送支架291上设有第一传感器支架299和第二传感器支架2910，在第一传

感器支架299上设有反射光电传感器2911，在第二传感器支架2910上设有接近传感器2912，

在过渡传送支架291上且位于反射光电传感器2911的下方设有反射板2913。受实际安装条

件的影响，检测机与分拣机之间的实际安装间距会与预设的间距有差异，反射光电传感器

2911发出的激光束探测电池片当前的位置来控制过渡传送驱动马达296驱动过渡传送带

298前进或后退一定的距离，以调整电池片与分拣基板32的相对位置，使电池片适应分拣传

送装置33的输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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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分拣机还包括设在分拣机架内的分拣机控制系统和设在分拣机架31前侧上方的

分拣机主控开关36、分拣机控制面板37和分拣机触摸屏38，在分拣机控制面板37上设有分

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分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分拣机主控开关

36、分拣机启动开关、分拣机急停开关、分拣机暂停开关和分拣机电源指示灯均与分拣机控

制系统电连接；在分拣机架31的四周均设有亚克力窗户，且分拣机前侧和分拣机后侧的窗

户采用分体推拉式；在分拣机架31前侧还设有分拣机安全光栅。

[0035] 本方案的分拣吸盘装置35可直接将电池片从分拣传送装置33上运送到下料盘装

置34内，且分拣吸盘装置35可在分拣基板32的横向方向上设置多个，下料盘装置34可在分

拣基板32的纵向方向上设置多个，这样就能形成由多个分拣吸盘装置35乘以多个下料盘装

置34得到的数量的分等级存放位置，满足分多种等级存放要求，且多个分拣吸盘装置35可

单独工作，互不影响，分拣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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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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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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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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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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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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