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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表面处理自动化设

备包括机架、用于提供工件的供料机构、夹具、上

料组件、表面处理室、下料组件、第一夹具转移机

构及第二夹具转移机构，机架上设有上料传送导

轨、下料传送导轨及回流传送导轨；夹具放置于

上料传送导轨上；上料组件可将供料机构的工件

搬运至夹具上；上料传送导轨与表面处理室的入

口处对接并可将装有待处理的工件的夹具输送

至表面处理室内，下料传送导轨与表面处理室的

出口处对接并可将载有已处理的工件的夹具输

送走；下料组件可将工件从位于下料传送导轨的

夹具上卸载下来；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可将下料传

送导轨上的夹具转移至回流传送导轨上；第二夹

具转移机构可将回流传送导轨上的夹具转移至

上料传送导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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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上料传送导轨、下料传送导轨及回流传送导轨；

用于提供待处理的工件的供料机构，所述供料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上料

传送导轨的一侧；

用于装夹工件的夹具，所述夹具放置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上；

上料组件，所述上料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供料机构和所述上料传送导轨

之间，所述上料组件可将所述供料机构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夹具上；

表面处理室，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与所述表面处理室的入口处对接并可将装有待处理的

工件的所述夹具输送至所述表面处理室内，所述下料传送导轨与所述表面处理室的出口处

对接并可将载有已处理的工件的所述夹具输送走；

下料组件，所述下料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供料机构

之间，所述下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从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的夹具上卸载下来；

第一夹具转移机构，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

轨和所述回流传送导轨的同一端，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可将所述下料传送导轨上的空载

的所述夹具转移至所述回流传送导轨上；

第二夹具转移机构，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回流传送导

轨的另一端，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可将所述回流传送导轨上的夹具转移至所述上料传送

导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

还包括用于对工件进行前处理的前处理组件，所述前处理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

述供料机构和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之间，所述上料组件可将所述供料机构上的工件搬运至所

述前处理组件上，并可将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所述夹具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组件包括前处理

机械手及上料机械手，所述前处理机械手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供料机构和所述前

处理组件之间，所述上料机械手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前处理组件和所述上料传送

导轨之间，所述前处理机械手用于将所述供料机构上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前处理组件上，所

述上料机械手用于将所述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所述夹具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包

括第一直线移动机构及第一传送带，所述第一直线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

传送带设置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机构上，所述第一直线驱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一传送带移

动，以使所述第一传送带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或所述回流传送导轨对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包

括第二直线移动机构及第二传送带，所述第二直线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

传送带设置于所述第二直线移动机构上，所述第二直线移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二传送带移

动，以使所述第二传送带与所述回流传送导轨或所述上料传送导轨对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机构包括供料传

送导轨及用于放置工件的料架，所述供料传送导轨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上料传送

导轨的一侧，所述料架放置于所述供料传送导轨上，所述供料传送导轨可将所述料架传送

至所述与所述上料组件对应的位置处，以供所述上料组件将所述料架上的所述待处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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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搬运至所述夹具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传送导轨包括上

料带、下料带和升降料带，所述上料带和所述下料带呈上、下分布地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

述升降料带呈可升降地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位于所述上料带与所述下料带之间，以使所述

料架从所述上料带转移到所述下料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传送导轨还包括

回流料带，所述回流料带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带的上方，所述下料带可将空

载的所述料架传送至所述回流料带上，所述下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

述回流料带的所述料架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

还包括后处理组件，所述后处理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回

流料带之间，所述下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后处理组件内，以对所述已

处理的工件进行后处理；所述下料组件可将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回流料带的

所述料架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组件包括后处

理机械手和下料机械手，所述后处理机械手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

所述后处理组件之间，所述下料机械手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后处理组件和所述回

流料带之间，所述后处理机械手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后处理组件内，所述下

料机械手可将所述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回流料带的所述料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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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表面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表面处理是在基体材料表面上人工形成一层与基体的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

的表层的工艺方法。表面处理的目的是满足产品的耐蚀性、耐磨性、装饰或其他特种功能要

求。对于金属铸件，我们比较常用的表面处理方法是，机械打磨，化学处理，表面热处理，喷

涂表面，表面处理就是对工件表面进行清洁、清扫、去毛刺、去油污、去氧化皮等。

[0003] 但是现有的表面处理设备都是通过人工上下料，即是通过人工方式将工件装夹于

夹具上，并通过传送带单向传送装夹有工件的夹具，从而对工件进行表面处理，工件完成表

面处理后，再通过人工将已处理的工件从夹具中取出，因此，操作不方便，加工效率低，浪费

时间和人力，加工成本高；另外，对于空载后的夹具并没有进一步利用起来，存在夹具利用

率低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循环利用夹具、成本低及加工效率高的表面处理

自动化设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包括机架、用于提

供待处理的工件的供料机构、用于装夹工件的夹具、上料组件、表面处理室、下料组件、第一

夹具转移机构及第二夹具转移机构，所述机架上设有上料传送导轨、下料传送导轨及回流

传送导轨；所述供料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一侧；所述夹具放

置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上；所述上料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供料机构和所述上

料传送导轨之间，所述上料组件可将所述供料机构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夹具上；所述上料传

送导轨与所述表面处理室的入口处对接并可将装有待处理的工件的所述夹具输送至所述

表面处理室内，所述下料传送导轨与所述表面处理室的出口处对接并可将载有已处理的工

件的所述夹具输送走；所述下料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供

料机构之间，所述下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从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的夹具上卸载

下来；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回流传送

导轨的同一端，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可将所述下料传送导轨上的空载的所述夹具转移至

所述回流传送导轨上；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回流传送导轨

的另一端，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可将所述回流传送导轨上的夹具转移至所述上料传送导

轨上。

[0006] 较佳地，所述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还包括用于对工件进行前处理的前处理组件，

所述前处理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供料机构和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之间，所述上

料组件可将所述供料机构上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前处理组件上，并可将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

运至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夹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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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较佳地，所述上料组件包括前处理机械手及上料机械手，所述前处理机械手设置

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供料机构和所述前处理组件之间，所述上料机械手设置于所述机

架上并位于所述前处理组件和所述上料传送导轨之间，所述前处理机械手用于将所述供料

机构上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前处理组件上，所述上料机械手用于将所述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

运至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夹具上。

[0008] 较佳地，所述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包括第一直线移动机构及第一传送带，所述第一

直线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传送带设置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机构上，所述

第一直线驱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一传送带移动，以使所述第一传送带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

或所述回流传送导轨对接。

[0009] 较佳地，所述第二夹具转移机构包括第二直线移动机构及第二传送带，所述第二

直线移动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传送带设置于所述第二直线移动机构上，所述

第二直线移动机构可驱动所述第二传送带移动，以使所述第二传送带与所述回流传送导轨

或所述上料传送导轨对接。

[0010] 较佳地，所述供料机构包括供料传送导轨及用于放置工件的料架，所述供料传送

导轨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上料传送导轨的一侧，所述料架放置于所述供料传送导

轨上，所述供料传送导轨可将所述料架传送至所述与所述上料组件对应的位置处，以供所

述上料组件将所述料架上的所述待处理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夹具上。

[0011] 较佳地，所述供料传送导轨包括上料带、下料带和升降料带，所述上料带和所述下

料带呈上、下分布地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升降料带呈可升降地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位

于所述上料带与所述下料带之间，以使所述料架从所述上料带转移到所述下料带。

[0012] 较佳地，所述供料传送导轨还包括回流料带，所述回流料带设置于所述机架上并

位于所述下料带的上方，所述下料带可将空载的所述料架传送至所述回流料带上，所述下

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回流料带的所述料架上。

[0013] 较佳地，所述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还包括后处理组件，所述后处理组件设置于所

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回流料带之间，所述下料组件可将所述已处理的

工件搬运至所述后处理组件内，以对所述已处理的工件进行后处理；所述下料组件可将完

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所述回流料带的所述料架上。

[0014] 较佳地，所述下料组件包括后处理机械手和下料机械手，所述后处理机械手设置

于所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下料传送导轨和所述后处理组件之间，所述下料机械手设置于所

述机架上并位于所述后处理组件和所述回流料带之间，所述后处理机械手可将所述已处理

的工件搬运至所述后处理组件内，所述下料机械手可将所述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

所述回流料带的所述料架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本发明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通过上料传送导轨可将装夹

有工件的夹具传送至表面处理室内，使得表面处理室可对夹具上的工件进行表面处理，工

件完成表面处理后，表面处理室再将夹具传送至下料传送导轨，以便于将完成表面处理的

工件从夹具上卸载下来，接着通过第一夹具转移机构将卸载了工件的夹具转移回流传送导

轨上，以使夹具回流，再通过第二夹具转移机构将夹具重新转移至上料传送导轨上，以待重

新装夹下一工件，如此循环利用夹具，降低夹具使用成本；另外，本发明的表面处理自动化

设备还通过上料组件实现工件的自动上料，通过下料组件实现工件的自动下料，实现对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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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自动化表面处理，提高了加工效率高，降低人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的俯视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的另一角度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的结构框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夹具转移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夹具转移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图

作进一步说明。

[0023] 请参阅图1至图4，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包括机架1、供料机构2、

用于装夹工件的夹具111、上料组件3、表面处理室4、下料组件5、第一夹具转移机构6及第二

夹具转移机构7，机架1上设有上料传送导轨11、下料传送导轨12及回流传送导轨13，具体

地，上料传送导轨11、下料传送导轨12分别与回流传送导轨13呈平行地设置于机架1上，上

料传送导轨11和下料传送导轨12设置于同一传送方向上；供料机构2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

上料传送导轨11和下料传送导轨12的同一侧，供料机构2用于提供待处理的工件；夹具111

放置于上料传送导轨11上；上料组件3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供料机构2和上料传送导轨11

之间，上料组件3可将供料机构2的工件搬运至夹具111上，实现工件的自动上料；上料传送

导轨11与表面处理室4的入口处对接并可将装有待处理的工件的夹具111输送至表面处理

室4内，下料传送导轨12与表面处理室4的出口处对接并可将载有已处理的工件的夹具111

输送走；下料组件5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和供料机构2之间，下料组件5可

将已处理的工件从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的夹具111上卸载下来，实现工件的自动下料；第一

夹具转移机构6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和回流传送导轨13的同一端，第一夹

具转移机构6可将下料传送导轨12上的空载的夹具111转移至回流传送导轨13上；第二夹具

转移机构7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回流传送导轨13的另一端，第二夹具转移机构7可将回流

传送导轨13上的夹具111转移至上料传送导轨11上。更具体的如下：

[0024] 请参阅图2及图5，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夹具转移机构6包括第一直线移动机构61及

第一传送带62，第一直线驱动机构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和回流传送导轨

13的同一端，第一传送带62设置于第一直线驱动机构上，第一直线驱动机构可驱动第一传

送带62移动，以使第一传送带62与下料传送导轨12或回流传送导轨13对接。通过第一直线

驱动机构驱动第一传送带62与下料传送导轨12对接，使得下料传送导轨12可将卸载了工件

的夹具111传送至第一传送带62上，再通过第一直线驱动机构驱动第一传送带62与回流传

送导轨13对接，使得第一传送带62可将该工件传送至回流传送导轨13上。

[0025] 请参阅图2及图6，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夹具转移机构7包括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及

第二传送带72，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回流传送导轨13的另一端，第二

传送带72设置于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上，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可驱动第二传送带72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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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第二传送带72与回流传送导轨13或上料传送导轨11对接。通过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驱

动第二传送带72与回流传送导轨13对接，使得回流传送导轨13可将其上的夹具111传送至

第二传送带72上，再通过第二直线移动机构71驱动第二传送带72与上料传送导轨11对接，

使得第二传送带72可将该夹具111传送至上料传送导轨11上，以供下一工件再次装夹于该

夹具111上并进行表面处理。通过第一夹具转移机构6、回流传送导轨13和第二夹具转移机

构7将卸载了工件的回流至上料传送导轨11，从而可实现对夹具111的重复利用，降低夹具

111的使用成本。

[0026] 请参阅图1，为提高工件进行表面处理的质量，在工件进行表面处理前，需对工件

进行前处理，如除尘、去静电等，故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还包括用于对工件进行前处理

的前处理组件8，前处理组件8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供料机构2和上料传送导轨11之间，上

料组件3可将供料机构2上的工件搬运至前处理组件8上，并可将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运至

位于上料传送导轨11的夹具111上。由于前处理组件8为现有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

实际情况采用吹气除尘的结构或去静电的结构等等，故在此不赘述。由于上料组件3在将供

料机构2的工件搬运至位于上料传送导轨11的夹具111的过程中，需将工件先搬运至前处理

组件8中以对工件进行前处理，故上料组件3包括前处理机械手31及上料机械手32，前处理

机械手31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供料机构2和前处理组件8之间，上料机械手32设置于机架1

上并位于前处理组件8和上料传送导轨11之间；前处理机械手31用于将供料机构2上的工件

搬运至前处理组件8上，上料机械手32用于将完成前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上料传送导轨

11的夹具111上。前处理机械手31和上料机械手32均可采用现有的机械手结构，故在此不赘

述。

[0027] 请参阅图1及图2，供料机构2包括供料传送导轨21及用于放置工件的料架22，供料

传送导轨21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上料传送导轨11的一侧，料架22放置于供料传送导轨21

上，供料传送导轨21可将料架22传送至与上料组件3对应的位置处，以供上料组件3将料架

22上的待处理的工件搬运至夹具111上。具体地，供料传送导轨21包括上料带211、下料带

212和升降料带213，上料带211和下料带212呈上、下分布地设置于机架1上，升降料带213呈

可升降地设置于机架1上且位于上料带211与下料带212之间，以使料架22从上料带211转移

到下料带212，料架22放置于上料带211上；在本实施例中，藉由升降料带213上升与上料带

211对接，使得上料带211可将料架22传送至升降料带213上，以供上料组件3搬运料架22上

的工件；升降料带213下降可与下料带212对接，并可将位于升降料带213的空载的料架22传

送至下料带212。升降料带213可采用现有的升降机构驱动传送带升降的方式，但不以此为

限。为了充分利用空载的料架22，降低料架22的使用成本，供料传送导轨21还包括回流料带

214，回流料带214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下料带212的上方，回流料带214与上料带211呈间

隔设置，下料带212可将空载的料架22传送至回流料带214上，下料组件5可将已处理的工件

搬运至位于回流料带214的料架22上。因此，料架22通过上料带211、升降料带213、下料带

212和回流料带214的传送，从装载有待表面处理的工件到空载，再到装载完成表面处理的

工件，实现对料架22的重复利用，进而降低料架22的使用成本。

[0028] 请参阅继续图1及图2，为提高完成表面处理后的工件的质量，对工件作进一步的

辅助性处理，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还包括后处理组件9，后处理组件9设置于机架1上并

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和回流料带214之间，下料组件5可将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后处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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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内，以对该已处理的工件进行后处理；下料组件5可将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回流

料带214的料架22上。由于前处理组件8为现有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而选

择如吹气除尘等后处理组件9。由于下料组件5需件完成表面处理的工件从下料传送导轨12

搬运至后处理组件9，再将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回流料带214的料架22上，故下料组件5

包括后处理机械手51和下料机械手52，后处理机械手51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下料传送导

轨12和后处理组件9之间，下料机械手52设置于机架1上并位于后处理组件9和回流料带214

之间，后处理机械手51可将已处理的工件搬运至后处理组件9内，下料机械手52可将完成后

处理的工件搬运至位于回流料带214的料架22上。后处理机械手51和下料机械手52均可采

用现有的机械手结构。

[0029] 如图4所示，图中空心箭头表示工件的流向，实心箭头表示夹具的流向，结合图1至

图3，本实用新型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的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0030] 在工件需要进行表面处理时，将待表面处理的工件安放于料架22上，并将该料架

22放置于上料带211上，上料带211将该料架22传送至升降料带213上，上料组件3的前处理

机械手31将该料架22上的工件夹取至前处理组件8，前处理组件8对该工件进行前处理；工

件完成前处理后，上料机械手32将该工件搬运至上料传送导轨11上的夹具111上，上料传送

导轨11将该装有工件的夹具111传送至表面处理室4内，表面处理室4对夹具111内的工件进

行表面处理，工件完成表面处理后，表面处理室4将该装有工件的夹具111传送至下料传送

导轨12上；下料组件5的后处理机械手51移动至与下料传送导轨12对应的位置处，并将该夹

具111上的工件夹取出来并搬运至后处理组件9内，后处理组件9对该工件进行后处理。

[0031] 在前处理机械手31将料架22上的全部工件夹取至前处理组件8之后，升降料带213

下降与下料带212对接，并将位于该空载的料架22传送至下料带212上，下料带212可将该空

载的料架22传送至其他设备，再将该料架22传送至回流料带214，也可直接将该料架22传送

至回流料带214上，下料组件5的下料机械手52将完成后处理的工件搬运至该料架22上，回

流料带214再将装有工件的料架22传送出去，以便于取走该装有工件的料架22。

[0032] 在后处理机械手51将位于下料传送导轨12的夹具111上的工件夹取至后处理组件

9后，第一夹具转移机构6将该夹具111转移至回流传送导轨13上，该夹具111经回流传送导

轨13回流至第二夹具转移机构7对应的位置处，第二夹具转移机构7再将该夹具111转移至

上料传送导轨11上，以供下一待表面处理的工件装夹于该夹具111上，实现夹具111的重复

利用，如此循环。

[0033] 综上所述，由于本发明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通过上料传送导轨11可将装夹

有工件的夹具111传送至表面处理室4内，使得表面处理室4可对夹具111上的工件进行表面

处理，工件完成表面处理后，表面处理室4再将夹具111传送至下料传送导轨12，以便于将完

成表面处理的工件从夹具111上卸载下来，接着通过第一夹具转移机构6将卸载了工件的夹

具111转移回流传送导轨13上，以使夹具111回流，再通过第二夹具转移机构7将夹具111重

新转移至上料传送导轨11上，以待重新装夹下一工件，如此循环利用夹具111，降低夹具111

使用成本；另外，本发明的表面处理自动化设备100还通过上料组件3实现工件的自动上料，

通过下料组件5实现工件的自动下料，实现对夹具111的自动化表面处理，提高了加工效率

高，降低了人工成本。

[0034]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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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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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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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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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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