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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铝型材氧化处理线，本发明的

氧化生产线，采用双轨运行，一条轨道用于排架

循环，另一条轨道用于进行氧化工序，这样提高

了生产线的流转速度，且因为物料之间具有有效

的循环，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产量，本发明的氧

化生产线配有烘干炉，通过烘干大大的提高了铝

型材的干燥速度，解决了晾料区空间不足的弊

端，从而提高铝型材的流转速度，加快了生产线

物料的流转，进一步提高了产量，烘干效果优于

晾料效果，进而提高了铝型材的质量，本发明的

上下排系统，设有自动升降平台，人只需要坐着

就可以进行固定位置站着就可以完成上下排工

序，这不但极大的提高了产量且操作人员不易疲

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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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铝型材氧化处理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型材氧化处理线是一条闭环式管理氧化生

产线，所述闭环式管理氧化生产线包括上下架系统、输送系统、氧化系统以及烘干系统，所

述上下架系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所述氧化系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所述输送系统与

烘干系统单向连接，所述上下架系统通过输送系统与氧化系统连接，且通过输送系统与烘

干系统连接；

所述上下架系统用于将铝材吊装至排架上，之后将完成上架的铝型材，通过吊机运输

到送料车，再运输至氧化槽面，完成氧化工序得到所需的表面效果，最后完成烘干后的铝型

材，通过自动升降平台快速下架；

所述输送系统用于在氧化槽面与上下架之间进行链接，是闭环生产的一个关键纽带，

输送系统由吊机、自动送料车组成，整条氧化线分两条轨道，一条轨道负责上下排的运输，

一条轨道负责氧化工序的运输，两条轨道用自动送料车进行连接；

所述氧化系统是根据阳极氧化的工艺流程与现有流程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为配合生产

线的流转速度和排架的使用，特别加大了氧化槽的深度和规模；

所述烘干系统是采用烘干机对氧化后的铝材进行烘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型材氧化处理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架系统包括自动升

降平台模块，所述自动升降平台模块用于改变人员与排架的相对高度，从而避免人员爬高

蹲下完成上下排的工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铝型材氧化处理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架系统的工作步骤

具体如下：

1)上架时：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步骤二：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安装于排架上；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步骤四：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固定完毕。

2)下架时：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步骤二：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松开；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步骤四：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由排架拆卸下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型材氧化处理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系统设有两条轨

道，两条所述轨道彼此，两条轨道的工作步骤具体如下：

1)第一条轨道：

步骤一：由上架区夹持铝型材上架完毕的额排架进入氧化系统内；

步骤二：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完成排架内的铝型材加工；

步骤三：夹持排架进入烘干机对排架内的铝型材进行烘干；

步骤四：夹持排架进入下架区；

步骤五：铝型材完成下架后，夹持空排架进入上架区。

2)第二条轨道：

步骤一：送料小车装载线槽，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依次将线槽移动至排架内的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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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处；

步骤二：通过吊机完成对铝型材的氧化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型材氧化处理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系统的氧化工序流

程具体如下：上排至水洗至除蜡至化学抛光至除油至氧化至封孔至晾干至烘干至下排。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074319 A

3



铝型材氧化处理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型材在表面处理领域，具体是铝型材氧化处理线。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氧化生产线，都是单轨运行，氧化线的头尾两端分别是上排和下排，这样不

单止限制了生产线的流转速度，且因为物料之间没有有效的循环，会使物料在中间环节出

现不通畅的情况，大大抑制了生产线的产量，一般的氧化生产线不会配有烘干炉，铝型材干

燥必须进行晾料，这就导致晾料区空间不足，导致铝型材生产效率低下，现有的上下排系

统，大多采用固定的结构，没有自动升降平台，人需要爬高蹲下来完成上下排的工序，不但

容易疲惫，而且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铝型材氧化处理线。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铝型材氧化处理线，所述铝型材氧化处理线是一条闭环式管理氧化生产线，所述

闭环式管理氧化生产线包括上下架系统、输送系统、氧化系统以及烘干系统，所述上下架系

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所述氧化系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所述输送系统与烘干系统单

向连接，所述上下架系统通过输送系统与氧化系统连接，且通过输送系统与烘干系统连接；

[0006] 所述上下架系统用于将铝材吊装至排架上，之后将完成上架的铝型材，通过吊机

运输到送料车，再运输至氧化槽面，完成氧化工序得到所需的表面效果，最后完成烘干后的

铝型材，通过自动升降平台快速下架；

[0007] 所述输送系统用于在氧化槽面与上下架之间进行链接，是闭环生产的一个关键纽

带，输送系统由吊机、自动送料车组成，整条氧化线分两条轨道，一条轨道负责上下排的运

输，一条轨道负责氧化工序的运输，两条轨道用自动送料车进行连接；

[0008] 所述氧化系统是根据阳极氧化的工艺流程与现有流程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为配合

生产线的流转速度和排架的使用，特别加大了氧化槽的深度和规模；

[0009] 所述烘干系统是采用烘干机对氧化后的铝材进行烘干。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上下架系统包括自动升降平台模块，所述自动升降平台模块用于

改变人员与排架的相对高度，从而避免人员爬高蹲下完成上下排的工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上下架系统的工作步骤具体如下：

[0012] 1)上架时：

[0013]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0014] 步骤二：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安装于排架上；

[0015]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0016] 步骤四：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固定完毕。

[0017] 2)下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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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0019] 步骤二：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松开；

[0020]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0021] 步骤四：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由排架拆卸下来。

[0022]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系统设有两条轨道，两条所述轨道彼此，两条轨道的工作步骤

具体如下：

[0023] 1)第一条轨道：

[0024] 步骤一：由上架区夹持铝型材上架完毕的额排架进入氧化系统内；

[0025] 步骤二：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完成排架内的铝型材加工；

[0026] 步骤三：夹持排架进入烘干机对排架内的铝型材进行烘干；

[0027] 步骤四：夹持排架进入下架区；

[0028] 步骤五：铝型材完成下架后，夹持空排架进入上架区。

[0029] 2)第二条轨道：

[0030] 步骤一：送料小车装载线槽，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依次将线槽移动至排架内

的铝型材处；

[0031] 步骤二：通过吊机完成对铝型材的氧化处理。

[0032] 进一步的，所述氧化系统的氧化工序流程具体如下：上排至水洗至除蜡至化学抛

光至除油至氧化至封孔至晾干至烘干至下排。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氧化生产线，采用双轨运行，一条轨道用于排架循

环，另一条轨道用于进行氧化工序，这样提高了生产线的流转速度，且因为物料之间具有有

效的循环，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产量，本发明的氧化生产线配有烘干炉，通过烘干大大的提

高了铝型材的干燥速度，解决了晾料区空间不足的弊端，从而提高铝型材的流转速度，加快

了生产线物料的流转，烘干效果优于晾料效果，进而提高了铝型材的质量，本发明的上下排

系统，设有自动升降平台，人只需要坐着就可以进行固定位置站着就可以完成上下排工序，

这不但极大的提高了产量且操作人员不易疲惫。

附图说明

[0034]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总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参阅图1所示，铝型材氧化处理线，铝型材氧化处理线是一条闭环式管理氧化生产

线，闭环式管理氧化生产线包括上下架系统、输送系统、氧化系统以及烘干系统，上下架系

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氧化系统与输送系统双向连接，输送系统与烘干系统单向连接，上

下架系统通过输送系统与氧化系统连接，且通过输送系统与烘干系统连接；

[0037] 上下架系统用于将铝材吊装至排架上，之后将完成上架的铝型材，通过吊机运输

到送料车，再运输至氧化槽面，完成氧化工序得到所需的表面效果，最后完成烘干后的铝型

材，通过自动升降平台快速下架；

[0038] 输送系统用于在氧化槽面与上下架之间进行链接，是闭环生产的一个关键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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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系统由吊机、自动送料车组成，整条氧化线分两条轨道，一条轨道负责上下排的运输，

一条轨道负责氧化工序的运输，两条轨道用自动送料车进行连接；

[0039] 氧化系统是根据阳极氧化的工艺流程与现有流程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为配合生产

线的流转速度和排架的使用，特别加大了氧化槽的深度和规模；

[0040] 烘干系统是采用烘干机对氧化后的铝材进行烘干。

[0041] 上下架系统包括自动升降平台模块，自动升降平台模块用于改变人员与排架的相

对高度，从而避免人员爬高蹲下完成上下排的工序。

[0042] 上下架系统的工作步骤具体如下：

[0043] 1)上架时：

[0044]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0045] 步骤二：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安装于排架上；

[0046]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0047] 步骤四：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固定完毕。

[0048] 3)下架时：

[0049] 步骤一：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底的相对距离；

[0050] 步骤二：操作人员坐下，将铝型材在排架上松开；

[0051] 步骤三：通过自动升降平台模块降低人员与排架顶的相对距离；

[0052] 步骤四：操作人员站起，将铝型材由排架拆卸下来。

[0053] 输送系统设有两条轨道，两条轨道彼此，两条轨道的工作步骤具体如下：

[0054] 1)第一条轨道：

[0055] 步骤一：由上架区夹持铝型材上架完毕的额排架进入氧化系统内；

[0056] 步骤二：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完成排架内的铝型材加工；

[0057] 步骤三：夹持排架进入烘干机对排架内的铝型材进行烘干；

[0058] 步骤四：夹持排架进入下架区；

[0059] 步骤五：铝型材完成下架后，夹持空排架进入上架区。

[0060] 2)第二条轨道：

[0061] 步骤一：送料小车装载线槽，按照氧化系统的工序步骤依次将线槽移动至排架内

的铝型材处；

[0062] 步骤二：通过吊机完成对铝型材的氧化处理。

[0063] 氧化系统的氧化工序流程具体如下：上排至水洗至除蜡至化学抛光至除油至氧化

至封孔至晾干至烘干至下排。

[0064]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的

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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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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