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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钣金生产激光切割设备技

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

该码垛机的机架上分别设置前横向导轨、后横向

导轨、左纵向导轨和右纵向导轨；在前横向导轨

和后横向导轨上设置气缸安装板和码垛推板，在

气缸安装板上安装气缸；码垛推板成对设置，每

对码垛推板的其中一个连接气缸，另一个安装在

前横向导轨或后横向导轨上；码垛机下方设有传

感器，并设有升降机和电机。该码垛机能够将不

同宽度和长度的工件堆叠整齐，降低了工人劳动

强度；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使用方便，提高了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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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码垛机设有机架（700）和固定于机架（700）上的码垛机托板组件（75），机架（700）

的前后两端分别设有前横梁（701）和后横梁（702），前横梁（701）和后横梁（702）上分别对称

设置有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机架的左右两端对称设置有左纵向导轨

（705）和右纵向导轨（706）；所述后横梁（702）固定于机架（700）后端，所述前横梁（701）左右

两端跨设于左纵向导轨（705）和右纵向导轨（706）上，前横梁（701）可沿左纵向导轨（705）和

右纵向导轨（706）前后移动；

在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设置气缸安装板（74）和码垛推板（72），码垛

推板（72）数量是气缸安装板（74）的两倍，在气缸安装板（74）上安装气缸（73）；所述码垛推

板（72）成对设置，码垛推板（72）至少设置有3对，每对码垛推板（72）的其中一个连接气缸

（73），另一个安装在前横向导轨（703）或后横向导轨（704）上；所述码垛推板（72），至少有一

对对中心设置在前横向导轨（703）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垂直于前横向导轨（703），一对对中

心设置于后横向导轨（704）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垂直于后横向导轨（704），一对分别设置于

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分别平行于前横向导轨（703）和

后横向导轨（704），上述每对码垛推板（72）的两个推板板面平行相对；

在码垛机托板组件（75）上方设有落料平台（71），码垛机托板组件（75）支撑落料平台

（71）；在落料平台（71）下方设有传感器（76），码垛机托板组件（75）上设有升降机（77）和电

机（7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推板（72）设置

有3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托板组件

（75）为沿机架（700）纵向布置的3-8个横板，各横板左右两端固定于机架上；所述横板中至

少有一个连接落料平台（71）下方并支撑落料平台（7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其特征在于，升降机（77）为链条式升

降机，设有滚子链（791）和链轮（79），滚子链（791）套设在链轮（79）上，电机（78）与链轮（79）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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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钣金生产激光切割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

码垛机。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切割机是在钣金加工行业用来切割下料的设备，近年来因为其切割速度快，

生产效率高；切割质量好、切缝窄，无刀具磨损，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零件，都可以用激光一

次精密快速成形切割等优势在钣金加工领域得到迅速的普及应用。

[0003] 激光切割过程中，激光切割机床切割加工出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工件，往往需要

人工将不同工件搬运码垛至码垛台上，再由叉车将堆叠好的工件放置到指定区域，人工码

垛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码垛不整齐，且往往需要激光切割机床停机等待，影响生产进度。

[0004]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CN201710390869.5）公开一种激光切割机分拣机

器人，Y轴支撑座包括Y轴纵向支撑座和Y轴横向支撑座，Y轴纵向支撑座通过滑动机构配合X

轴支撑座上的轨道设置，Z轴支撑座和Y轴横向支撑座上通过连接件连接；Z轴支撑座上配合

设置有C轴支撑座，C轴支撑座通过驱动装置驱动并与分拣工装连接；分拣工装包括主面板，

主面板上阵列设置有若干气缸，每个气缸均独立连接吸盘，该分拣机器人，能根据电脑程序

识别激光切割好的成品，并按要求对切割好的成品进行快速分拣、码垛。分拣机器人工作

时，首先需要将吸盘需要吸取的各种不同的激光切割件的形状依次输入到电脑程序中，激

光切割机开始工作依次切割电脑程序中的各种形状的切割件；当激光切割机完成一个切割

件的切割时，激光切割机分拣机器人开始动作，通过x轴支撑座、Y轴支撑座和Z轴支撑座实

现X轴方向、Y轴方向、Z轴方向的移动，到达成品工件的正上方，此时激光切割机分拣机器人

根据激光切割机的切割程序，可获取切割好工件的外形轮廓、位姿状态等特征，然后进行零

件匹配，实现零件识别，获取零件编号；将零件轮廓与吸盘布置图进行匹配，自动生成吸附

模拟图，同时再通过C轴支撑座来实现C轴周向的旋转运动，最终达到吸取各种成品工件最

佳的位置角度；由人工确认后即可进行抓取成品工件，并将其搬运至成品区；一旦激光切割

未切透、零件形状复杂且切缝较小时，边框会卡住工件且无法分离；此时激光切割机分拣机

器人在激光切割机交换工作台上抓取工件后抬至一定高度并高于对射光幕传感器检测区

域就会阻挡对射光幕传感器，从而实现报警；报警之后，激光切割机分拣机器人会将废品工

件放下，并跳过此废品工件，从而直接吸取其它的成品工件。为保证分拣工装对不同的成品

工件进行高效率的吸附，节约成本，该分拣机器人在分拣工装的主面板上分为中心十字工

作区域、左前工作区域、左后工作区域、右前工作区域和右后工作区域，所述吸盘分为大吸

盘和小吸盘；所述十字工作区域的中心以及十字工作区域的最左边和最右边均设置有大吸

盘，所述十字工作区域其它位置均设置有小吸盘；所述左前工作区域、左后工作区域、右前

工作区域和右后工作区域均设置有大吸盘。

[0005]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CN200910184073.X）公开一种激光切割自动上下

料分选码垛系统，包括分选码垛机械手和上下料机械手，分选码垛机械手、上下料机械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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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设置的横梁之间分别经导轨滑块机构相连，横梁上还设置有与导轨相平行的齿条，分

选码垛机械手和上下料机械手上分别安装有电机，电机输出轴端设有齿轮，齿轮与齿条相

啮合，分选码垛机械手比上下料机械手更靠近激光切割机的交互工作台，横梁下方并列设

有码垛台、上料台和下料台，其中码垛台比上料台和下料台更靠近激光切割机的交互工作

台。该装置工作时，上下料机械手上料，切割，分选码垛机械手将交换工作台上切割完的成

品零件一个个抓取后放到码垛台上，同时将相同的零件码成垛，交换工作台和码垛台为其

工作区域。

[0006] 上述公开的技术，均实现了自动下料和码垛，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但分拣机器人

设备结构复杂，使用中每抓取一件成品工件均需人工确认，且设置的吸盘属于易耗品，需经

常更换；而公开的自动上下料分选码垛系统中，切割完成的工件由分选码垛机械手一个个

抓取后放到码垛台上，激光切割机床结构相对复杂，存在分选码垛系统不能很好识别不同

成品零件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能够将不同宽度和长度

的工件堆叠整齐，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使用方便，提高了生产效

率。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所述码垛机设有机架和固定于机架上的码垛机托板

组件，机架的前后两端分别设有前横梁和后横梁，前横梁和后横梁上分别对称设置有前横

向导轨和后横向导轨，机架的左右两端对称设置有左纵向导轨和右纵向导轨；所述后横梁

固定于机架后端，所述前横梁左右两端跨设于左纵向导轨和右纵向导轨上，前横梁可沿左

纵向导轨和右纵向导轨前后移动；

[0010] 在前横向导轨和后横向导轨上设置气缸安装板和码垛推板，码垛推板数量是气缸

安装板的两倍，在气缸安装板上安装气缸；所述码垛推板成对设置，码垛推板至少设置有3

对，每对码垛推板的其中一个连接气缸，另一个安装在前横向导轨或后横向导轨上；所述码

垛推板，至少有一对对中心设置在前横向导轨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垂直于前横向导轨，一

对对中心设置于后横向导轨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垂直于后横向导轨，一对分别设置于前横

向导轨和后横向导轨上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分别平行于前横向导轨和后横向导轨，上述每对

码垛推板的两个推板板面平行相对；

[0011] 在码垛机托板组件上方设有落料平台，码垛机托板组件支撑落料平台；在落料平

台下方设有传感器，码垛机托板组件上设有升降机和电机。

[0012] 上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优选地，所述码垛推板设置有3对。

[0013] 上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优选地，所述码垛机托板组件为沿机架纵向布置

的3-8个横板，各横板左右两端固定于机架上；所述横板中至少有一个连接落料平台下方并

支撑落料平台。

[0014] 上述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优选地，升降机为链条式升降机，设有滚子链和链

轮，滚子链套设在链轮上，电机与链轮连接。

[0015]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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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由于本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设有至少3对推板，每对推板中一个由气缸驱动，

另一个安装在导轨上，推板间宽度可以调切，能适应不同的工件宽度，且前后导轨间距离可

以调节，能纠正工件排列偏斜，从而能够将激光切割机床切割的工件码垛整齐，降低了工人

劳动强度。同时，相对于现有的分拣机器人或分选码垛系统，本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结构

简单，制造成本低，使用方便，能够快速将切割工件码垛整齐，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用新型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卸下落料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编号说明：

[0020] 700机架；701前横梁；702后横梁；前703横向导轨；704后横向导轨；705左纵向导

轨；706右纵向导轨；71落料平台；72码垛推板；73气缸；74气缸安装板；75码垛机托板组件；

76传感器；77升降机；78电机；79链轮；791滚子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包括但是不限于此。本实用新型中未详细提及的设备结构，均可采用所属领域的常规技术。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如图1-2所示，码垛机设有机架700和固定

于机架700上的码垛机托板组件75，机架700的前后两端分别设有前横梁701和后横梁702，

前横梁701和后横梁702上分别对称设置有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机架的左右两

端对称设置有左纵向导轨705和右纵向导轨706；所述后横梁702固定于机架700后端，所述

前横梁701左右两端跨设于左纵向导轨705和右纵向导轨706上，前横梁701可沿左纵向导轨

705和右纵向导轨706前后移动；

[0023] 本实用新型中，优选地，如图2所示，码垛机托板组件75为沿机架700纵向布置的3-

8个横板，各横板左右两端固定于机架上；所述横板中至少有一个连接落料平台71下方并支

撑落料平台71；

[0024] 在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设置气缸安装板74和码垛推板72，码垛推板

72数量是气缸安装板74的两倍，在气缸安装板74上安装气缸73；所述码垛推板72成对设置，

码垛推板72至少设置有3对，每对码垛推板72的其中一个连接气缸73，另一个安装在前横向

导轨703或后横向导轨704上；所述码垛推板72，至少有一对对中心设置在前横向导轨703上

且两码垛推板板面垂直于前横向导轨703，一对对中心设置于后横向导轨704上且两码垛推

板板面垂直于后横向导轨704，一对分别设置于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且两码

垛推板板面分别平行于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述每对码垛推板72的两个推板

板面平行相对；具体实施时，码垛推板72优选设置3对；

[0025] 在码垛机托板组件75上方设有落料平台71，码垛机托板组件75支撑落料平台71；

在落料平台71下方设有传感器76，码垛机托板组件75上设有升降机77和电机78；本实施方

式中，升降机77为链条式升降机，设有滚子链791和链轮79，滚子链791套设在链轮79上，电

机78与链轮79连接；

[0026] 本实用新型中，当码垛机工作时，后横向导轨704上的一对码垛推板72在气缸73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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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沿后横向导轨704对中心左右移动，推送工件后端的左右两侧，同时前横向导轨703上

的一对码垛推板在气缸73驱动下，沿前横向导轨703对中心左右移动，推送工件前端的左右

两侧，这样，两对码垛推板前后配合，使工件在落料平台71上沿落料平台71纵向排列整齐，

码垛推板72之间的宽度能够调节，以适应宽度大小不同的工件；在码垛过程中，前横向导轨

703与后横向导轨704之间的宽度也能够调节，以适应长度大小不同的工件，具体的，当输送

入码垛机的工件长度变短或变长时时，前横梁701沿左纵向导轨705和右纵向导轨706向后

或向前移动，前横向导轨703上的这对码垛推板随前横梁701向后或向前移动，继续配合后

横向导轨704上的这对码垛推板，使工件在落料平台71上沿落料平台71纵向排列整齐；当工

件在落料平台71上沿纵向排列发生偏斜时，前横梁701沿左纵向导轨705和右纵向导轨706

向后移动，同时设置于前横向导轨703和后横向导轨704上的这对码垛推板距离变小，将发

生偏斜的工件推送排列整齐；这样，落料平台71上的各对码垛推板72根据输送入码垛机的

工件长度宽度变化，不断将工件推送码垛堆叠在落料平台71上；在码垛过程中，当落料平台

71上的板料堆叠高度到达传感器76位置时，电机78通过滚子链791和链轮79将动力传递至

升降机77，升降机77驱动落料平台71自动调节下降，达到码垛容量时，传感器76发出信号，

码垛作业停机，使用叉车将堆叠好的工件放置到指定区域后；升降机77驱动落料平台71自

动调节上升，码垛机7复位，码垛作业重新开始。

[0027] 本实用新型中，具体实施时，该码垛机通常设置于激光切割设备的激光切割机床

前部，在激光切割机床和码垛机之间常设有输送机，激光切割机床后端常规配套设有送料

机、校平机和料架等工作单元；具体安装时，将码垛机的码垛机托板组件后端螺栓固定于输

送机的输送机支架前端，将输送机的输送机支架后端螺栓固定于激光切割机的主床身前

端，码垛机与输送机、激光切割机床的轴线设置在同一条直线上。激光切割过程中，需切割

板材卷设在料架上，通过校平机校平并通过送料机向激光切割机床传送，控制中心通过控

制激光切割头组件，在激光切割机床上将板材切割为目标工件，目标工件通过输送机进入

码垛机，由码垛机将切割好的工件码垛堆叠整齐；关于激光切割设备其他工作单元，均可与

本实用新型的激光切割设备用码垛机结合使用，实现板材切割后的自动码垛操作，本领域

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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