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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

设备，包括纵向限位机构、横向限位传送机构和

弯管移动机构，纵向限位机构设有支撑主板，支

撑主板上凹陷设有滑移槽，支撑主板上固定连接

有两个纵向限位架，横向限位传送机构有两个，

两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都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

上，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都设有两个侧部支撑

架并且两个侧部支撑架之间固定连接有两个中

间推送架，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的一个中间推

送架上固定连接有第一转动辊，并且每个横向限

位传送机构的另一个中间推送架上固定连接有

第二转动辊，弯管移动机构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

上并且弯管移动机构可在支撑主板上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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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纵向限位机构、横向限位传送

机构和弯管移动机构，纵向限位机构设有支撑主板，支撑主板上凹陷设有滑移槽，支撑主板

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纵向限位架，横向限位传送机构有两个，两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都固定

连接在支撑主板上，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都设有两个侧部支撑架并且两个侧部支撑架之

间固定连接有两个中间推送架，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的一个中间推送架上固定连接有第

一转动辊，并且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的另一个中间推送架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辊，弯

管移动机构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上并且弯管移动机构可在支撑主板上滑移，所述纵向限位

架设有上架板，上架板相对的两端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纵向限位架设

有下架板，下架板相对的两端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上架板设置在下架

板的正上方，上架板和下架板都呈长方形板状结构，所述侧部支撑架设有侧部支撑架主体，

侧部支撑架主体呈长方体形状，侧部支撑架主体的一侧面上凹陷设有侧部支撑架推送槽，

侧部支撑架推送槽相对的两端上分别穿设有三个侧部支撑架固定口，侧部支撑架固定口内

固定连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所述中间推送架设有中间推送架主体，中间推送架主体呈长

方形板状结构，中间推送架主体相对的两端上分别穿设有三个中间推送架固定孔，中间推

送架主体上固定连接有中间固定块，中间固定块上凹陷设有第一电机固定槽，第一电机固

定槽内固定设有第一电机，第三电动伸缩杆固定连接在中间推送架固定孔内，所述第一转

动辊设有第一转动辊主体，第一转动辊主体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第一转

动辊主体的外表面上固定设有第一弹性橡胶层，第一转动辊主体的顶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

定设有第一转动圆板，第一转动圆板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一转动圆板中间穿口，第一转动圆

板上设有第一转动圆板插槽，第一转动圆板插槽呈圆环状，第二转动辊设有第二转动辊主

体，第二转动辊主体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辊中间穿口，第二转动辊主体的外表面上固

定设有第二弹性橡胶层，第二转动辊主体的顶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定设有第二转动圆板，

第二转动圆板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第二转动圆板上固定设有第二转动

圆板插板，第二转动圆板插板呈圆环形板状结构，第二转动圆板插板可插设入第一转动圆

板插槽内，第一电机的转动轴穿设过第一转动圆板中间穿口并且第一电机的转动轴固定连

接在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内，第一电机的转动轴穿设过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并且第一电

机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辊中间穿口内，所述弯管移动机构设有连接架，连接架呈L

字形板状结构，连接架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第四电动伸缩杆，两个第四电动伸缩杆上共同固

定连接有滑移固定架，滑移固定架上固定连接有滑移升降机构，滑移升降机构上固定连接

有弯管机构，所述滑移升降机构设有滑移块，滑移块呈圆柱体形状，滑移块上凹陷设有多个

滑移块固定槽并且均匀分布，滑移块固定槽内固定设有第五电动伸缩杆，所有第五电动伸

缩杆上共同固定连接有升降筒，升降筒呈内部中空的圆柱体形状并且升降筒设有顶部开

口，升降筒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所述滑移固定架和滑移块都可在滑移槽内滑移，所述弯管

机构设有下转盘，下转盘呈圆形板状结构，下转盘上设有四个下转盘插口并且均匀分布，下

转盘上固定设有四个下转盘插片并且均匀分布，下转盘插片呈圆弧形板状结构，下转盘插

片上固定设有下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弯管机构设有上转盘，上转盘呈圆形板状结构，上转

盘上设有四个上转盘插口并且均匀分布，上转盘上固定设有四个上转盘插片并且均匀分

布，上转盘插片呈圆弧形板状机构，上转盘插片上固定设有上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上转盘

的中部穿设固定有第六电动伸缩杆，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固定连接在下转盘的中部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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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机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下转盘的中部上，下转盘插片可穿设过上转盘插口，上转盘插

片可穿设过下转盘插口，所述第六电动伸缩杆内安装有电池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上设有开

关按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其特征在于：操作方法如

下：

首先将方管穿设过上架板和下架板之间以及同时使得方管穿设过第一转动辊和第二

转动辊之间；

再启动第一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和启动第二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从而方管

得到纵向的位置限定，以及启动第三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从而方管得到横向的位置

限定并且方管被紧压在第一弹性橡胶层和第二弹性橡胶层上；

根据方管的尺寸启动第六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以及启动第五电动伸缩杆使之伸

缩调节，则可限定下转盘和上转盘之间的距离并且使得方管可贴合在下转盘和上转盘之

间；

再启动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则方管通过第一转动辊和第二转动辊的转动作用得以传

送，与此同时，启动第四电动伸缩杆使之进行伸缩从而使得方管在第一转动辊、第二转动

辊、弯管机构这三者的作用力下得以进行弯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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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弯管设备领域，特别涉及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护栏，广泛安装于道路、桥梁、住宅、商业区、公共场所，如物流通道两侧、生产设备

周边、建筑墙、门的两侧及货台边沿等等，主要是对人身安全及设备设施的保护与防护，随

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对于护栏的外观需求越来越多样，许多护栏都需要进行弯管处理呈

弧形，现有的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传送弯管时容易出现角度偏差以至于弯

管形状出现差别，并且现有的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传送弯管时对方管容易

产生边角的磨损，从而导致加工出来的弯管质量差，现有的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

不可根据方管的尺寸进行适配调节，从而适用范围小，实用性差，因此，如何使得弧形护栏

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加工生产出的弯管质量高以及适用范围广，是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有

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弯管质量高以及适用范围广的弧形

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弧形护栏加工

用方管弯管设备，包括纵向限位机构、横向限位传送机构和弯管移动机构，纵向限位机构设

有支撑主板，支撑主板上凹陷设有滑移槽，支撑主板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纵向限位架，横向限

位传送机构有两个，两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都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上，每个横向限位传送

机构都设有两个侧部支撑架并且两个侧部支撑架之间固定连接有两个中间推送架，每个横

向限位传送机构的一个中间推送架上固定连接有第一转动辊，并且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

的另一个中间推送架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辊，弯管移动机构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上并且

弯管移动机构可在支撑主板上滑移，所述纵向限位架设有上架板，上架板相对面设置的两

边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纵向限位架设有下架板，下架板相对面设置的

两边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上架板设置在下架板的正上方，上架板和下

架板都呈长方形板状结构。

[0005] 所述侧部支撑架设有侧部支撑架主体，侧部支撑架主体呈长方体形状，侧部支撑

架主体的一侧面上凹陷设有侧部支撑架推送槽，侧部支撑架推送槽相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

别穿设有三个侧部支撑架固定口，侧部支撑架固定口内固定连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

[0006] 所述中间推送架设有中间推送架主体，中间推送架主体呈长方形板状结构，中间

推送架主体相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别穿设有三个中间推送架固定孔，中间推送架主体上固

定连接有中间固定块，中间固定块上凹陷设有第一电机固定槽，第一电机固定槽内固定设

有第一电机，第三电动伸缩杆固定连接在中间推送架固定孔内。

[0007] 所述第一转动辊设有第一转动辊主体，第一转动辊主体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一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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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中间穿口，第一转动辊主体的外表面上固定设有第一弹性橡胶层，第一转动辊主体的顶

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定设有第一转动圆板，第一转动圆板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一转动圆板中

间穿口，第一转动圆板上设有第一转动圆板插槽，第一转动圆板插槽呈圆环状，第二转动辊

设有第二转动辊主体，第二转动辊主体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辊中间穿口，第二转动辊

主体的外表面上固定设有第二弹性橡胶层，第二转动辊主体的顶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定设

有第二转动圆板，第二转动圆板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第二转动圆板上

固定设有第二转动圆板插板，第二转动圆板插板呈圆环形板状结构，第二转动圆板插板可

插设入第一转动圆板插槽内，第一电机的转动轴穿设过第一转动圆板中间穿口并且第一电

机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内，第一电机的转动轴穿设过第二转动圆板中

间穿口并且第一电机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辊中间穿口内。

[0008] 所述弯管移动机构设有连接架，连接架呈L字形板状结构，连接架上固定连接有两

个第四电动伸缩杆，两个第四电动伸缩杆上共同固定连接有滑移固定架，滑移固定架上固

定连接有滑移升降机构，滑移升降机构上固定连接有弯管机构。

[0009] 所述滑移升降机构设有滑移块，滑移块呈圆柱体形状，滑移块上凹陷设有多个滑

移块固定槽并且均匀分布，滑移块固定槽内固定设有第五电动伸缩杆，所有第五电动伸缩

杆上共同固定连接有升降筒，升降筒呈内部中空的圆柱体形状并且升降筒设有顶部开口，

升降筒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

[0010] 所述滑移固定架和滑移块都可在滑移槽内滑移。

[0011] 所述弯管机构设有下转盘，下转盘呈圆形板状结构，下转盘上设有四个下转盘插

口并且均匀分布，下转盘上固定设有四个下转盘插片并且均匀分布，下转盘插片呈圆弧形

板状结构，下转盘插片上固定设有下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弯管机构设有上转盘，上转盘呈

圆形板状结构，上转盘上设有四个上转盘插口并且均匀分布，上转盘上固定设有四个上转

盘插片并且均匀分布，上转盘插片呈圆弧形板状机构，上转盘插片上固定设有上转盘插片

弹性橡胶层，上转盘的中部穿设固定有第六电动伸缩杆，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固定连接在

下转盘的中部上，第二电机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下转盘的中部上，下转盘插片可穿设过上

转盘插口，上转盘插片可穿设过下转盘插口。

[0012] 所述第六电动伸缩杆内安装有电池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上设有开关按钮。

[0013] 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的操作方法：

[0014] (1)首先将方管穿设过上架板和下架板之间以及同时使得方管穿设过第一转动辊

和第二转动辊之间；

[0015] (2)再启动第一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和启动第二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

从而方管得到纵向的位置限定，以及启动第三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从而方管得到横

向的位置限定并且方管被紧压在第一弹性橡胶层和第二弹性橡胶层上；

[0016] (3)根据方管的尺寸启动第六电动伸缩杆使之伸缩调节以及启动第五电动伸缩杆

使之伸缩调节，则可限定下转盘和上转盘之间的距离并且使得方管可贴合在下转盘和上转

盘之间；

[0017] (4)再启动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则方管通过第一转动辊和第二转动辊的转动作

用得以传送，与此同时，启动第四电动伸缩杆使之进行伸缩从而使得方管在第一转动辊、第

二转动辊、弯管机构这三者的作用力下得以进行弯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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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本发明纵向限位机构、横向限位传送机构和弯管移动机构的搭配设置，使得此种

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方管弯管操作时，可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角度位置限定

以及同时具备传送方管的功能，并且此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可对方管的边角进

行保护从而避免磨损，从而使得此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加工生产出来的弯管质

量高，纵向限位机构、横向限位传送机构和弯管移动机构的搭配设置，使得此种弧形护栏加

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方管弯管操作时，可根据方管的尺寸进行适配调节，从而适用范

围广，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侧部支撑架的立体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中间推送架的立体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第一转动辊和第二转动辊的剖视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的弯管移动机构的立体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的弯管机构的立体图。

[0026] 图1～6中：1、纵向限位机构；1‑1、支撑主板；1‑2、滑移槽；1‑3、纵向限位架；131、上

架板；132、第一电动伸缩杆；133、下架板；134、第二电动伸缩杆；2、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1、

侧部支撑架；2‑2、中间推送架；2‑3、第一转动辊；2‑4、第二转动辊；211、侧部支撑架主体；

212、侧部支撑架推送槽；213、侧部支撑架固定口；214、第三电动伸缩杆；221、中间推送架主

体；222、中间推送架固定孔；223、中间固定块；224、第一电机固定槽；225、第一电机；231、第

一转动辊主体；232、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233、第一弹性橡胶层；234、第一转动圆板；235、

第一转动圆板中间穿口；236、第一转动圆板插槽；241、第二转动辊主体；242、第二转动辊中

间穿口；243、第二弹性橡胶层；244、第二转动圆板；245、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246、第二

转动圆板插板；3、弯管移动机构；3‑1、连接架；3‑2、第四电动伸缩杆；3‑3、滑移固定架；3‑4、

滑移升降机构；3‑5、弯管机构；341、滑移块；342、滑移块固定槽；343、第五电动伸缩杆；344、

升降筒；345、第二电机；351、下转盘；352、下转盘插口；353、下转盘插片；354、下转盘插片弹

性橡胶层；355、上转盘；356、上转盘插口；357、上转盘插片；358、上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

359、第六电动伸缩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6所示的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包括纵向限位机构1、横向限

位传送机构2和弯管移动机构3，纵向限位机构1设有支撑主板1‑1，支撑主板1‑1上凹陷设有

滑移槽1‑2，支撑主板1‑1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纵向限位架1‑3，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有两个，两

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都固定连接在支撑主板1‑1上，每个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都设有两个

侧部支撑架2‑1并且两个侧部支撑架2‑1之间固定连接有两个中间推送架2‑2，每个横向限

位传送机构2的一个中间推送架2‑2上固定连接有第一转动辊2‑3，并且每个横向限位传送

机构2的另一个中间推送架2‑2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辊2‑4，弯管移动机构3固定连接在支

撑主板1‑1上并且弯管移动机构3可在支撑主板1‑1上滑移，所述纵向限位架1‑3设有上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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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上架板131相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132，纵向限位架

1‑3设有下架板133，下架板133相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

134，上架板131设置在下架板133的正上方，上架板131和下架板133都呈长方形板状结构。

[0028] 所述侧部支撑架2‑1设有侧部支撑架主体211，侧部支撑架主体211呈长方体形状，

侧部支撑架主体211的一侧面上凹陷设有侧部支撑架推送槽212，侧部支撑架推送槽212相

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别穿设有三个侧部支撑架固定口213，侧部支撑架固定口213内固定连

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214。

[0029] 所述中间推送架2‑2设有中间推送架主体221，中间推送架主体221呈长方形板状

结构，中间推送架主体221相对面设置的两边上分别穿设有三个中间推送架固定孔222，中

间推送架主体221上固定连接有中间固定块223，中间固定块223上凹陷设有第一电机固定

槽224，第一电机固定槽224内固定设有第一电机225，第三电动伸缩杆214固定连接在中间

推送架固定孔222内。

[0030] 所述第一转动辊2‑3设有第一转动辊主体231，第一转动辊主体231的中部上穿设

有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232，第一转动辊主体231的外表面上固定设有第一弹性橡胶层233，

第一转动辊主体231的顶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定设有第一转动圆板234，第一转动圆板234

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一转动圆板中间穿口235，第一转动圆板234上设有第一转动圆板插槽

236，第一转动圆板插槽236呈圆环状，第二转动辊2‑4设有第二转动辊主体241，第二转动辊

主体241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辊中间穿口242，第二转动辊主体241的外表面上固定设

有第二弹性橡胶层243，第二转动辊主体241的顶部和底部上都分别固定设有第二转动圆板

244，第二转动圆板244的中部上穿设有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245，第二转动圆板244上固

定设有第二转动圆板插板246，第二转动圆板插板246呈圆环形板状结构，第二转动圆板插

板246可插设入第一转动圆板插槽236内，第一电机225的转动轴穿设过第一转动圆板中间

穿口235并且第一电机225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第一转动辊中间穿口232内，第一电机225的

转动轴穿设过第二转动圆板中间穿口245并且第一电机225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

辊中间穿口242内。

[0031] 所述弯管移动机构3设有连接架3‑1，连接架3‑1呈L字形板状结构，连接架3‑1上固

定连接有两个第四电动伸缩杆3‑2，两个第四电动伸缩杆3‑2上共同固定连接有滑移固定架

3‑3，滑移固定架3‑3上固定连接有滑移升降机构3‑4，滑移升降机构3‑4上固定连接有弯管

机构3‑5。

[0032] 所述滑移升降机构3‑4设有滑移块341，滑移块341呈圆柱体形状，滑移块341上凹

陷设有多个滑移块固定槽342并且均匀分布，滑移块固定槽342内固定设有第五电动伸缩杆

343，所有第五电动伸缩杆343上共同固定连接有升降筒344，升降筒344呈内部中空的圆柱

体形状并且升降筒344设有顶部开口，升降筒344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345。

[0033] 所述滑移固定架3‑3和滑移块341都可在滑移槽1‑2内滑移。

[0034] 所述弯管机构3‑5设有下转盘351，下转盘351呈圆形板状结构，下转盘351上设有

四个下转盘插口352并且均匀分布，下转盘351上固定设有四个下转盘插片353并且均匀分

布，下转盘插片353呈圆弧形板状结构，下转盘插片353上固定设有下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

354，弯管机构3‑5设有上转盘355，上转盘355呈圆形板状结构，上转盘355上设有四个上转

盘插口356并且均匀分布，上转盘355上固定设有四个上转盘插片357并且均匀分布，上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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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片357呈圆弧形板状机构，上转盘插片357上固定设有上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358，上转盘

355的中部穿设固定有第六电动伸缩杆359，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359固定连接在下转盘351

的中部上，第二电机345的转动轴固定连接在下转盘351的中部上，下转盘插片353可穿设过

上转盘插口356，上转盘插片357可穿设过下转盘插口352。

[0035] 所述第六电动伸缩杆359内安装有电池并且第六电动伸缩杆359上设有开关按钮。

[0036] 一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的操作方法：

[0037] (1)首先将方管穿设过上架板131和下架板133之间以及同时使得方管穿设过第一

转动辊2‑3和第二转动辊2‑4之间；

[0038] (2)再启动第一电动伸缩杆132使之伸缩调节和启动第二电动伸缩杆134使之伸缩

调节，从而方管得到纵向的位置限定，以及启动第三电动伸缩杆214使之伸缩调节，从而方

管得到横向的位置限定并且方管被紧压在第一弹性橡胶层233和第二弹性橡胶层243上；

[0039] (3)根据方管的尺寸启动第六电动伸缩杆359使之伸缩调节以及启动第五电动伸

缩杆343使之伸缩调节，则可限定下转盘351和上转盘355之间的距离并且使得方管可贴合

在下转盘351和上转盘355之间；

[0040] (4)再启动第一电机225和第二电机345，则方管通过第一转动辊2‑3和第二转动辊

2‑4的转动作用得以传送，与此同时，启动第四电动伸缩杆3‑2使之进行伸缩从而使得方管

在第一转动辊2‑3、第二转动辊2‑4、弯管机构3‑5这三者的作用力下得以进行弯管操作，第

一弹性橡胶层233、第二弹性橡胶层243、下转盘插片弹性橡胶层354和上转盘插片弹性橡胶

层358起到防滑固定的作用以及防磨损方管边角的作用。

[0041]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纵向限位机构1、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

和弯管移动机构3的搭配设置，使得此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方管弯管操

作时，可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角度位置限定以及同时具备传送方管的功能，并且此种弧形护

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可对方管的边角进行保护从而避免磨损，从而使得此种弧形护栏加

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加工生产出来的弯管质量高，纵向限位机构1、横向限位传送机构2和弯

管移动机构3的搭配设置，使得此种弧形护栏加工用方管弯管设备在进行方管弯管操作时，

可根据方管的尺寸进行适配调节，从而适用范围广，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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