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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码垛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旋转码垛机，底座内

可转动的设有旋转支撑，旋转支撑上设有圆盘

板，圆盘板上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和机架，第一

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旋转支撑通过齿轮传动带

动圆盘板转动，机架的侧壁设有竖直滑轨，其上

部设有安装板，安装板上设有主轴传动机构，竖

直滑轨上可滑移的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与主

轴传动机构相连，该第一滑块上设有Y轴机构，Y

轴机构上可转动的设有旋转轴机构，旋转轴机构

的下端设有码垛夹具，本实用新型机架可以自由

转动，实现码垛物品绕整机的公转，主轴传动机

构和Y轴机构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上下、前后移

动，旋转轴机构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自转，有利

于码垛物品的抓取及摆放，且占用空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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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码垛机，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内可转动的设有旋转支撑

(2)，所述旋转支撑(2)上设有圆盘板(3)，所述圆盘板(3)上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4)和机架

(5)，所述第一驱动电机(4)的输出轴与旋转支撑(2)通过齿轮传动带动所述圆盘板(3)转

动，所述机架(5)的侧壁设有竖直滑轨(52)，其上部设有安装板(51)，所述安装板(51)上设

有主轴传动机构(6)，所述竖直滑轨(52)上可滑移的设有第一滑块(53)，所述第一滑块(53)

与主轴传动机构(6)相连，该第一滑块(53)上设有Y轴机构(7)，所述Y轴机构(7)上可转动的

设有旋转轴机构(8)，所述旋转轴机构(8)的下端设有码垛夹具(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传动机构(6)包括第二驱

动电机(61)、轴承座(62)、轴承(63)、主动轴(64)、链轮(65)和链条(66)，所述第二驱动电机

(61)和轴承座(62)设置于安装板(51)上，所述轴承(63)设置于轴承座(62)内，该轴承(63)

内可转动的设有主动轴(64)，所述主动轴(64)与第二驱动电机(61)相连，该主动轴(64)上

设有链轮(65)，所述链条(66)设置于链轮(65)上，所述链轮(65)的一端与第一滑块(53)相

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传动机构(6)还包括对重

块组件(67)，所述对重块组件(67)设置于链条(66)上相对于第一滑块(53)的另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机构(7)包括壳体(71)、第

三驱动电机(72)、传动轴(73)、从动轴(74)、传动轮(75)、从动轮(76)、同步带(77)和水平滑

轨，所述壳体(71)设置于第一滑块(53)上，所述第三驱动电机(72)、传动轴(73)、从动轴

(74)和水平滑轨设置于壳体(71)上，所述第三驱动电机(72)与传动轴(73)相连，所述传动

轮(75)套设于传动轴(73)上，所述从动轮(76)套设于从动轴(74)上，所述传动轮(75)和从

动轮(76)通过同步带(77)相连，所述旋转轴机构(8)设置于水平滑轨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机构(8)包括第二滑块

(81)、第四驱动电机(82)、旋转法兰(83)、同步带压块(84)和滑轨滑块(85)，所述同步带压

块(84)和滑轨滑块(85)固定于第二滑块(81)的上端，所述同步带压块(84)压紧于同步带

(77)上，所述滑轨滑块(85)可滑移的设置于水平滑轨上，所述旋转法兰(83)可转动的设置

于第二滑块(81)上，该旋转法兰(83)与第四驱动电机(82)相连，其下端设有码垛夹具(9)。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法兰(83)的下部侧壁设有

波纹管安装板(8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码垛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5)的侧壁上设有移动用

方管(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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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码垛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码垛机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旋转码垛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客户对产品包装箱输送堆码需求的不断提高，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不少产品 

在装箱后，出厂前的过程中，需要对包装物进行搬运、整理、排列、堆码，由于人工进行搬运、 

整理、排列、堆码存在着劳动强度过大；速度过缓慢等缺陷，不能适应生产企业对高效包装 

输送线的需求，故采用码垛机装置后，搬运、整理、排列、堆码的工作能由该装置自动完成， 

因而码垛机装置应运而生。

[0003] 现有的码垛机一般包括基座、水平摆臂、竖直摆臂和夹具，为适应搬运较重码垛物

品，结构较为复杂，同时为能够在较大范围内搬运码垛物品，其占用空间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旋转码垛机，机架可以自由转动，实现码垛物品

绕整机的公转，主轴传动机构和Y轴机构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上下、前后移动，旋转轴机构

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自转，有利于码垛物品的抓取及摆放，且占用空间较小。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旋转码垛机，包括底座，所

述底座内可转动的设有旋转支撑，所述旋转支撑上设有圆盘板，所述圆盘板上固定有第一

驱动电机和机架，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旋转支撑通过齿轮传动带动圆盘板转动，

所述机架的侧壁设有竖直滑轨，其上部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上设有主轴传动机构，所述

竖直滑轨上可滑移的设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与主轴传动机构相连，该第一滑块上设

有Y轴机构，所述Y轴机构上可转动的设有旋转轴机构，所述旋转轴机构的下端设有码垛夹

具。

[0006]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主轴传动机构包括第二驱动电机、轴承座、轴承、主动轴、

链轮和链条，所述第二驱动电机和轴承座设置于安装板上，所述轴承设置于轴承座内，该轴

承内可转动的设有主动轴，所述主动轴与第二驱动电机相连，该主动轴上设有链轮，所述链

条设置于链轮上，所述链轮的一端与第一滑块相连。

[0007]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主轴传动机构还包括对重块组件，所述对重块组件设置

于链条上相对于第一滑块的另一端。

[0008]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Y轴机构包括壳体、第三驱动电机、传动轴、从动轴、传动

轮、从动轮、同步带和水平滑轨，所述壳体设置于第一滑块上，所述第三驱动电机、传动轴、

从动轴和水平滑轨设置于壳体上，所述第三驱动电机与传动轴相连，所述传动轮套设于传

动轴上，所述从动轮套设于从动轴上，所述传动轮和从动轮通过同步带相连，所述旋转轴机

构设置于水平滑轨上。

[0009]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旋转轴机构包括第二滑块、第四驱动电机、旋转法兰、同

步带压块和滑轨滑块，所述同步带压块和滑轨滑块固定于第二滑块的上端，所述同步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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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压紧于同步带上，所述滑轨滑块可滑移的设置于水平滑轨上，所述旋转法兰可转动的设

置于第二滑块上，该旋转法兰与第四驱动电机相连，其下端设有码垛夹具。

[0010]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旋转法兰下部侧壁设有波纹管安装板。

[0011]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所述机架的侧壁上设有移动用方管。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的有益效果：

[0013] 第一驱动电机通过旋转支撑驱动机架旋转运动，可以实现整机的旋转运动，Y轴机

构横置于机架上的第一滑块上，可以实现旋转轴机构的升降运动；旋转轴机构可以在Y轴机

构上带动码垛夹具旋转运动，实现需要码垛物品的自转功能，且整机占用空间较小。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去除Y轴机构和旋转轴机构后的主视图。

[0016] 图3为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去除Y轴机构和旋转轴机构后的左视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Y轴机构的后视图。

[0019] 图6为图4的A-A剖视图。

[0020] 图7为本实用新型旋转轴机构的结构图。

[0021] 图中，1.底座；2.旋转支撑；3.圆盘板；4.第一驱动电机；5.机架；51.安装板；52.竖

直滑轨；53.第一滑块；54.移动用方管；6.主轴传动机构；61.第二驱动电机；62.轴承座；63.

轴承；64.主动轴；65.链轮；66.链条；67.对重块组件；7.Y轴机构；71.壳体；72.第三驱动电

机；73.传动轴；74.从动轴；75.传动轮；76.从动轮；77.同步带；81.第二滑块；82.第四驱动

电机；83.旋转法兰；84.同步带压块；85.滑轨滑块；86.波纹管安装板；9.码垛夹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3] 如图1至7所示，一种旋转码垛机，包括底座1，底座1内可转动的设有旋转支撑2，旋

转支撑2上设有圆盘板3，圆盘板3上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4和机架5，第一驱动电机4的输出

轴与旋转支撑2通过齿轮传动带动圆盘板3转动，机架5的侧壁设有竖直滑轨52，其上部设有

安装板51，安装板51上设有主轴传动机构6，竖直滑轨52上可滑移的设有第一滑块53，第一

滑块53与主轴传动机构6相连，该第一滑块53上设有Y轴机构7，Y轴机构7上可转动的设有旋

转轴机构8，旋转轴机构8的下端设有码垛夹具9。

[0024] 第一驱动电机通过旋转支撑驱动机架旋转运动，可以实现整机的旋转运动；Y轴机

构横置于机架上的第一滑块上，可以实现旋转轴机构的升降运动；旋转轴机构可以在Y轴机

构上带动码垛夹具旋转运动，实现需要码垛物品的自转功能。

[0025] 主轴传动机构6包括第二驱动电机61、轴承座62、轴承63、主动轴64、链轮65和链条

66，第二驱动电机61和轴承座62设置于安装板51上，轴承63设置于轴承座62内，该轴承63内

可转动的设有主动轴64，主动轴64与第二驱动电机61相连，该主动轴64上设有链轮65，链条

66设置于链轮65上，链轮65的一端与第一滑块53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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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主轴传动机构6还包括对重块组件67，对重块组件67设置于链条66上相对于第一

滑块53的另一端。

[0027] Y轴机构7包括壳体71、第三驱动电机72、传动轴73、从动轴74、传动轮75、从动轮

76、同步带77和水平滑轨，壳体71设置于第一滑块53上，第三驱动电机72、传动轴73、从动轴

74和水平滑轨设置于壳体71上，水平滑轨设置于壳体的下端，第三驱动电机72与传动轴73

相连，传动轮75套设于传动轴73上，从动轮76套设于从动轴74上，传动轮75和从动轮76通过

同步带77相连，旋转轴机构8设置于水平滑轨上。

[0028] 旋转轴机构8包括第二滑块81、第四驱动电机82、旋转法兰83、同步带压块84和滑

轨滑块85，同步带压块84和滑轨滑块85固定于第二滑块81的上端，同步带压块84压紧于同

步带77上，滑轨滑块85可滑移的设置于水平滑轨上，旋转法兰83可转动的设置于第二滑块

81上，该旋转法兰83与第四驱动电机82相连，其下端设有码垛夹具9。

[0029] 旋转法兰83的下部侧壁设有波纹管安装板86。

[0030] 机架5的侧壁上设有移动用方管54。

[0031] 工作原理：

[0032] 第一驱动电机通过与旋转支撑齿轮齿合传动，旋转支撑通过转动圆盘板带动机架

旋转，实现整机旋转，第二驱动电机运行后带动主动轴与链轮转动，链轮通链条带动对重块

组件与Y轴机构移动，实现Y轴机构上下移动，第三驱动电机运行后带动传动轴及传动轮转

动，通过从动轴和从动轮的配合作用使同步带往复移动，旋转轴机构上的同步带压块压紧

于同步带上，可使同步带带动第二滑块在水平滑轨上往复移动，从而带动旋转轴机构水平

移动，第四驱动电机驱动旋转法兰带动码垛夹具自转。

[0033] 本实用新型机架可以自由转动，实现码垛物品绕整机的公转，主轴传动机构和Y轴

机构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上下、前后移动，旋转轴机构可以实现码垛物品的自转，有利于码

垛物品的抓取及摆放。

[003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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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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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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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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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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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9

CN 209777703 U

9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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