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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

集料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铝板承托

机构、铝板翻转机构、导轨，所述铝板承托机构与

机架固定连接，所述铝板承托机构设置在铝板翻

转机构的下侧，所述铝板翻转机构限定在导轨

内。所述铝板承托机构由竖直送料气缸带动至导

臂的位置，铝板由导臂滑入承托座，竖直送料气

缸带动平板上升至夹料机构的高度，所述水平夹

料气缸带动物料夹将铝板夹持住，由翻转机构带

动物料夹将铝板翻转，移动驱动装置带动移动架

将物料夹上的铝板运送至铝板摆放区，物料夹松

开铝板，完成铝板的收集翻转要求，如此循环，使

前后两个铝板能一正一反能对向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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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包括机架(60)，其特征是所述机架(60)上设有铝

板承托机构(61)、铝板翻转机构(62)、导轨(63)，所述铝板承托机构(61)与机架(60)固定连

接，所述铝板承托机构(61)设置在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下侧，所述铝板翻转机构(62)包括

移动架(621)、移动驱动气缸(622)、翻转机构(623)、夹料机构(624) ,所述移动驱动气缸

(622)固定在机架(60)上，所述移动架(621)限定在导轨(63)上，所述移动架(621)与移动驱

动气缸(622)传动连接，所述夹料机构(624)固定在移动架(621)上，所述夹料机构(624)传

动连接翻转机构(62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夹料机构(624)设

两组且分别设置在铝板承托机构(61)的两侧，所述夹料机构(624)包括基板一(6241)、水平

夹料气缸(6242)、物料夹(6243)、滑轮一(6244)，所述基板一(6241)固定在移动架(621)，所

述水平夹料气缸(6242)固定在基板一(6241)，所述物料夹(6243)与水平夹料气缸(6242)传

动连接，所述滑轮一(6244)与物料夹(6243)活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物料夹(6243)设

有卡槽(6245)，所述滑轮一(6244)套接物料夹(6243)的卡槽(624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翻转机构(623)设

基板二(6231)、翻转气缸(6232)、齿轮齿条副(6233)、转动轴(6234)、滑轮二(6235)、皮带

(6236)，所述基板二(6231)固定在移动架(621)上，所述翻转气缸(6232)固定在基板上，所

述翻转气缸(6232)传动连接齿轮齿条副(6233)，所述齿轮齿条副(6233)传动连接转动轴

(6234)，所述滑轮二(6235)与转动轴(6234)固定连接，所述皮带(6236)传动连接滑轮二

(6235)，所述翻转机构(623)通过皮带(6236)传动连接夹料机构(624)。

5.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齿轮齿条副

(6233)包括齿轮(6237)、齿条(6238)，所述齿轮(6237)与转动轴(6234)固定连接，所述齿条

(6238)与翻转气缸(6232)传动连接，所述齿轮(6237)与齿条(6238)啮合。

6.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滑轮二(6235)、皮

带(6236)设两组，所述两根皮带(6236)分别与两组夹料机构(624)传动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机架(60)两侧设

导臂(601)，所述导臂(601)设在铝板承托机构(61)的外侧，所述铝板承托机构(61)包括基

板三(611)、承托座(612)、竖直送料气缸(613)，所述基板三(611)固定在机架(60)上，所述

竖直送料气缸(613)固定在基板三(611)上，所述竖直送料气缸(613)设置在承托座(612)的

下侧且与承托座(612)传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承托座(612)设承

托板(614)、连接桥(615)，所述承托板(614)的宽度小于导臂(601)之间的宽度，所述连接桥

(615)两根或以上，所述连接桥(615)固定在承托板(614)的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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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铝扣板是一种特殊的板材，质地轻便耐用，被广泛运用于家装吊顶中，具有多种优

良特性，适用于多种场合，既能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具备多种功效。目前，铝扣板的加工

过程中，铝板成型后，需要人工收集，并由人工将铝扣板一个正向一个翻转后才能摆放，花

费大量的人力，生产效益低下，人们需要一种能人工收集且将铝扣板自动翻转的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

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铝板承托机构、铝板翻转机构、导轨，所述铝板承托机构与机

架固定连接，所述铝板承托机构设置在铝板翻转机构的下侧，所述铝板翻转机构包括移动

架、移动驱动气缸、翻转机构、夹料机构,所述移动驱动气缸固定在机架上，所述移动架限定

在导轨上，所述移动架与移动驱动气缸传动连接，所述夹料机构固定在移动架上，所述夹料

机构传动连接翻转机构。

[0005] 优选地，所述夹料机构设两组且分别设置在铝板承托机构的两侧，所述夹料机构

包括基板一、水平夹料气缸、物料夹、滑轮一，所述基板一固定在移动架，所述水平夹料气缸

固定在基板一，所述物料夹与水平夹料气缸传动连接，所述滑轮一与物料夹活动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物料夹设有卡槽，所述滑轮一套接物料夹的卡槽。

[0007] 优选地，所述翻转机构设基板二、翻转气缸、齿轮齿条副、转动轴、滑轮二、皮带，所

述基板二固定在移动架上，所述翻转气缸固定在基板上，所述翻转气缸传动连接齿轮齿条

副，所述齿轮齿条副传动连接转动轴，所述滑轮二与转动轴固定连接，所述皮带传动连接滑

轮二，所述翻转机构通过皮带传动连接夹料机构。

[0008] 优选地，所述齿轮齿条副包括齿轮、齿条，所述齿轮与转动轴固定连接，所述齿条

与翻转气缸传动连接，所述齿轮与齿条啮合。

[0009] 优选地，所述滑轮二、皮带设两组，所述两根皮带分别与两组夹料机构传动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机架两侧设导臂，所述导臂设在铝板承托机构的外侧，所述铝板承托

机构包括基板三、承托座、竖直送料气缸，所述基板三固定在机架上，所述竖直送料气缸固

定在基板三上，所述竖直送料气缸设置在承托座的下侧且与承托座传动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承托座设承托板、连接桥，所述承托板的宽度小于导臂之间的宽度，

所述连接桥两根或以上，所述连接桥固定在承托板的外侧。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所述铝板承托机构由竖直送

料气缸带动至导臂的位置，铝板由导臂滑入承托座，竖直送料气缸带动平板上升至夹料机

构的高度，所述水平夹料气缸带动物料夹将铝板夹持住，由翻转机构带动物料夹将铝板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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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动驱动装置带动移动架将物料夹上的铝板运送至铝板摆放区，物料夹松开铝板，完成

铝板的收集翻转要求，如此循环，使前后两个铝板能一正一反能对向摆放。本实用新型结构

简单，实用方便，节约了人工，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简化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图2的A区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照图1至图3，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用于生产铝扣板的集料装置，包括

机架60，所述机架60上设有铝板承托机构61、铝板翻转机构62、导轨63，所述铝板承托机构

61与机架60固定连接，所述铝板承托机构61设置在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下侧。

[0018] 所述机架60两侧设导臂601，所述导臂601设在铝板承托机构61的外侧，所述铝板

承托机构61包括基板三611、承托座612、竖直送料气缸613，所述基板三611固定在机架60

上，所述竖直送料气缸613固定在基板三611上，所述竖直送料气缸613设置在承托座612的

下侧且与承托座612传动连接。

[0019] 所述承托座612设承托板614、连接桥615，所述承托板614的宽度小于导臂601之间

的宽度，所述连接桥615两根，所述连接桥615固定在承托板614的外侧。

[0020] 所述竖直送料气缸613伸缩，带动承托座612在导臂601与铝板翻转机构62的高度

之间上下移动。

[0021] 铝板经成型后，承托座612由竖直送料气缸613带动至导臂601内侧，铝板经连接桥

615滑入承托板614的过程中，导臂601可以限定铝板的滑动轨迹，导正铝板在承托板614上

的摆放位置。

[0022] 所述铝板翻转机构62包括移动架621、移动驱动气缸622、翻转机构623、夹料机构

624,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固定在机架60上，所述移动架621限定在导轨63上，所述移动架

621与移动驱动气缸622传动连接，所述夹料机构624固定在移动架621上，所述夹料机构624

传动连接翻转机构623。

[0023] 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带动移动架621在导轨63内移动，移

动驱动气缸622的活塞伸长时，移动架621移动至铝板承托机构61的上侧。

[0024] 所述夹料机构624设两组且分别设置在铝板承托机构61的两侧，所述夹料机构624

包括基板一6241、水平夹料气缸6242、物料夹6243、滑轮一6244，所述基板一6241固定在移

动架621，所述水平夹料气缸6242固定在基板一6241，所述物料夹6243与水平夹料气缸6242

传动连接，所述滑轮一6244与物料夹6243活动连接。

[0025] 所述物料夹6243设有卡槽6245，所述滑轮一6244套接物料夹6243的卡槽6245。

[0026] 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伸长时，物料夹6243向承托座

612方向伸长，物料夹6243夹住铝板，当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收

缩时，物料夹6243收缩，松开铝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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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物料夹6243设卡槽6245，所述滑轮一6244套接物料夹6243的卡槽6245，当滑

轮一6244转动时，物料夹6243跟随滑轮一6244翻转，当物料夹6243伸缩时，滑轮一6244不跟

随物料夹6243伸缩。

[0028] 所述翻转机构623设基板二6231、翻转气缸6232、齿轮齿条副6233、转动轴6234、滑

轮二6235、皮带6236，所述基板二6231固定在移动架621上，所述翻转气缸6232固定在基板

上，所述翻转气缸6232传动连接齿轮齿条副6233，所述齿轮齿条副6233传动连接转动轴

6234，所述滑轮二6235与转动轴6234固定连接，所述皮带6236传动连接滑轮二6235，所述翻

转机构623通过皮带6236传动连接夹料机构624。

[0029] 所述滑轮二6235、皮带6236设两组，所述两根皮带6236分别连接两组滑轮二6235

和夹料机构624的滑轮一6244。

[0030] 所述齿轮齿条副6233包括齿轮6237、齿条6238，所述齿轮6237与转动轴6234固定

连接，所述齿条6238与翻转气缸6232传动连接，所述齿轮6237与齿条6238啮合。

[0031] 所述翻转气缸6232的活塞伸缩时，带动齿条6238移动，从而带动与齿条6238啮合

的齿轮6237转动，齿轮6237带动转动轴6234转动，从而带动两组滑轮二6235同时转动，所述

皮带6236与滑轮二6235之间产生摩擦力，摩擦力带动皮带6236转动从而带动滑轮一6244转

动，从而带动物料夹6243翻转。

[0032] 在本实用新型中：承托座612由竖直送料气缸613带动至导臂601内侧，所述移动驱

动气缸622的活塞伸长带动移动架621在导轨63内移动，移动架621移动至铝板承托机构61

的上侧。

[0033] 铝板成型后，铝板经连接桥615滑入承托板614，承托座612由竖直送料气缸613带

动至夹料机构624的高度，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伸长，所述物料

夹6243将铝板夹持住，所述翻转气缸6232的活塞伸长，带动齿条6238移动，从而带动与齿条

6238啮合的齿轮6237正转，齿轮6237带动转动轴6234正转，从而带动两组滑轮二6235同时

转动从而带动物料夹6243正转，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的活塞收缩，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

带动移动架621至铝板摆放区内，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收缩，放

下铝板，完成第一个铝板收集翻转要求。

[0034] 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的活塞伸长带动移动架621在导轨63内移动，移动架621移

动至铝板承托机构61的上侧。承托座612由竖直送料气缸613带动至导臂601内侧。

[0035] 铝板成型后，铝板经连接桥615滑入承托板614，承托座612由竖直送料气缸613带

动至夹料机构624的高度，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伸长，所述物料

夹6243将铝板夹持住，所述翻转气缸6232的活塞收缩，带动齿条6238移动，从而带动与齿条

6238啮合的齿轮6237反转，齿轮6237带动转动轴6234反转，从而带动两组滑轮二6235同时

转动从而带动物料夹6243反转，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的活塞收缩，所述移动驱动气缸622

带动移动架621至铝板摆放区内，铝板翻转机构62的两个水平夹料气缸6242的活塞收缩，放

下铝板。完成第二个铝板的收集翻转要求，使第一个、第二个铝板能一正一反对向摆放，如

此循环，完成自动化生产线上铝板的收集翻转要求。

[0036]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实用方便，节约了人工，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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