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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包

括升降固定架、可升降地设于所述升降固定架内

的升降活动架和设于所述升降活动架上的移载

机，所述升降活动架的底部设有推送驱动组件，

所述推送驱动组件包括推拉气缸、设于所述推拉

气缸输出端上的锁紧挂钩和可驱动所述锁紧挂

钩上下转动的驱动气缸。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

构，推送驱动组件可用于驱动立体库中的滑轮推

送装置(免驱动装置)沿X轴运动，从而驱动立体

库中的陶瓷产品的出入库传动，其不需要在立体

库的每一层架上均设置动力驱动装置，来实现立

体库中陶瓷产品的出入库传动，其结构简单，造

价成本低，使用节能，不费电，不费气，而且维护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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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升降固定架(22)、可升降地设于所述升降

固定架(22)内的升降活动架(23)和设于所述升降活动架(23)上的移载机(24)，所述升降活

动架(23)的底部设有推送驱动组件(21)，所述推送驱动组件(21)包括推拉气缸(211)、设于

所述推拉气缸(211)输出端上的锁紧挂钩(212)和可驱动所述锁紧挂钩(212)上下转动的驱

动气缸(2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固定架(22)的

顶部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升降活动架(23)相对所述升降固定架(22)沿Z轴上下升降的升降驱

动件(25)，所述升降驱动件(25)的输出端设有升降链条(251)，所述升降链条(251)的一端

设有配重组件(252)而另一端与所述升降活动架(23)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固定架(22)

的底部设有用于驱动其沿Y轴运动的平移驱动件(2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载机(24)包括传

送带(241)和驱动所述传送带(241)沿X轴运动的移载驱动件(24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固定架(22)的

底部设有沿Y轴设置且供所述升降固定架(22)滑移的导向滑轨(27)。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固定架(22)内

设有沿Z轴方向设置且用于供所述升降活动架(23)滑动配合的升降轨道(2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拉气缸(211)输出

端上设有活动座(210)，所述锁紧挂钩(212)和所述驱动气缸(213)设于所述活动座(210)

上，所述升降活动架(23)上设有与所述活动座(210)滑动连接的导向杆(232)。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链条(251)有四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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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立体库出入库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大型的卫生陶瓷储存立体库中，立体库的每一层架上均设置有用于驱动陶瓷产

品出入库的驱动装置，由于立体库的规模较为庞大，一套驱动装置可能无法实现将陶瓷产

品从入库位置传送至出库位置，因此每一层架上可能还需要配套多套驱动装置，这样一来，

立体库中所需要运用的驱动装置的数量较为庞大，使用起来非常费电、耗气，而且其造价成

本高，难以维护。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节能省电且方便维护的自动行走升降

移载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包括升降固定架、可升降地设于所述升降固定架内的升

降活动架和设于所述升降活动架上的移载机，所述升降活动架的底部设有推送驱动组件，

所述推送驱动组件包括推拉气缸、设于所述推拉气缸输出端上的锁紧挂钩和可驱动所述锁

紧挂钩上下转动的驱动气缸。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推送驱动组件可用于驱动立体库中的滑轮推送装置

(免驱动装置)沿X轴运动，从而驱动立体库中的陶瓷产品的出入库传动，其不需要在立体库

的每一层架上均设置动力驱动装置，来实现立体库中陶瓷产品的出入库传动，其结构简单，

造价成本低，使用节能，不费电，不费气，而且维护方便。

[0007]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升降固定架的顶部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升

降活动架相对所述升降固定架沿Z轴上下升降的升降驱动件，所述升降驱动件的输出端设

有升降链条，所述升降链条的一端设有配重组件而另一端与所述升降活动架固定连接。通

过升降驱动件可驱动升降活动架相对升降固定架沿Z轴上下升降，从而将陶瓷产品和推送

驱动组件移动至立体库相应的层架。升降链条和配重组件的设置可提高升降活动架相对升

降固定架上下升降时的平稳性。

[0008]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升降固定架的底部设有用于驱动其沿Y

轴运动的平移驱动件，从而将移载装置驱动至立体库相应的层架位置。

[0009]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移载机包括传送带和驱动所述传动带沿

X轴运动的移载驱动件，移载驱动件驱动传送带沿X轴运动，从而驱动移载机上的陶瓷产品

沿X轴传送。

[0010]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升降固定架的底部设有沿Y轴设置且供

所述升降固定架滑移的导向滑轨，从而提高升降固定架沿Y轴运动的精度。

[0011]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升降固定架内设有沿Z轴方向设置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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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供所述升降活动架滑动配合的升降轨道，从而提高升降活动架沿Z轴运动的精度。

[0012] 如上所述的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所述升降链条有四条，从而提高承载能力并

进一步保证升降活动架相对升降固定架上下升降时的平稳性。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推送驱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锁紧挂钩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推送驱动组件驱动滑轮推送装置运动的状态参考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应用于立体库中的使用状态参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包括升降固定架22、可升降地设于升降固定架22内的升

降活动架23和设于升降活动架23上的移载机24，升降活动架23的底部设有推送驱动组件

21，推送驱动组件21包括推拉气缸211、设于推拉气缸211输出端上的锁紧挂钩212和可驱动

锁紧挂钩212上下转动的驱动气缸213。

[0021] 为适用立体库100在Z轴方向上不同的层架位置，升降固定架22的顶部设有用于驱

动升降活动架23相对升降固定架22沿Z轴上下升降的升降驱动件25，为提高升降活动架23

相对升降固定架22上下升降时的平稳性，升降驱动件25的输出端设有升降链条251，升降链

条251的一端设有配重组件252而另一端与升降活动架23固定连接。

[0022] 为适用立体库100在Y轴方向上不同的层架位置，升降固定架22的底部设有用于驱

动其沿Y轴运动的平移驱动件26。

[0023] 为实现陶瓷产品平稳的出入库动作，移载机24包括传送带241和驱动传动带241沿

X轴运动的移载驱动件242。

[0024] 为提高升降固定架22沿Y轴运动的精度，升降固定架22的底部设有沿Y轴设置且供

升降固定架22滑移的导向滑轨27。

[0025] 为提高升降活动架23沿Z轴运动的精度，升降固定架22内设有沿Z轴方向设置且用

于供升降活动架23滑动配合的升降轨道231。

[0026] 推拉气缸211输出端上设有活动座210，锁紧挂钩212和驱动气缸213设于活动座

210上，升降活动架23上设有与活动座210滑动连接的导向杆232。

[0027] 为提高承载能力并进一步保证升降活动架23相对升降固定架22上下升降时的平

稳性，升降链条251有两条。

[0028] 滑轮推送装置3设于立体库10的每一层架101上，滑轮推送装置3包括沿X轴方向设

置的推杆31、沿推杆31的长度方向设置的推块32和供推块32与推杆31转动连接的转轴33，

推块32在X轴方向上的前端的重量小于后端的重量，推杆31的端部设有可供锁紧挂钩212锁

紧扣合的挂杆37。

[0029]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在立体库10的出入库位置处分别安装一套本实用新型(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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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陶瓷产品100连同其底部的工装板200在外部输入线20上被输送至处于入库位置的

移载机24上，处于入库位置的平移驱动件26驱动该自动行走升降移载装置整体沿Y轴移动

立体库10需要入库的相应位置处，随后入升降驱动件25驱动升降活动架23沿Z轴上下升降，

从而将该陶瓷产品100和推送驱动组件21移动至需要入库相应层架101的入库端，随后移载

机24将该陶瓷产品100连同其底部的工装板200一并推送入该层架101(每一层架101上设有

可供工装板200传送的滚筒)，随后处于出库位置的推拉气缸211驱动其输出端伸出至最大

行程，然后驱动气缸212驱动锁紧挂钩212向下转动并锁紧扣合在推杆31前端的挂杆37，然

后该推拉气缸211驱动其输出端回缩，在回缩过程中，滑轮推送装置3沿X轴方向往前运动，

由于前重后轻，所以推块32的前端向上转动抬起并卡入陶瓷产品100底部的工装板200的卡

口201内，从而推动陶瓷产品100连同其底部的工装板200沿X轴方向向前推送一个库位，此

时出库装置2的驱动气缸212驱动锁紧挂钩212向上转动抬起并与推杆31前端的挂杆37脱

扣，随后处于入库位置的推拉气缸211驱动其输出端伸出至最大行程，然后驱动气缸212驱

动锁紧挂钩212向下转动并锁紧扣合在推杆31后端的挂杆37，然后该推拉气缸211驱动其输

出端回缩，在回缩过程中，滑轮推送装置3沿X轴方向往后运动，此时推块32的前端会被工装

板200阻挡住而向下转动回落，此时滑轮推送装置3即可在工装板200的底部沿X轴的反向移

动回位，当需要继续推送陶瓷产品100时，处于出库位置的推送驱动组件21继续驱动陶瓷产

品100连同其底部的工装板200沿X轴方向向前推送一个库位，如此类推，直至该陶瓷产品

100被推送至相应的储存库位。当需要将该陶瓷产品100出库时，则直接将其推送至处于出

库位置的移载机24上，随后处于出库位置的升降驱动件25驱动升降活动架23沿Z轴下降至

外部输出线30的位置处，随后处于出库位置的自动移载机24将该陶瓷产品100连同其底部

的工装板200一并推送出外部输出线30，外部输出线30则驱动该陶瓷产品100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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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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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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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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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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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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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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