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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

涂胶装置，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输料机构，输料

机构上方设有位置调节机构，位置调节机构侧面

设有涂胶机构；所述输料机构包括并排分布于机

架上的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本实

用新型具有能够有效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涂

胶效率和提升涂胶质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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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有输料机

构，输料机构上方设有位置调节机构(2)，位置调节机构(2)侧面设有涂胶机构(3)；所述输

料机构包括并排分布于机架(1)上的卡槽型输送机构(4)和滚筒型输送机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型输

送机构(4)包括位于机架(1)两端的主动辊(401)和从动辊(402)，主动辊(401)和从动辊

(402)之间设有传输皮带(403)，传输皮带(403)表面设有一组卡槽件(404)；主动辊(401)连

接有第一电机(40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件

(404)包括卡槽件本体(405)，卡槽件本体(405)上设有安放槽(406)，安放槽(406)侧面设有

卡槽(40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型输

送机构(5)包括一组均匀分布于机架(1)上的滚筒(501)，滚筒(501)之间设有皮带(502)，其

中一端的滚筒(501)连接有第二电机(5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置调节

机构(2)的出料侧还设有接近开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置调节

机构(2)包括支撑架(6)，支撑架(6)上方设有水平横向移动组件(7)，水平横向移动组件(7)

上方还设有竖向移动组件(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横向

移动组件(7)包括位于支撑架(6)上端的固定平台(701)，固定平台(701)上设有两根相互平

行的导轨(702)，导轨(702)上设有滑块(703)，滑块(703)上方设有活动平台(704)，活动平

台(704)侧面设有丝杠滑块(705)，丝杠滑块(705)上设有固定于支撑架(6)上的丝杠(706)，

丝杠(706)端部设有驱动电机(707)。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向移动

组件(8)包括位于固定平台(701)上的竖直板(801)，竖直板(801)外侧的下端设有支撑板

(802)，支撑板(802)上方设有气缸(803)，气缸(803)输出端设有连接板(804)，涂胶机构(3)

固定于连接板(804)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涂胶机构

(3)包括固定于连接板(804)上的胶桶(301)，胶桶(301)底部设有两个分别与卡槽型输送机

构(4)和滚筒型输送机构(5)相对应的胶枪(302)，胶桶(301)上端设有进胶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置调

节机构(2)进料侧设有宽度检测机构；宽度检测机构包括固定架(9)，固定架(9)上设有红外

线测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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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涂胶装置，特别是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梯轿壁由很多非标的零部件组成，对于强度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之间，一般是通

过焊接的方式或者螺栓连接的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对于一些强度要求不高的零部件之间

则可以通过粘性胶水将其粘结在一起。但是，现有的通过胶水粘结的方式一般是采用工人

手持胶枪在产品上手动涂上胶水，然后再通过人工施加外力对零部件进行施压，以此来完

成涂胶的作业；这种方式不仅会导致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涂胶的效率较低，而且由于涂胶

过程易受工人的技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无法保证涂胶的质量。因此，现有的技术存在着工

人劳动强度较大、涂胶效率较低以及无法保证涂胶质量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本实用新型具有

能够有效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涂胶效率和提升涂胶质量的特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

输料机构，输料机构上方设有位置调节机构，位置调节机构侧面设有涂胶机构；所述输料机

构包括并排分布于机架上的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

[0005]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卡槽型输送机构包括位于机架两

端的主动辊和从动辊，主动辊和从动辊之间设有传输皮带，传输皮带表面设有一组卡槽件；

主动辊连接有第一电机。

[0006]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卡槽件包括卡槽件本体，卡槽件本

体上设有安放槽，安放槽侧面设有卡槽。

[0007]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滚筒型输送机构包括一组均匀分

布于机架上的滚筒，滚筒之间设有皮带，其中一端的滚筒连接有第二电机。

[0008]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位置调节机构的出料侧还设有接

近开关。

[0009]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位置调节机构包括支撑架，支撑架

上方设有水平横向移动组件，水平横向移动组件上方还设有竖向移动组件。

[0010]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水平横向移动组件包括位于支撑

架上端的固定平台，固定平台上设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导轨上设有滑块，滑块上方设有

活动平台，活动平台侧面设有丝杠滑块，丝杠滑块上设有固定于支撑架上的丝杠，丝杠端部

设有驱动电机。

[0011]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竖向移动组件包括位于固定平台

上的竖直板，竖直板外侧的下端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上方设有气缸，气缸输出端设有连接

板，涂胶机构固定于连接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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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涂胶机构包括固定于连接板上的

胶桶，胶桶底部设有两个分别与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相对应的胶枪，胶桶上

端设有进胶口。

[0013] 前述的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中所述位置调节机构进料侧设有宽度检

测机构；宽度检测机构包括固定架，固定架上设有红外线测宽仪。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由机架、输料机构、位置调节机构和涂胶机构构成，

实现自动涂胶作业，以此来取代传统的人工手动涂胶，不仅能有效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

高涂胶效率，还能够有效的保证涂胶的质量；而且，自动涂胶对胶水的用量比人工手动涂胶

来的少，能够减少了材料的成本，还能有效的减少胶水对员工的腐蚀伤害。本实用新型的输

料机构由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组成，能够满足多种不同形状的产品进行涂

胶。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能够有效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涂胶效率和提升涂胶质量

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的俯视图；

[0017] 图3是输料机构的俯视图；

[0018] 图4是输料机构的侧视图；

[0019] 图5是位置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5的侧视图；

[0021] 图7是图5的俯视图。

[0022] 附图中的标记为：1-机架，2-位置调节机构，3-涂胶机构，4-卡槽型输送机构，5-滚

筒型输送机构，6-支撑架，7-水平横向移动组件，8-竖向移动组件，9-固定架，401-主动辊，

402-从动辊，403-传输皮带，404-卡槽件，405-卡槽件本体，406-安放槽，407-卡槽，408-第

一电机，501-滚筒，502-皮带，503-第二电机，701-固定平台，702-导轨，703-滑块，704-活动

平台，705-丝杠滑块，706-丝杠，707-驱动电机，801-竖直板，802-支撑板，803-气缸，804-连

接板，301-胶桶，302-胶枪。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

限制的依据。

[0024] 实施例。一种电梯非标轿壁自动涂胶装置，构成如图1至图7所示，包括机架1，机架

1上设有输料机构，输料机构上方设有位置调节机构2，位置调节机构2侧面设有涂胶机构3；

所述输料机构包括并排分布于机架1上的卡槽型输送机构4和滚筒型输送机构5。

[0025] 所述卡槽型输送机构4包括位于机架1两端的主动辊401和从动辊402，主动辊401

和从动辊402之间设有传输皮带403，传输皮带403表面设有一组卡槽件404；主动辊401连接

有第一电机408。

[0026] 所述卡槽件404包括卡槽件本体405，卡槽件本体405上设有安放槽406，安放槽406

侧面设有卡槽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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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滚筒型输送机构5包括一组均匀分布于机架1上的滚筒501，滚筒501之间设有

皮带502，其中一端的滚筒501连接有第二电机503。

[0028] 所述位置调节机构2的出料侧还设有接近开关。

[0029] 所述位置调节机构2包括支撑架6，支撑架6上方设有水平横向移动组件7，水平横

向移动组件7上方还设有竖向移动组件8。

[0030] 所述水平横向移动组件7包括位于支撑架6上端的固定平台701，固定平台701上设

有两根相互平行的导轨702，导轨702上设有滑块703，滑块703上方设有活动平台704，活动

平台704侧面设有丝杠滑块705，丝杠滑块705上设有固定于支撑架6上的丝杠706，丝杠706

端部设有驱动电机707。

[0031] 所述竖向移动组件8包括位于固定平台701上的竖直板801，竖直板801外侧的下端

设有支撑板802，支撑板802上方设有气缸803，气缸803输出端设有连接板804，涂胶机构3固

定于连接板804上。

[0032] 所述涂胶机构3包括固定于连接板804上的胶桶301，胶桶301底部设有两个分别与

卡槽型输送机构4和滚筒型输送机构5相对应的胶枪302，胶桶301上端设有进胶口。

[0033] 所述位置调节机构2进料侧设有宽度检测机构；宽度检测机构包括固定架9，固定

架9上设有红外线测宽仪。

[0034] 卡槽型输送机构4和滚筒型输送机构5均倾斜固定于机架1上；具体地，主动辊401

和从动辊402呈倾斜分布；所述滚筒501呈倾斜分布。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呈

倾斜分布，可以让产品更好的贴边输送，从而能够有效的提高胶枪喷胶位子的准确性。

[0035] 所述胶枪为自动胶枪。

[0036] 胶枪可以选用世椿公司生产的中型回吸式点胶阀-DHV-M。

[0037] 红外线测宽仪可以选用承拓公司生产的型号为CHT-CD33-250的红外线测宽仪。

[0038] 接近开关可以选用欧姆龙公司生产的型号为E3FA-TP11的接近开关。

[0039] 气缸可以采用日本SMC公司生产的气缸，也可以采用步步牛公司的型号为MA20*

125的气缸。

[0040] 胶桶可以采用英格索兰的气动胶泵，具体型号为TP0646S31HH47A72。

[0041] 所述卡槽型输送机构和滚筒型输送机构之间设有分隔挡板。

[0042] 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接近开关、红外线测宽仪、第一电机、第二电机、驱动电机、升降

驱动电机和胶枪相连。控制器为PLC控制器，选用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PLC。

[0043] 涂胶机构位于位置调节机构的出料侧；所述位置调节机构的出料侧还设有接近开

关。

[0044] 将产品的型号与产品的宽度相对应，然后根据不同的产品设定相应的胶枪的涂胶

位置，当控制器根据红外线测宽仪检测到的产品宽度就能够找出相应的产品型号，进而根

据产品型号控制位置调节机构动作，将胶枪调整至相应的位置。

[0045] 卡槽型输送机构的工作过程：将产品放入卡槽件上，可以通过安放槽或者卡槽来

适应相应的产品，第一电机工作，带动主动辊旋转，主动辊经传输皮带带动从动辊旋转和卡

槽件移动，进而带动产品移动。卡槽件经胶水固定在传输皮带表面。

[0046] 滚筒型输送机构的工作过程：将产品放入滚筒上，滚筒由于倾斜放置，产品就会贴

边输送，第二电机工作，带动其中一端的滚筒工作，该滚筒就会带动皮带转动，进而带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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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滚筒旋转，实现产品的转运。

[0047] 位置调节机构的工作过程：随后控制器通过控制驱动电机工作，带动丝杠旋转，丝

杠旋转带动丝杠滑块沿着导轨移动移动，进而把胶枪移到产品需要打胶的地方，再通过升

降驱动电机工作，带动竖直丝杆旋转，竖直丝杆带动竖直丝杆滑块沿着竖直丝杆上下移动，

竖直丝杆滑块带动竖向活动架上下移动，起到调节胶枪的高低位置，到达指定的涂胶高度。

[004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根据产品截面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输送机构，将产品放

在卡槽型输送机构或者滚筒型输送机构上，带动产品开始移动，当产品到达红外线测宽仪

下方的时候，红外线测宽仪将检测到的产品宽度信息传递至控制器中，控制器根据产品宽

度信息识别出相应的产品型号，控制器就会控制位置调节机构将胶枪调整至相应的位置，

随着产品移动，当产品到达接近开关时，就会被感应到，接近开关就会将信号传递给控制

器，然后控制器就会控制胶枪开始喷胶，当产品喷胶完成后离开接近开关感应范围，控制器

就会控制胶枪停止喷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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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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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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