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16871.4

(22)申请日 2020.06.05

(71)申请人 武汉道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30014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光谷街23号武汉光谷世界城步行

街F地块东区9号楼6楼K047号

(72)发明人 李晨　任李培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卓越志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42266

代理人 胡婷婷

(51)Int.Cl.

B65G 37/00(2006.01)

B65G 47/04(2006.01)

B65G 61/00(2006.01)

B65G 47/82(2006.01)

B65G 47/91(2006.01)

B65G 59/00(2006.01)

B65B 69/00(2006.01)

C11C 5/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

生产系统，包括拆垛装置、切割装置、吸料装置、

拆袋装置、推料装置、辊道输送机、皮带输送机；

所述拆垛装置布置在生产系统的前端；皮带输送

机布置在拆垛装置下部；切割装置、吸料装置、拆

袋装置和推料装置依次布置在生产系统后端；辊

道输送机与拆垛装置衔接，贯穿切割装置、拆袋

装置和推料装置；两套吸料装置对称布置在辊道

输送两侧；拆垛装置与后端的切割装置、吸料装

置、拆袋装置及推料装置之间用隔离墙隔离；整

个生产过程从拆垛、拆袋到入炉均实现自动化生

产，无需人工干预，大大降低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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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包括拆垛装置(1)、切割装置(2)、吸料装置

(104)、拆袋装置(3)、推料装置(4)、辊道输送机(9)、皮带输送机(10)和定位槽钢(16)；所述

拆垛装置(1)布置在生产系统的前端；皮带输送机(10)布置在拆垛装置(1)下部；切割装置

(2)、吸料装置(104)、拆袋装置(3)和推料装置(4)依次布置在生产系统后端；辊道输送机

(9)与拆垛装置(1)衔接，贯穿切割装置(2)、拆袋装置(3)和推料装置(4)；两套吸料装置

(104)对称布置在辊道输送机(9)两侧；拆垛装置(1)与后端的切割装置(2)、吸料装置

(104)、拆袋装置(3)及推料装置(4)之间用隔离墙(8)隔离；四个定位槽钢(16)预埋在地面

上，预埋位置根据托盘(102)的尺寸及拆垛装置(1)的抓取范围而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拆垛

装置(1)，包括抓手(11)、垂直运动单元(12)、横向运动单元(13)、第一机架(14)、纵向运动

单元(15)、滑块(17)、导杆(18)和导杆固定块(19)；两个导杆固定块(19)布置在第一机架

(14)两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机架(14)上；导杆(18)固定在两个导杆固定块(19)上；滑块

(17)在导杆(18)上滑动；所述横向运动单元(13)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一机架(14)上；纵向运

动单元(15)一端通过螺栓与横向运动单元(13)连接，另一端通过螺栓与滑块(17)连接，纵

向运动单元(15)由横向运动单元(13)驱动、由导杆(18)支撑进行左右滑动；垂直运动单元

(12)通过螺栓与纵向运动单元(15)的滑块螺母连接，垂直运动单元(12)做上下运动；所述

抓手(11)安装在垂直运动单元(12)的下端；所述抓手(11)，包括伺服电机(111)、减速器

(112)、抓手安装板(113)、连接法兰(114)、拆垛吸盘安装板(115)和拆垛吸盘(116)；伺服电

机(111)通过螺栓与减速器(112)连接；减速器(112)通过螺栓安装在抓手安装板(113)上；

抓手安装板(113)一端与垂直运动单元(12)下端通过螺栓连接在一起；连接法兰(114)通过

胀紧套与减速器(112)的输出轴连接；连接法兰(114)通过螺栓与拆垛吸盘安装板(115)连

接；十二个拆垛吸盘(116)均布在拆垛吸盘安装板(115)上，拆垛吸盘(116)通过螺纹固定在

拆垛吸盘安装板(115)上；伺服电机(111)通过减速器(112)带动连接法兰(114)旋转；连接

法兰(114)带动拆垛吸盘安装板(115)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

装置(2)，包括第二机架(21)、刀架(22)、锯刀(23)、第一辊筒架(24)、顶升装置(25)、切料直

线单元(26)和锯刀电机(27)；所述切料直线单元(26)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二机架(21)上；刀

架(22)通过螺栓固定在切料直线单元(26)上；锯刀(23)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22)上；锯刀

电机(27)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22)上；切料直线单元(26)通过刀架(22)带着锯刀(23)向前

运动；锯刀电机(27)带动锯刀(23)上的刀片高速旋转，形成切削力；顶升装置(25)通过螺栓

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第一辊筒架(24)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

装置(25)，包括顶升板(251)、顶升气缸(252)、顶升导杆(253)、顶升座(254)和直线导套

(255)；所述顶升座(254)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四个直线导套(255)对称布置

在顶升座(254)上，直线导套(255)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座(254)上；顶升气缸(252)通过螺

栓安装在顶升座(254)上；四个顶升导杆(253)端部与顶升板(251)通过螺栓连接；顶升气缸

(252)推出时将顶升板(251)顶起。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辊筒架(24)，包括辊筒安装板(241)、辊筒安装架(242)、第一顶升辊筒(243)和高辊筒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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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244)；所述辊筒安装板(241)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八个辊筒安装架(242通过

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八个第一顶升辊筒(243)通过螺栓分别安装在八个辊筒安

装架(242)上；两个高辊筒安装架(244)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两个第一顶升

辊筒(243)分别安装在两个高辊筒安装架(244)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料

装置(104)，包括吸料吸盘(141)、吸料安装板(142)、吸料导杆(143)、吸料气缸(144)、吸料

导套(145)和吸料吸盘安装板(146)；吸料安装板(142)通过螺栓固定在辊道输送机(9)上；

吸料气缸(144)安装在吸料安装板(142)上；两个吸料导套(145)通过螺栓安装在吸料安装

板(142)上；两根吸料导杆(143)分别在两个吸料导套(145)内滑动；吸料导杆(143)一端安

装在吸料吸盘安装板(146)上；三个吸料吸盘(141)安装在吸料吸盘安装板(146)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拆袋

装置(3)，包括吸袋装置(31)、第三机架(32)、翻转装置(33)和顶升装置(25)；两套吸袋装置

(31)对称布置在第三机架(32)上，并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三机架(32)上；顶升装置(25)通过

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两套翻转装置(33)对称布置在顶升装置(25)上，通过螺栓安

装在顶升装置(25)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袋

装置(31)，包括吸袋直线单元(311)、吸袋支撑杆(312)、吸袋气缸(313)、吸袋安装板(314)、

吸袋吸盘安装板(315)、吸袋吸盘(316)、吸料导套(317)和吸料导杆(318)；四个吸袋支撑杆

(312)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直线单元(311)的滑块上；四个吸袋支撑杆(312)另一端通过螺

栓与吸袋安装板(314)连接在一起；吸袋气缸(313)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安装板(314)；两个

吸料导套(317)对称布置在吸袋安装板(314)上，并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安装板(314)上；两

个吸料导杆(318)在两个吸料导套(317)内滑动；两个吸料导杆(318)一端通过螺栓与吸袋

吸盘安装板(315)连接；三个吸袋吸盘(316)通过螺纹安装在吸袋吸盘安装板(315)上。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

装置(33)，包括缓冲垫(331)、缓冲杆(332)、轴座(333)、翻转气缸(334)、翻转座(335)和翻

转气缸安装座(336)；缓冲杆(332)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缓冲垫(331)通过螺栓

安装在缓冲杆(332)上；两个轴座(333)安装在顶升装置(25)的顶升板(251)上；两个翻转气

缸安装座(336)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翻转气缸(334)安装在两个翻转气缸安装

座(336)上，翻转气缸(334)可以在翻转气缸安装座(336)上转动；翻转座(335)一端安装在

轴座(333)上；另一端通过接头与翻转气缸(334)的活塞杆连接在一起。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推

料装置(4)，包括倒料平台(41)、推料直线单元(42)、推板(43)、第四机架(44)、第二辊筒架

(45)和顶升装置(25)；所述顶升装置(25)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第二辊筒架

(45)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推料直线单元(42)通过螺栓安装在第四机架(44)上部；推板

(43)通过螺栓安装在推料直线单元(42)上；倒料平台(41)放置在熔炼炉(103)和第二辊筒

架(45)之间；所述第二辊筒架(45)，包括辊筒安装板(241)、第一辊筒安装架(452)、第一高

辊筒安装架(453)和第二顶升辊筒(451)；辊筒安装板(241)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25)

上；四个第一辊筒安装架(452)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四个第二顶升辊筒

(451)分别安装在四个第一辊筒安装架(452)上；第一高辊筒安装架(453)通过螺栓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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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筒安装板(241)上；一个第二顶升辊筒(451)安装在第一高辊筒安装架(45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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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蜡烛生产加工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石蜡是蜡烛的主要原料，在蜡烛生产线的前端需要将码成垛的石蜡进行拆垛，在

输送过程中拆掉石蜡的外包装袋，再将石蜡送入熔炼炉熔化；目前这一过程全部是由人工

来完成的，一袋石蜡的重量是五十公斤，对于操作工人来说劳动强度非常大；在熔炼炉附近

工作，环境温度较高，体力消耗巨大。

[0003] 因此，亟需一种块状石蜡熔炼生产系统来解决现有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

系统，整个生产过程从拆垛、拆袋到入炉均实现自动化生产，无需人工干预，大大降低劳动

强度。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6] 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包括拆垛装置、切割装置、吸料装置、拆袋

装置、推料装置、辊道输送机、皮带输送机和定位槽钢；所述拆垛装置布置在生产系统的前

端；皮带输送机布置在拆垛装置下部；切割装置、吸料装置、拆袋装置和推料装置依次布置

在生产系统后端；辊道输送机与拆垛装置衔接，贯穿切割装置、拆袋装置和推料装置；两套

吸料装置对称布置在辊道输送两侧；拆垛装置与后端的切割装置、吸料装置、拆袋装置及推

料装置之间用隔离墙隔离；四个定位槽钢预埋在地面上，预埋位置根据托盘的尺寸及拆垛

装置的抓取范围而定。

[0007] 具体使用时，操作工用液压叉车将整垛石蜡推入拆垛装置内，并将托盘落入四个

定位槽钢内；拆垛装置将块状石蜡从整垛石蜡上抓取后放置在皮带输送机上；皮带输送机

将块状石蜡输送至辊道输送机上；辊道输送机将块状石蜡输送至切割装置处；切割装置挡

住物料并将其从纵向切成两半；辊道输送机将物料向前输送，两套吸料装置将切割成两半

的物料分开，形成一定的间距；辊道输送机将物料输送至拆袋装置处；拆袋装置将包裹在两

半物料上的包装袋拆掉；完成拆袋任务后辊道输送机将物料输送至推料装置处，推料装置

将物料推入熔炼炉；推料装置所处区域温度较高，采用隔离墙将其隔离。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拆垛装置，包括抓手、垂直运动单元、横向运动单元、第一机架、

纵向运动单元、滑块、导杆和导杆固定块；两个导杆固定块布置在第一机架两端，通过螺栓

固定在第一机架上；导杆固定在两个导杆固定块上；滑块在导杆上滑动；所述横向运动单元

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一机架上；纵向运动单元一端通过螺栓与横向运动单元连接，另一端通

过螺栓与滑块连接，纵向运动单元由横向运动单元驱动、由导杆支撑进行左右滑动；垂直运

动单元通过螺栓与纵向运动单元的滑块螺母连接，垂直运动单元做上下运动；所述抓手安

装在垂直运动单元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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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抓手，包括伺服电机、减速器、抓手安装板、连接法兰、拆垛吸盘

安装板和拆垛吸盘；伺服电机通过螺栓与减速器连接；减速器通过螺栓安装在抓手安装板

上；抓手安装板一端与垂直运动单元下端通过螺栓连接在一起；连接法兰通过胀紧套与减

速器的输出轴连接；连接法兰通过螺栓与拆垛吸盘安装板连接；十二个拆垛吸盘均布在拆

垛吸盘安装板上，拆垛吸盘通过螺纹固定在拆垛吸盘安装板上；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

连接法兰旋转；连接法兰带动拆垛吸盘安装板转动。

[0010] 具体使用时，横向运动单元和纵向运动单元配合将抓手移动至要吸取的块状石蜡

上方，垂直运动单元带着抓手下降至抓取位，伺服电机调整拆垛吸盘安装板的姿态，实现对

物料在长度方向上的吸取；块状石蜡外部包裹的编织袋及内部的塑料膜有很好的气密性，

拆垛吸盘对物料能够实现可靠吸取；拆垛吸盘吸取物料后，垂直运动单元调整抓手的高度，

横向运动单元和纵向运动单元配合将抓手移动至皮带输送机上方；抓手将物料放置在皮带

输送机上，至此完成一个拆垛循环。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二机架、刀架、锯刀、第一辊筒架、顶升装置、切

料直线单元和锯刀电机；所述切料直线单元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二机架上；刀架通过螺栓固

定在切料直线单元上；锯刀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上；锯刀电机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上；切料

直线单元通过刀架带着锯刀向前运动；锯刀电机带动锯刀上的刀片高速旋转，形成切削力；

顶升装置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上；第一辊筒架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上。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顶升装置，包括顶升板、顶升气缸、顶升导杆、顶升座和直线导

套；所述顶升座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上；四个直线导套对称布置在顶升座上，直线导

套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座上；顶升气缸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座上；四个顶升导杆端部与顶

升板通过螺栓连接；顶升气缸推出时将顶升板顶起。

[0013]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辊筒架，包括辊筒安装板、辊筒安装架、第一顶升辊筒和高

辊筒安装架；所述辊筒安装板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上；八个辊筒安装架通过螺栓安装在

辊筒安装板上；八个第一顶升辊筒通过螺栓分别安装在八个辊筒安装架上；两个高辊筒安

装架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上；两个第一顶升辊筒分别安装在两个高辊筒安装架上。

[0014] 具体使用时，带有外包装的块状石蜡由辊道输送机输送至切割装置时，顶升装置

的顶升气缸动作，通过顶升板将块状石蜡顶起；高辊筒安装架上的第一顶升辊筒挡住块状

石蜡；切料直线单元带着锯刀向前运动，锯刀电机带动锯刀上的刀片高速旋转，锯刀将带外

包装的块状石蜡从纵向切割成两半；切割完成后，顶升装置将物料降下来，切割成两半的物

料落在辊道输送机上。

[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吸料装置，包括吸料吸盘、吸料安装板、吸料导杆、吸料气缸、吸

料导套和吸料吸盘安装板；吸料安装板通过螺栓固定在辊道输送机上；吸料气缸安装在吸

料安装板上；两个吸料导套通过螺栓安装在吸料安装板上；两根吸料导杆分别在两个吸料

导套内滑动；吸料导杆一端安装在吸料吸盘安装板上；三个吸料吸盘安装在吸料吸盘安装

板上。

[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拆袋装置，包括吸袋装置、第三机架、翻转装置和顶升装置；两套

吸袋装置对称布置在第三机架上，并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三机架上；顶升装置通过螺栓安装

在辊道输送机上；两套翻转装置对称布置在顶升装置上，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上。

[0017] 更进一步的，所述吸袋装置，包括吸袋直线单元、吸袋支撑杆、吸袋气缸、吸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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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吸袋吸盘安装板、吸袋吸盘、吸料导套和吸料导杆；四个吸袋支撑杆通过螺栓安装在吸

袋直线单元的滑块上；四个吸袋支撑杆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吸袋安装板连接在一起；吸袋气

缸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安装板；两个吸料导套对称布置在吸袋安装板上，并通过螺栓安装

在吸袋安装板上；两个吸料导杆在两个吸料导套内滑动；两个吸料导杆一端通过螺栓与吸

袋吸盘安装板连接；三个吸袋吸盘通过螺纹安装在吸袋吸盘安装板上。

[0018] 更进一步的，所述翻转装置，包括缓冲垫、缓冲杆、轴座、翻转气缸、翻转座和翻转

气缸安装座；缓冲杆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上；缓冲垫通过螺栓安装在缓冲杆上；两个轴座

安装在顶升装置的顶升板上；两个翻转气缸安装座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上；翻转气缸安

装在两个翻转气缸安装座上，翻转气缸可以在翻转气缸安装座上转动；翻转座一端安装在

轴座上；另一端通过接头与翻转气缸的活塞杆连接在一起。

[0019] 具体使用时，辊道输送机将切割好的物料输送至拆袋装置内，顶升装置将翻转装

置顶起；翻转装置接触到物料后，翻转气缸动作将翻转座顶起；翻转座带着物料一起翻转，

翻转九十度后停止；吸袋装置的吸袋气缸动作带着吸袋吸盘下降；吸袋吸盘吸取物料外面

的包装袋，吸袋气缸动作带着吸袋吸盘上升，将物料外表面的包装袋提起；吸袋直线单元动

作带着吸袋吸盘及包装袋移除辊道输送机，将包装袋放入包装袋纸箱。

[0020] 更进一步的，所述推料装置，包括倒料平台、推料直线单元、推板、第四机架、第二

辊筒架和顶升装置；所述顶升装置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上；第二辊筒架安装在顶升

装置上；推料直线单元通过螺栓安装在第四机架上部；推板通过螺栓安装在推料直线单元

上；倒料平台放置在熔炼炉和第二辊筒架之间。

[0021]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二辊筒架，包括辊筒安装板、第一辊筒安装架、第一高辊筒安

装架和第二顶升辊筒；辊筒安装板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上；四个第一辊筒安装架通过

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上；四个第二顶升辊筒分别安装在四个第一辊筒安装架上；第一高

辊筒安装架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上；一个第二顶升辊筒安装在第一高辊筒安装架

上。

[0022] 具体使用时，拆去外包装袋的物料由辊道输送机输送至推料装置内；顶升装置通

过第二辊筒架将物料顶起；推料直线单元带着推板将物料向熔炼炉方向推，物料通过倒料

平台进入熔炼炉。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4]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整个生产过程从拆垛、拆

袋到入炉均实现自动化生产，无需人工干预，大大降低劳动强度；

[0025] 2、本发明中的拆垛装置采用三个直线单元组成的三坐标运动模块，完成空间三坐

标运动；利用物料外包装气密性好的特点，抓取物料时采用吸盘吸取方式，在大大降低抓手

重量的同时提高了抓取速度；

[0026] 3、本发明采用锯片与顶升装置配合将物料在长度方向上锯成两半，后端将物料翻

转并采用吸取方式除去外包装，在完成拆袋任务的同时极大的减少了物料损失；物料被锯

成两半，在熔炼炉内熔化的速度更快，有利于降低能耗；

[0027] 4、本发明在熔炼炉处，利用直线单元将物料推入熔料炉，代替人工完成入炉工作，

避免工人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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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拆垛装置的主视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拆垛装置的俯视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抓手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切料装置的主视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切料装置的左视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顶升装置的示意图。

[0036] 图9为本发明第一辊筒架的主视图。

[0037] 图10为本发明第一辊筒架的左视图。

[0038] 图11为本发明吸料装置的示意图。

[0039] 图12为本发明拆袋装置的主视图。

[0040] 图13为本发明拆袋装置的左视图。

[0041] 图14为本发明拆袋装置物料翻转九十度的状态。

[0042] 图15为本发明推料装置的主视图。

[0043] 图16为本发明推料装置的左视图。

[0044] 图中：1、拆垛装置；2、切割装置；101、石蜡；104、吸料装置；3、拆袋装置；4、推料装

置；5、操作工；6、液压叉车；7、整垛石蜡；8、隔离墙；9、辊道输送机；10、皮带输送机；16、定位

槽钢；102、托盘；103、熔炼炉；104、吸料装置；105、包装袋纸箱；11、抓手；12、垂直运动单元；

13、横向运动单元；14、第一机架；15、纵向运动单元；17、滑块；18、导杆；19、导杆固定块；

111、伺服电机；112、减速器；113、抓手安装板；114、连接法兰；115、拆垛吸盘安装板；116、拆

垛吸盘；21、第二机架；22、刀架；23、锯刀；24、第一辊筒架；25、顶升装置；26、切料直线单元；

27、锯刀电机；251、顶升板；252、顶升气缸；253、顶升导杆；254、顶升座；255、直线导套；241、

辊筒安装板；242、辊筒安装架；243、第一顶升辊筒；244、高辊筒安装架；141、吸料吸盘；142、

吸料安装板；143、吸料导杆；144、吸料气缸；145、吸料导套；146、吸料吸盘安装板；31、吸袋

装置；32、第三机架；33、翻转装置；311、吸袋直线单元；312、吸袋支撑杆；313、吸袋气缸；

314、吸袋安装板；315、吸袋吸盘安装板；316、吸袋吸盘；317、吸料导套；318、吸料导杆；331、

缓冲垫；332、缓冲杆；333、轴座；334、翻转气缸；335、翻转座；336、翻转气缸安装座；41、倒料

平台；42、推料直线单元；43、推板；44、第四机架；45、第二辊筒架；241、辊筒安装板；452、第

一辊筒安装架；453、第一高辊筒安装架；451、第二顶升辊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所保护的范围。

[0046]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子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47] 如图1-2所示，一种块状石蜡自动拆垛熔炼生产系统，包括拆垛装置1、切割装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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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料装置104、拆袋装置3、推料装置4、辊道输送机9、皮带输送机10和定位槽钢16；所述拆垛

装置1布置在生产系统的前端；皮带输送机10布置在拆垛装置1下部；切割装置2、吸料装置

104、拆袋装置3和推料装置4依次布置在生产系统后端；辊道输送机9与拆垛装置1衔接，贯

穿切割装置2、拆袋装置3和推料装置4；两套吸料装置104对称布置在辊道输送机9两侧；拆

垛装置1与后端的切割装置2、吸料装置104、拆袋装置3及推料装置4之间用隔离墙8隔离；四

个定位槽钢16预埋在地面上，预埋位置根据托盘102的尺寸及拆垛装置1的抓取范围而定。

[0048] 具体使用时，操作工5用液压叉车6将整垛石蜡7推入拆垛装置1内，并将托盘102落

入四个定位槽钢16内；拆垛装置1将块状石蜡101从整垛石蜡7上抓取后放置在皮带输送机

10上；皮带输送机10将块状石蜡101输送至辊道输送机9上；辊道输送机9将块状石蜡101输

送至切割装置2处；切割装置2挡住物料并将其从纵向切成两半；辊道输送机9将物料向前输

送，两套吸料装置104将切割成两半的物料分开，形成一定的间距；辊道输送机9将物料输送

至拆袋装置3处；拆袋装置3将包裹在两半物料上的包装袋拆掉；完成拆袋任务后辊道输送

机9将物料输送至推料装置4处，推料装置4将物料推入熔炼炉103；推料装置4所处区域温度

较高，采用隔离墙8将其隔离。

[0049] 如图3-4所示，所述拆垛装置1，包括抓手11、垂直运动单元12、横向运动单元13、第

一机架14、纵向运动单元15、滑块17、导杆18和导杆固定块19；两个导杆固定块19布置在第

一机架14两端，通过螺栓固定在第一机架14上；导杆18固定在两个导杆固定块19上；滑块17

在导杆18上滑动；所述横向运动单元13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一机架14上；纵向运动单元15一

端通过螺栓与横向运动单元13连接，另一端通过螺栓与滑块17连接，纵向运动单元15由横

向运动单元13驱动、由导杆18支撑进行左右滑动；垂直运动单元12通过螺栓与纵向运动单

元15的滑块螺母连接，垂直运动单元12做上下运动；所述抓手11安装在垂直运动单元12的

下端。

[0050] 如图5所示，所述抓手11，包括伺服电机111、减速器112、抓手安装板113、连接法兰

114、拆垛吸盘安装板115和拆垛吸盘116；伺服电机111通过螺栓与减速器112连接；减速器

112通过螺栓安装在抓手安装板113上；抓手安装板113一端与垂直运动单元12下端通过螺

栓连接在一起；连接法兰114通过胀紧套与减速器112的输出轴连接；连接法兰114通过螺栓

与拆垛吸盘安装板115连接；十二个拆垛吸盘116均布在拆垛吸盘安装板115上，拆垛吸盘

116通过螺纹固定在拆垛吸盘安装板115上；伺服电机111通过减速器112带动连接法兰114

旋转；连接法兰114带动拆垛吸盘安装板115转动。

[0051] 具体使用时，横向运动单元13和纵向运动单元15配合将抓手11移动至要吸取的块

状石蜡101上方，垂直运动单元12带着抓手11下降至抓取位，伺服电机111调整拆垛吸盘安

装板115的姿态，实现对物料在长度方向上的吸取；块状石蜡101外部包裹的编织袋及内部

的塑料膜有很好的气密性，拆垛吸盘116对物料能够实现可靠吸取；拆垛吸盘116吸取物料

后，垂直运动单元12调整抓手11的高度，横向运动单元13和纵向运动单元15配合将抓手11

移动至皮带输送机10上方；抓手11将物料放置在皮带输送机10上，至此完成一个拆垛循环。

[0052] 如图6-7所示，所述切割装置2，包括第二机架21、刀架22、锯刀23、第一辊筒架24、

顶升装置25、切料直线单元26和锯刀电机27；所述切料直线单元26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二机

架21上；刀架22通过螺栓固定在切料直线单元26上；锯刀23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22上；锯刀

电机27通过螺栓安装在刀架22上；切料直线单元26通过刀架22带着锯刀23向前运动；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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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27带动锯刀23上的刀片高速旋转，形成切削力；顶升装置25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

机9上；第一辊筒架24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

[0053] 如图8所示，所述顶升装置25，包括顶升板251、顶升气缸252、顶升导杆253、顶升座

254和直线导套255；所述顶升座254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四个直线导套255对称

布置在顶升座254上，直线导套255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座254上；顶升气缸252通过螺栓安

装在顶升座254上；四个顶升导杆253端部与顶升板251通过螺栓连接；顶升气缸252推出时

将顶升板251顶起。

[0054] 如图9-10所示，所述第一辊筒架24，包括辊筒安装板241、辊筒安装架242、第一顶

升辊筒243和高辊筒安装架244；所述辊筒安装板241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八个辊

筒安装架242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八个第一顶升辊筒243通过螺栓分别安装

在八个辊筒安装架242上；两个高辊筒安装架244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两个第

一顶升辊筒243分别安装在两个高辊筒安装架244上。

[0055] 具体使用时，带有外包装的块状石蜡101由辊道输送机9输送至切割装置2时，顶升

装置25的顶升气缸252动作，通过顶升板251将块状石蜡101顶起；高辊筒安装架244上的第

一顶升辊筒243挡住块状石蜡101；切料直线单元26带着锯刀23向前运动，锯刀电机27带动

锯刀23上的刀片高速旋转，锯刀23将带外包装的块状石蜡101从纵向切割成两半；切割完成

后，顶升装置25将物料降下来，切割成两半的物料落在辊道输送机9上。

[0056] 如图11所示，所述吸料装置104，包括吸料吸盘141、吸料安装板142、吸料导杆143、

吸料气缸144、吸料导套145和吸料吸盘安装板146；吸料安装板142通过螺栓固定在辊道输

送机9上；吸料气缸144安装在吸料安装板142上；两个吸料导套145通过螺栓安装在吸料安

装板142上；两根吸料导杆143分别在两个吸料导套145内滑动；吸料导杆143一端安装在吸

料吸盘安装板146上；三个吸料吸盘141安装在吸料吸盘安装板146上。

[0057] 如图12-14所示，所述拆袋装置3，包括吸袋装置31、第三机架32、翻转装置33和顶

升装置25；两套吸袋装置31对称布置在第三机架32上，并通过螺栓安装在第三机架32上；顶

升装置25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两套翻转装置33对称布置在顶升装置25上，通过

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

[0058] 所述吸袋装置31，包括吸袋直线单元311、吸袋支撑杆312、吸袋气缸313、吸袋安装

板314、吸袋吸盘安装板315、吸袋吸盘316、吸料导套317和吸料导杆318；四个吸袋支撑杆

312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直线单元311的滑块上；四个吸袋支撑杆312另一端通过螺栓与吸

袋安装板314连接在一起；吸袋气缸313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安装板314；两个吸料导套317

对称布置在吸袋安装板314上，并通过螺栓安装在吸袋安装板314上；两个吸料导杆318在两

个吸料导套317内滑动；两个吸料导杆318一端通过螺栓与吸袋吸盘安装板315连接；三个吸

袋吸盘316通过螺纹安装在吸袋吸盘安装板315上。

[0059] 所述翻转装置33，包括缓冲垫331、缓冲杆332、轴座333、翻转气缸334、翻转座335

和翻转气缸安装座336；缓冲杆332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缓冲垫331通过螺栓安装

在缓冲杆332上；两个轴座333安装在顶升装置25的顶升板251上；两个翻转气缸安装座336

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板251上；翻转气缸334安装在两个翻转气缸安装座336上，翻转气缸

334可以在翻转气缸安装座336上转动；翻转座335一端安装在轴座333上；另一端通过接头

与翻转气缸334的活塞杆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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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具体使用时，辊道输送机9将切割好的物料输送至拆袋装置3内，顶升装置25将翻

转装置33顶起；翻转装置33接触到物料后，翻转气缸334动作将翻转座335顶起；翻转座335

带着物料一起翻转，翻转九十度后停止；吸袋装置31的吸袋气缸313动作带着吸袋吸盘316

下降；吸袋吸盘316吸取物料外面的包装袋，吸袋气缸313动作带着吸袋吸盘316上升，将物

料外表面的包装袋提起；吸袋直线单元311动作带着吸袋吸盘316及包装袋移除辊道输送机

9，将包装袋放入包装袋纸箱105。

[0061] 如图15-16所示，所述推料装置4，包括倒料平台41、推料直线单元42、推板43、第四

机架44、第二辊筒架45和顶升装置25；所述顶升装置25通过螺栓安装在辊道输送机9上；第

二辊筒架45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推料直线单元42通过螺栓安装在第四机架44上部；推板

43通过螺栓安装在推料直线单元42上；倒料平台41放置在熔炼炉103和第二辊筒架45之间。

[0062] 所述第二辊筒架45，包括辊筒安装板241、第一辊筒安装架452、第一高辊筒安装架

453和第二顶升辊筒451；辊筒安装板241通过螺栓安装在顶升装置25上；四个第一辊筒安装

架452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四个第二顶升辊筒451分别安装在四个第一辊筒

安装架452上；第一高辊筒安装架453通过螺栓安装在辊筒安装板241上；一个第二顶升辊筒

451安装在第一高辊筒安装架453上。

[0063] 具体使用时，拆去外包装袋的物料由辊道输送机9输送至推料装置4内；顶升装置

25通过第二辊筒架45将物料顶起；推料直线单元42带着推板43将物料向熔炼炉103方向推，

物料通过倒料平台41进入熔炼炉103。

[006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

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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