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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防破碎码垛装置,涉及码垛设备。包括架体、

移动架、横向移动机构、升降机构和吸盘架；移动

架活动设置在架体的顶部，通过横向移动机构在

架体的顶部水平移动；取片料时，电机一顺时针

旋转，传输带一受吸盘架重力影响，向下延伸，直

至吸盘与片料顶部接触。吸盘吸气，将片料吸住，

电机一逆时针方向旋转，使片料与工作台分离，

并上升至码料的适配高度，通过横向移动机构移

动至码料的上方，电机一顺时针旋转，将片料放

置已码成型的片料顶部，放置过程中通常吸盘架

受系统响应和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会继续下行一

小段距离，通过铰接的杆体一与杆体二的缓冲作

用，有效降低放置过程易碎片料发生挤压破碎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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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破碎码垛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架体、移动架、横向移动机构、升降机构和吸盘

架；

所述移动架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通过所述横向移动机构在所述架体的顶部水

平移动；

所述升降机构设置在所述移动架的下方，通过所述移动架在所述架体上水平移动；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机一、皮带轮一和传输带一和一对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架两侧的

连杆机构；

所述连杆机构包括杆体一和杆体二；

所述电机一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

所述皮带轮一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与减速器一传动连接；

所述减速器一通过电机一带动旋转；

所述传输带一的一端与所述皮带轮一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吸盘架的中部固定连接，通

过所述皮带轮一的旋转，带动所述移动架上下运动；

所述杆体一的一端与所述移动架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杆体二的一端铰接，所述杆体二

的另一端与所述吸盘架铰接；

所述吸盘架上设有若干均布设置的吸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破碎码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机构设有四个，两两

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架上；

同侧所述连杆机构之间通过杆体三铰接联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破碎码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移动机构包括电机

二、减速器二、皮带轮二、皮带轮三和传输带二；

所述减速器二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的一端，通过所述电机二旋转；

所述皮带轮二固定套设在所述减速器二的输出轴上；

所述皮带轮三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传输带二与所述皮带轮二传送

连接；

所述传输带二的一端通过所述皮带轮二与所述移动架的一端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所

述皮带轮三与所述移动架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破碎码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架通过若干滚轮在所

述架体上移动；

所述架体上设有与所述滚轮适配的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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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破碎码垛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码垛设备，尤其涉及防破碎码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瓷砖生产线的末端，需要将单张瓷砖码放成整摞，然后交由打包工进行打

包、装箱操作。码放的操作主要由人工完成。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使得码砖岗位招工困

难，企业用工成本提升；操作效率低。使生产线的效率不能充分发挥。严重的制约企业机械

化、自动化的生产进程。

[0003] 目前市场上的瓷砖码垛设备中的抓取装置在码垛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瓷砖破损，

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紧凑、码垛转运安全性高的防破碎码

垛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架体、移动架、横向移动机构、升降机构和吸盘架；

[0006] 所述移动架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通过所述横向移动机构在所述架体的顶

部水平移动；

[0007] 所述升降机构设置在所述移动架的下方，通过所述移动架在所述架体上水平移

动；

[0008]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机一、皮带轮一和传输带一和一对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架两

侧的连杆机构；

[0009] 所述连杆机构包括杆体一和杆体二；

[0010] 所述电机一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

[0011] 所述皮带轮一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顶部，与减速器一传动连接；

[0012] 所述减速器一通过电机一带动旋转；

[0013] 所述传输带一的一端与与所述皮带轮一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吸盘架的中部固定连

接，通过所述皮带轮一的旋转，带动所述移动架上下运动；

[0014] 所述杆体一的一端与所述移动架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杆体二的一端铰接，所述杆

体二的另一端与所述吸盘架铰接；

[0015] 所述吸盘架上设有若干均布设置的吸盘。

[0016] 所述连杆机构设有四个，两两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架上；

[0017] 同侧所述连杆机构之间通过杆体三铰接联动。

[0018] 所述横向移动机构包括电机二、减速器二、皮带轮二、皮带轮三和传输带二；

[0019] 所述减速器二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的一端，通过所述电机二旋转；

[0020] 所述皮带轮二固定套设在所述减速器二的输出轴上；

[0021] 所述皮带轮三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传输带二与所述皮带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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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连接；

[0022] 所述传输带二的一端通过所述皮带轮二与所述移动架的一端固定连接，另一端通

过所述皮带轮三与所述移动架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0023] 所述移动架通过若干滚轮在所述架体上移动；

[0024] 所述架体上设有与所述滚轮适配的导轨。

[0025] 本实用新型包括架体、移动架、横向移动机构、升降机构和吸盘架；移动架活动设

置在架体的顶部，通过横向移动机构在架体的顶部水平移动；取片料时，电机一顺时针旋

转，传输带一受吸盘架重力影响，向下延伸，直至吸盘与片料顶部接触。吸盘吸气，将片料吸

住，电机一逆时针方向旋转，使片料与工作台分离，并上升至码料的适配高度，通过横向移

动机构移动至码料的上方，电机一顺时针旋转，将片料放置已码成型的片料顶部，放置过程

中通常吸盘架受系统响应和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会继续下行一小段距离，通过铰接的杆体一

与杆体二的缓冲作用，有效降低放置过程易碎片料发生挤压破碎的风险。本实用新型具有

构紧凑、码垛转运安全性高、降低破损率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工作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工作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3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31] 图6是升降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是架体，2是移动架，3是横向移动机构，31是电机二，32是减速器二，33是皮

带轮二，34是皮带轮三，35是传输带二，4是升降机构，41是电机一，42是皮带轮一，43是传输

带一，44是连杆机构，441是杆体一，442是杆体二，443是杆体三，5是吸盘架，6是导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实用新型如图1‑6所示，防破碎码垛装置，包括架体1、移动架2、横向移动机构3、

升降机构4和吸盘架5；

[0034] 所述移动架2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1的顶部，通过所述横向移动机构3在所述架体1

的顶部水平移动；

[0035] 所述升降机构4设置在所述移动架2的下方，通过所述移动架2在所述架体1上水平

移动；

[0036] 所述升降机构4包括电机一41、皮带轮一42和传输带一43和一对对称设置在所述

移动架2两侧的连杆机构44；

[0037] 所述连杆机构44包括杆体一441和杆体二442；

[0038] 所述电机一41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1的顶部；

[0039] 所述皮带轮一42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1的顶部，与减速器一传动连接；

[0040] 所述减速器一通过电机一41带动旋转；

[0041] 所述传输带一43的一端与与所述皮带轮一42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吸盘架5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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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通过所述皮带轮一42的旋转，带动所述移动架2上下运动；

[0042] 所述杆体一441的一端与所述移动架2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杆体二442的一端铰接，

所述杆体二442的另一端与所述吸盘架5铰接；

[0043] 所述吸盘架5上设有若干均布设置的吸盘。

[0044] 如图1所示，吸取片料时，电机一41顺时针旋转，传输带一43受吸盘架5重力影响，

向下延伸，直至吸盘与片料顶部接触。吸盘吸气，将片料吸住，电机一41逆时针方向旋转，使

片料与工作台分离，并上升至码料的适配高度，通过横向移动机构3移动至码料的上方，电

机一41顺时针旋转，将片料放置已码成型的片料顶部，放置过程中通常吸盘架5受系统响应

和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会继续下行一小段距离，通过铰接的杆体一441与杆体二442的缓冲作

用，有效降低放置过程易碎片料发生挤压破碎的风险。

[0045] 所述连杆机构44设有四个，两两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架2上；

[0046] 同侧所述连杆机构44之间通过杆体三443铰接联动。杆体一441与杆体二442之间

的铰接杆为杆A，即杆体三443的端部分别铰接在同侧的杆A上。

[0047] 所述横向移动机构3包括电机二31、减速器二32、皮带轮二33、皮带轮三34和传输

带二35；

[0048] 所述减速器二32固定设置在所述架体1的一端，通过所述电机二31旋转；

[0049] 所述皮带轮二33固定套设在所述减速器二32的输出轴上；

[0050] 所述皮带轮三34活动设置在所述架体1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传输带二35与所述皮

带轮二33传送连接；

[0051] 所述传输带二35的一端通过所述皮带轮二33与所述移动架2的一端固定连接，另

一端通过所述皮带轮三34与所述移动架2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皮带轮二33通过电机二31旋

转，实现传输带二35带动移动架2在架体1的顶部水平方向移动。

[0052] 所述移动架2通过若干滚轮在所述架体1上移动；

[0053] 所述架体1上设有与所述滚轮适配的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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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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