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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铝模板加工设备领域，尤其是一

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它包括自动上料单元、

第一送料单元，冲孔单元、锯切单元、第二送料单

元、铣槽单元、钻孔单元、第三送料单元、搬运机

器人、除尘房单元、焊接工位单元、整形单元、码

垛机器人单元，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能够提高

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加工精度，可实

现大批量、高质量地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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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自动上料单元、第一送料单元，冲孔

单元、锯切单元、第二送料单元、铣槽单元、钻孔单元、第三送料单元、搬运机器人、除尘房单

元、焊接工位单元、整形单元、码垛机器人单元；所述自动上料单元包括：铝料放置处和机械

手；所述第一送料单元包括：底架、立柱、滚轮、控制装置和行走小车；所述底架包括横向设

置的支架A和纵向设置的支架B，所述支架A的左侧设置有立柱A，所述立柱A的顶部连接有支

架C,所述支架C的右侧与立柱A连接的地方安装有滚轮A，所述支架C的顶部安装有若干个滚

轮B，所述支架A的中部设置有立柱B，所述支架A的右侧横向安装有导轨A，所述立柱B上通过

支架D安装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固定架、滚轮、移动杆和气缸；所述支架D的顶部

安装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左侧安装有滚轮C，所述支架D的顶部安装有气缸和移动杆，所

述移动杆的一端与气缸连接，所述移动杆的另一端安装有滚轮D；所述底架上设置有导轨B，

所述导轨B上设置有行走小车，所述行走小车上设置有推杆，所述推杆的前端设置有电控夹

钳；所述冲孔单元包括：冲孔装置、伺服电机A和丝杆；所述冲孔装置右侧的支架上安装有伺

服电机A，所述伺服电机A连接丝杆，所述丝杆连接冲孔装置；所述冲孔单元的末端连接锯切

单元，所述锯切单元连接第二送料单元，所述第二送料单元包括：出料架和辊道A；所述出料

架上设置有辊道A；所述第二送料单元分为前段和后段，所述前段包括支架E和辊道A，所述

支架E上设置有辊道A，所述后段包括支架F、支架G、辊道B和辊道C，所述支架F上安装有辊道

B，所述支架G上安装有辊道C，所述辊道B与辊道C互不接触，所述辊道B与辊道C之间设置有

间隙；所述铣槽单元包括支撑架、纵向杆和铣槽装置，框架顶部两侧设置有滑轨，所述框架

上方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前端通过滑动装置与滑轨连接，所述支撑架后端通过滑动

装置与滑轨连接，所述支撑架下方设置有若干个纵向杆，所述纵向杆上设置有滑轨，所述铣

槽装置包括主电机A、铣槽主轴和铣刀，所述滑轨上设置有主电机A，所述主电机A与铣槽主

轴连接，所述铣槽主轴末端设置有铣刀；所述钻孔单元包括、横杆A、横杆B、机座、主电机B、

钻头主轴和钻刀，铣钻工作台左侧安装有横杆A，所述铣钻工作台右侧安装有横杆B，所述横

杆A与横杆B上分别安装有若干个机座，所述机座上安装有主电机B，所述主电机B与钻头主

轴连接，所述钻头主轴末端设置有钻刀；所述第三送料单元包括支架H和辊道D，所述支架H

上安装有辊道D；所述搬运机器人设置在第三送料单元和焊接工位单元之间；所述除尘房单

元左右两侧分别与焊接工位单元连接；所述焊接工位单元包括焊接房、焊接工位、零件输送

处、焊接机器人和顶盖，所述焊接工位设置于焊接房内部，所述焊接机器人安装在焊接工位

上，所述零件输送处位于焊接房后方，所述焊接房顶部设置有顶盖；所述第三送料单元右侧

设置有第四送料单元，所述第四送料单元与第三送料单元相互平行，所述第四送料单元与

第三送料单元互不干涉，所述第四送料单元包括支架I和辊道E，所述支架I上安装有辊道E；

所述第四送料单元设置有整形单元，所述整形单元包括底座、侧板、挡板、旋转装置和滚筒，

所述第四送料单元辊道E下方安装有底座，所述底座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侧板，所述侧板前

后两端分别安装有挡板，所述挡板位于第四送料单元辊道E上方，所述侧板内壁分别安装了

若干个旋转装置，所述滚筒两端分别与旋转装置连接；所述码垛机器人单元设置于第四送

料单元末端，所述码垛机器人后方设置有成品摆放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送料单元的

一侧设置有液压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整形单元末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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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磨床装置，滚涂装置和烘干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电机A与软管

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系统，所述主电机B与软管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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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模板加工设备领域，尤其是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铝模板生产在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使用量巨大，随着人们对产品质量要

求的提高，对铝模板的加工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目前的铝模板加工生产过程中，生产

设备往往是多台单功能的设备简单组合在一起，生产过程中需要操作人员进行大量的手工

作业，一方面严重影响了铝模板的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铝模板产

品的生产质量稳定性较差和加工精度的较低，不能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针对这一现状，迫

切需要开发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成套设备，以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铝

模板自动化生产线。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它包括：自动上料单元、第一送

料单元，冲孔单元、锯切单元、第二送料单元、铣槽单元、钻孔单元、第三送料单元、搬运机器

人、除尘房单元、焊接工位单元、整形单元、码垛机器人单元；

[0005] 所述自动上料单元包括：铝料放置处和机械手；

[0006] 所述第一送料单元包括：底架、立柱、滚轮、控制装置和行走小车；所述底架包括横

向设置的支架A和纵向设置的支架B，所述支架A的左侧设置有立柱A，所述立柱A的顶部连接

有支架C,所述支架C的右侧与立柱A连接的地方安装有滚轮A，所述支架C的顶部安装有若干

个滚轮B，所述支架A的中部设置有立柱B，所述支架A的右侧横向安装有导轨A，所述立柱B上

通过支架D安装有控制装置；

[0007]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固定架、滚轮、移动杆和气缸；所述支架D的顶部安装有固定

架，所述固定架的左侧安装有滚轮C，所述支架D的顶部安装有气缸和移动杆，所述移动杆的

一端与气缸连接，所述移动杆的另一端安装有滚轮D；

[0008] 所述底架上设置有导轨B，所述导轨B上设置有行走小车，行走小车通过导轨B进行

移动，所述行走小车上设置有推杆，所述推杆的前端设置有电控夹钳；

[0009] 所述冲孔单元包括：冲孔装置、伺服电机A和丝杆；所述冲孔装置右侧的支架上安

装有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A连接丝杆，所述丝杆连接冲孔装置；

[0010] 所述冲孔单元的末端连接锯切单元，所述锯切单元连接第二送料单元所述第二送

料单元包括：出料架和辊道；所述出料架上设置有辊道A；

[0011] 所述第二送料单元分为前段和后段，所述前段包括支架E和辊道A，所述支架E上设

置有辊道A，所述后段包括支架F、支架G、辊道B和辊道C，所述支架F上安装有辊道B，所述支

架G上安装有辊道C，所述辊道B与辊道C互不接触，所述辊道B与辊道C之间设置有间隙；

[0012] 所述铣槽单元包括支撑架、纵向杆和铣槽装置，所述框架顶部两侧设置有滑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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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框架上方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前端通过滑动装置与滑轨连接，所述支撑架后端通

过滑动装置与滑轨连接，所述支撑架下方设置有若干个纵向杆，所述纵向杆上设置有滑轨，

所述铣槽装置包括主电机A、铣槽主轴和铣刀，所述滑轨上设置有主电机A，所述主电机A与

铣槽主轴连接，所述铣槽主轴末端设置有铣刀；

[0013] 所述钻孔单元包括横杆A、横杆B、机座、主电机B、钻头主轴和钻刀，所述铣钻工作

台左侧安装有横杆A，所述铣钻工作台右侧安装有横杆B，所述横杆A与横杆B上分别安装有

若干个机座，所述机座上安装有主电机B，所述主电机B与钻头主轴连接，所述钻头主轴末端

设置有钻刀；

[0014] 所述第三送料单元包括支架H和辊道D，所述支架H上安装有辊道D；

[0015] 所述搬运机器人设置在送料装置和焊接工位单元之间；

[0016] 所述除尘房单元左右两侧分别与焊接工位单元连接；

[0017] 所述焊接工位单元包括焊接房、焊接工位、零件输送处、焊接机器人和顶盖，所述

焊接工位设置于焊接房内部，所述焊接机器人安装在焊接工位上，所述零件输送处位于焊

接房后方，所述焊接房顶部设置有顶盖；

[0018] 所述第三送料单元右侧设置有第四送料单元，所述第四送料单元与第三送料单元

相互平行，所述第四送料单元与第三送料单元互不干涉，所述第四送料单元包括支架I和辊

道E，所述支架I上安装有辊道E；

[0019] 所述第四送料单元设置有整形单元，所述整形单元包括底座、侧板、挡板、旋转装

置和滚筒，所述第四送料单元辊道E下方安装有底座，所述底座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侧板，

所述侧板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挡板，所述挡板位于第四送料单元辊道E上方，所述侧板内壁

分别安装了若干个旋转装置，所述滚筒两端分别与旋转装置连接；

[0020] 所述码垛机器人单元设置于第四送料单元末端，所述码垛机器人后方设置有成品

摆放处。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送料单元的一侧设置有液压系统，用于给全线提供液压动力。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整形单元末端设置有磨床装置，滚涂装置和烘干装置。

[0023] 进一步的，所述主电机A与软管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系统，所述主电机B

与软管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系统。

[0024] 进一步的，所述电控钩通过电动丝杆与伺服电机B连接。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铝模板通过机械手送至第一送料单元后由行走小车的电控夹

钳夹住铝模板并将铝模板推至锯切单元，对料头进行切割，料头人工取出，然后将铝模板拖

回冲孔单元进行冲孔，冲孔完成后再推至锯切单元进行锯切，锯切完成后将铝模板推送至

第二送料单元前段的末端，由电控钩经过第二送料单元后端的辊道A与辊道B中间的间隙，

到达第二送料单元的前段辊道A的末端，将铝模板钩住拖至铣槽单元和钻孔单元，通过铣槽

装置和钻孔装置，对铝模板进行钻孔、攻丝和倒角等工艺，铣槽完成后将铝模板推送至第三

送料单元，铝模板通过第三送料单元传输到搬运机器人抓取范围内，搬运机器人将铝模板

抓取送进焊接工位单元，进而焊接机器人在焊接工位上抓取加强筋和零部件对铝模板进行

快速安装、固定和除尘，并通过搬运机器人将已焊接好的铝模板搬运至第四送料单元，第四

送料单元便将焊接好的铝模板传送到整形单元，整形单元对焊接好的铝模板进行整形处

理，整形完毕后，根据需要是否对铝模板进行上色涂料，如需要上色涂料，需开启滚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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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与烘干装置开关，滚涂装置和烘干装置对整形好的铝模板进行涂料和烘干，最后由码

垛机器人将成品进行抓取摆放至卡板处，将成品摆放整齐。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加工精度，可实现大批量、高质量地组织生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虚线框A的放大图；

[0029] 图3为图2虚线框B的放大图；

[0030] 图4为图2虚线框C的放大图；

[0031] 图5为图2虚线框D的放大图；

[0032] 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二送料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本发明所述的电控钩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为本发明所述的液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所述的铣钻床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所述的钻孔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三送料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2为本发明所述的焊接工位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3为本发明所述的第四送料单元和整形单元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4为本发明所述的码垛机器人结构示意图。

[0041] 图中，1、自动上料单元；2、第一送料单元；3、冲孔单元；4、锯切单元；5、第二送料单

元；6、液压系统；7、铣槽单元；8、钻孔单元；9、第三送料单元；10、搬运机器人；11、除尘房单

元；12、焊接工位单元；13、第四送料单元；14、整形单元；15、磨床、滚涂、烘干装置；16、码垛

机器人单元；17、铝料放置处；18、机械手；21、支架A；22、支架B；23、立柱A；24、支架C；25、立

柱B；26、导轨A；27、电控夹钳；28、推杆；29、行走小车；210、滚轮A；211、滚轮B；212、滚轮C；

213、滚轮D；214、固定架；215、移动杆；216、支架D；217、气缸；218、导轨B；31、冲孔装置；32、

伺服电机A；33、丝杆；51、支架E；52、辊道A；53、辊道B；54、支架F；55、辊道C；56、支架G；57、电

控钩；71、铣钻床；72、框架；73、铣钻工作台；74、支撑架；75、纵向杆；76、铣槽装置；81、横杆

A；82、横杆B；83、机座；84、主电机B；85、钻头主轴；86、钻刀；91、支架H；92、辊道D；121、焊接

房；122、焊接工位；123、零件输送处；124、焊接机器人；125、顶盖；131、支架I；132、辊道E；

141、底座；142、侧板；143、挡板；144、旋转装置；145、滚筒；161、码垛机器人；162、成品摆放

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43] 如图1-14所示，一种铝模板自动化生产线，它包括自动上料单元1、第一送料单元

2，冲孔单元3、锯切单元4、第二送料单元5、铣槽单元7、钻孔单元8、第三送料单元9、搬运机

器人10、除尘房单元11、焊接工位单元12、整形单元14、码垛机器人单元16；

[0044] 所述自动上料单元1包括：铝料放置处17和机械手18；所述机械手18设置在第一送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8637698 B

6



料单元2的底架上；

[0045] 所述第一送料单元2包括：底架、立柱、滚轮、控制装置和行走小车29；所述底架包

括横向设置的支架A21和纵向设置的支架B22，所述支架A21的左侧设置有立柱A23，所述立

柱A23的顶部连接有支架C24,所述支架C24的右侧与立柱A23连接的地方安装有滚轮A210，

所述支架C24的顶部安装有若干个滚轮B211，所述支架A21的中部设置有立柱B25，所述支架

A21的右侧横向安装有导轨A26，所述立柱B25上通过支架D216安装有控制装置；

[0046]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固定架214、滚轮C212、滚轮D213、移动杆215和气缸217；所述

支架D216的顶部安装有固定架214，所述固定架214的左侧安装有滚轮C212，所述支架D216

的顶部安装有气缸217和移动杆215，所述移动杆215的一端与气缸217连接，所述移动杆215

的另一端安装有滚轮D213；

[0047] 所述底架上设置有导轨B218，所述导轨B218上设置有行走小车29，行走小车29通

过导轨B218进行移动，所述行走小车29上设置有推杆28，所述推杆28的前端设置有电控夹

钳27；

[0048] 所述冲孔单元3包括：冲孔装置31、伺服电机A32和丝杆33；所述冲孔装置31右侧的

支架上安装有伺服电机A32，所述伺服电机A32连接丝杆33，所述丝杆33连接冲孔装置31；

[0049] 所述冲孔单元3的末端连接锯切单元4，所述锯切单元4连接第二送料单元5；

[0050] 所述第二送料单元5分为前段和后段，所述前段包括支架E51和辊道A52，所述支架

E51上设置有辊道A52，所述后段包括支架F54、支架G56、辊道B53和辊道C55，所述支架F54上

安装有辊道B53，所述支架G56上安装有辊道C55，所述辊道B53与辊道C55互不接触，所述辊

道B53与辊道C55之间设置有间隙；

[0051] 所述第二送料单元5末端安装有铣钻床71，所述铣钻床71包括框架72、铣钻工作台

73、铣槽单元7和钻孔单元8；

[0052] 所述铣槽单元7包括支撑架74、纵向杆75和铣槽装置76，所述框架72顶部两侧设置

有滑轨，所述框架72上方设置有支撑架74，所述支撑架74前端通过滑动装置与滑轨连接，所

述支撑架74后端通过滑动装置与滑轨连接，所述支撑架74下方设置有若干个纵向杆75，所

述纵向杆75上设置有滑轨，所述铣槽装置76包括主电机A、铣槽主轴和铣刀，所述滑轨上设

置有主电机A，所述主电机A与铣槽主轴连接，所述铣槽主轴末端设置有铣刀；

[0053] 所述钻孔单元8包括、横杆A81、横杆B82、机座83、主电机B84、钻头主轴85和钻刀

86，所述铣钻工作台73左侧安装有横杆A81，所述铣钻工作台73右侧安装有横杆B82，所述横

杆A81与横杆B82上分别安装有若干个机座83，所述机座83上安装有主电机B84，所述主电机

B84与钻头主轴85连接，所述钻头主轴85末端设置有钻刀86；

[0054] 所述第三送料单元9包括支架H91和辊道D92，所述支架H91上安装有辊道D92；

[0055] 所述搬运机器人10设置在第三送料单元9和焊接工位单元12之间；

[0056] 所述除尘房单元11左右两侧分别与焊接工位单元12连接；

[0057] 所述焊接工位单元12包括焊接房121、焊接工位122、零件输送处123、焊接机器人

124和顶盖125，所述焊接工位122设置于焊接房121内部，所述焊接机器人124安装在焊接工

位122上，所述零件输送处123位于焊接房121后方，所述焊接房121顶部设置有顶盖125；

[0058] 所述第三送料单元9右侧设置有第四送料单元13，所述第四送料单元13与第三送

料单元9相互平行，所述第四送料单元与13第三送料单元9互不干涉，所述第四送料单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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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支架I131和辊道E132，所述支架I131上安装有辊道E132；

[0059] 所述第四送料单元13设置有整形单元14，所述整形单元14包括底座141、侧板142、

挡板143、旋转装置144和滚筒145，所述第四送料单元13辊道E132下方安装有底座141，所述

底座141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侧板142，所述侧板142前后两端分别安装有挡板143，所述挡

板143位于第四送料单元13辊道E132上方，所述侧板142内壁分别安装了若干个旋转装置

144，所述滚筒145两端分别与旋转装置144连接；

[0060] 所述码垛机器人单元16设置于第四送料单元13末端，所述码垛机器人161后方设

置有成品摆放处162。

[0061] 所述第二送料单元5的一侧设置有液压系统6。

[0062] 所述整形单元14末端设置有磨床、滚涂、烘干装置15。

[0063] 所述主电机A与软管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系统，所述主电机B84与软管

连接，所述软管外接润滑油循环系统。

[0064] 所述电控钩57通过电动丝杆与伺服电机B连接。

[0065]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最佳实施例，在不脱离本

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

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8637698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0 页

9

CN 108637698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0 页

10

CN 108637698 B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0 页

11

CN 108637698 B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0 页

12

CN 108637698 B

12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10 页

13

CN 108637698 B

13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10 页

14

CN 108637698 B

14



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7/10 页

15

CN 108637698 B

15



图1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8/10 页

16

CN 108637698 B

16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9/10 页

17

CN 108637698 B

17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10/10 页

18

CN 108637698 B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