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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

装置，涉及链条生产装置领域，包括机架和按照

工序步骤依次连接的绕链区、搬运区和拆节区；

绕链区包括设于机架上的绕链台面和绕链机构，

绕链台面上设有导链机构，导链机构通过送链机

构与绕链机构工序连接；搬运区包括绕链架，绕

链架通过牵挂装置与机架顶部连接；拆节区包括

拆节转盘、输链系统和拆节台面，拆节转盘通过

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与机架固定，输链系统用于

链条的传输，拆节台面上设有堆链区和拆节系

统；本发明设有绕链区、搬运区和拆节区，集绕

链、搬运拆节工序于一体，实现了链条的全自动

生产，省时省力，提高了生产效率，避免了不必要

的场地和资金的浪费，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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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和按照工序步骤依次连

接的绕链区（2）、搬运区（3）和拆节区（4）；

所述绕链区（2）包括设于机架（1）上的绕链台面（22）和绕链机构（23），所述绕链台面

（22）上设有导链机构（25），用于链条引导，所述导链机构（25）通过送链机构（26）与绕链机

构（23）工序连接，进行链条缠绕收卷；

所述搬运区（3）包括绕链架（31），所述绕链架（31）通过牵挂装置（32）与机架（1）顶部连

接；

所述拆节区（4）包括拆节转盘（43）、输链系统（44）和拆节台面（45），所述拆节转盘（43）

通过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431）与机架（1）固定，用于绕链架（31）的支撑，所述输链系统

（44）用于链条的传输，所述拆节台面（45）上设有堆链区（46）和拆节系统（47），用于链条的

拆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链机构

（25）包括按工序依次连接的被动链轮（251）和固定导向轮（252）；所述被动链轮（251）下设

有刹车盘（253）；所述送链机构（26）包括可旋转的活动导向轮（26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绕链

机构（23）包括转盘行星减速电机（231）、绕链转盘（232）、滑台（234）、直线导轨（235）、第一

伺服电机（236）和滚珠丝杆（237），所述转盘行星减速电机（231）通过连接在转盘行星减速

电机（231）上的传动齿轮（238）带动连接在绕链转盘（232）下的齿轮轴承（239）以驱动绕链

转盘（232），所述第一伺服电机（236）与滚珠丝杆（237）相连，所述滚珠丝杆（237）与用于牵

引链条（27）的滑台（234）螺纹连接，所述滑台（234）与直线导轨（235）滑动连接，且所述滑台

（234）上还设有拆节器（241）和用于驱动拆节器（241）的液压系统（24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绕链转盘

（232）上设有用于绕链架（31）定位的第一导向销（2321）；所述滑台（234）上还设有用于牵引

链条（27）的轴承（243）和感应链条（27）的位置传感器（244）；所述液压系统（242）包括单向

油缸（2421），并与设于机架上的手动油泵（242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绕链

台面（22）上设有绕链液晶屏控制器（2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牵挂装置

（32）包括相互连接的电动葫芦（321）和链钩（322），所述电动葫芦（321）与机架（1）顶部连

接，且电动葫芦（321）顶端设有工字钢（323），所述链钩（322）与绕链架（31）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堆链区

（46）两侧设有激光传感器（461）；

所述拆节系统（47）包括传动链轮（471）、导链通道（472）、链条定位板（473）、链片推片

板（474）、液压油缸（475）和拆节器（476），所述传动链轮（471）用于将链条输送至导链通道

（472）内，所述链条定位板（473）和链片推片板（474）分别位于导链通道（472）两侧，所述拆

节器（476）竖直设于导链通道（472）上方，所述液压油缸（475）设于拆节器（476）上方用于驱

动拆节器（476）；

所述绕链架（31）上的链条通过输链系统（44）进入拆节台面（45）上的堆链区（46），所述

输链系统（44）按工序依次包括链条活动导向轮（441）、链条固定导向轮（442）和行星减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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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拆节

转盘（43）上设有用于绕链架（31）定位的第二导向销（432）；所述转盘轴承（431）外圆设有气

动刹车装置（43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拆节台面

（45）上设有拆节液晶屏控制器（411），拆节台面（45）底部设有驱动传动链轮（471）的第二伺

服电机（477），拆节台面（45）的下方设有废料收集箱（49）。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链通

道（72）输出侧设有倾斜的链条出料板（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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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链条生产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链条的生产过程中，链条的绕链和拆节是两个较为关键的工序。首先，由于客户

需求的链条节数各不相同，通用的做法是在仓库中存放很多各种不同节数的链条，客户购

买时，再去选择满足条件的链条，然而这种做法会造成不必要的场地和资金的浪费。其次，

目前在链条生产线中，绕链和拆节工序相互分离，自动化程度较低。

[0003] 例如，一种在中国专利文献上公开的“一种链条手动拆节装置”，其公告号

CN207615619U，其公开了一种链条手动拆节装置，包括定位机构、压力机构和底座机构；底

座机构由支腿和平台连接而成；定位机构包括平板、立板、子调整板，平板、立板、子调整板

组装成导轨定位于平台上。然而，该装置置需要手动进行拆节、费时费力，并且，拆节工序与

前期的绕链工序分离，自动化程度低，导致生产效率大大下降，且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目前事先在仓库中存放很多各种不同节数的链条会造成不必

要的场地和资金的浪费，且目前在链条生产线中，绕链和拆节工序相互分离，自动化程度较

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包括机架和按照工序步骤依次连接的绕链区、搬运

区和拆节区；

所述绕链区包括设于机架上的绕链台面和绕链机构，所述绕链台面上设有导链机构，

用于链条引导，所述导链机构通过送链机构与绕链机构工序连接，进行链条缠绕收卷；

所述搬运区包括绕链架，所述绕链架通过牵挂装置与机架顶部连接；

所述拆节区包括拆节转盘、输链系统和拆节台面，所述拆节转盘通过底部设置的转盘

轴承与机架固定，用于绕链架的支撑，所述输链系统用于链条的传输，所述拆节台面上设有

堆链区和拆节系统，用于链条的拆断。

[0006] 本发明的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主要分为绕链区、搬运区和拆节区，在绕链

区内，链条进入设于机架上的绕链台面，经过导链机构进行引导后再通过送链机构进入绕

链机构，将链条缠绕收卷于绕链架上，绕链工序完成后，牵挂装置将绕链架吊起，送到拆节

转盘的上方慢慢放下，放置于拆节转盘上，脱开牵挂装置，并将绕链架固定，由于拆节转盘

通过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与机架固定，因此，在拆节时，绕链架能够在拆节转盘上转动，随

后链条通过输链系统的传输，将链条输送上拆节台面，并通过依次通过拆节台面上设置的

堆链区和拆节系统将链条的拆断，完成拆链工序。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导链机构包括按工序依次连接的被动链轮和固定导向轮；所述被

动链轮下设有刹车盘；所述送链机构包括可旋转的活动导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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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链条在绕链台面上经过被动链轮和固定导向轮所组成的导链机构引导，能够实现

对链条的预拉，并且，在被动链轮下设有刹车盘，因此，在链条绕链过程中，在出现链条断裂

等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通过刹车盘停止被动链轮的旋转；并且，链条在通

过导链机构后，可以通过送链机构中的活动导向轮的输送进入绕链机构中。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绕链机构包括转盘行星减速电机、绕链转盘、滑台、直线导轨、第一

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杆，所述转盘行星减速电机通过连接在转盘行星减速电机上的传动齿轮

带动连接在绕链转盘下的齿轮轴承以驱动绕链转盘，所述第一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相连，

所述滚珠丝杆与用于牵引链条的滑台螺纹连接，所述滑台与直线导轨滑动连接，且所述滑

台上还设有拆节器和用于驱动拆节器的液压系统。

[0010] 链条输送进入绕链机构时，首先进入绕链机构的滑台，此时绕链转盘下的转盘行

星减速电机启动，带动了连接在转盘行星减速电机上的传动齿轮，随后传动齿轮带动连接

在绕链转盘下的齿轮轴承，因此绕链转盘随之转动，此时绕链架支撑设于绕链转盘上，从而

绕链架旋转进行绕链。由于第一伺服电机连接着滚珠丝杆，在绕链时，滚珠丝杆能够带动着

滑台在直线导轨上直线上升或下降，因此通过第一伺服电机的控制，链条能够均匀得缠绕

于绕链架上，直到绕链架上绕满链条为止。随后，液压系统向下推动拆节器将链条折断，从

而完成绕链工序。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绕链转盘上设有用于绕链架定位的第一导向销；所述滑台上还设

有用于牵引链条的轴承和感应链条的位置传感器；所述液压系统包括单向油缸，并与设于

机架上的手动油泵连接。

[0012] 绕链架放置于绕链转盘上时，使用第一导向销来定位中心。滑台上的轴承用于将

链条固定在滑台上并牵引链条，而位置传感器则用来感应链条的有无，方便对转盘行星减

速电机的控制。在绕链完成后，通过控制设于机架上的手动油泵，驱动单向油缸向下推动拆

节器，并将链条折断。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绕链台面上设有绕链液晶屏控制器。

[0014] 通过绕链液晶屏控制器控制整个绕链工序为现有技术，并不是本发明创新点所

在。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牵挂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电动葫芦和链钩，所述电动葫芦与机架

顶部连接，且电动葫芦顶端设有工字钢，所述链钩与绕链架连接。

[0016] 在绕链工序结束后，链钩将绕链架吊起，电动葫芦通过工字钢提供的轨道将其送

至拆节区。

[0017] 作为优选，所述堆链区两侧设有激光传感器；

所述拆节系统包括传动链轮、导链通道、链条定位板、链片推片板、液压油缸和拆节器，

所述传动链轮用于将链条输送至导链通道内，所述链条定位板和链片推片板分别位于导链

通道两侧，所述拆节器竖直设于导链通道上方，所述液压油缸设于拆节器上方用于驱动拆

节器；

所述绕链架上的链条通过输链系统进入拆节台面上的堆链区，所述输链系统按工序依

次包括链条活动导向轮、链条固定导向轮和行星减速机。

[0018] 绕链架进入拆节区后，牵挂装置将绕链架送到拆节转盘的上方慢慢放下，放置于

拆节转盘上，脱开牵挂装置，并将绕链架固定，由于拆节转盘通过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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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固定，因此，在拆节时，绕链架能够在拆节转盘上转动。随后，将绕链架上的链条通过输链

系统中行星减速机的传动，依次经过链条活动导向轮、链条固定导向轮和行星减速机输送

至拆节台面的堆链区内，堆链区两侧的激光传感器用来感应堆链区链条的有无，确保堆链

区堆放有一定数量的链条，具体地，当堆链区外侧的激光传感器感应到链条时，拆节系统中

的传动链轮启动，进行拆节，当堆链区内侧的激光传感器感应到链条时，行星减速机停止转

动，说明链条已堆满，而当堆链区外侧的激光传感器感应不到链条时，行星减速机才会重新

启动，进行链条堆放。在拆节时，传动链轮将链条送入导链通道内，到了设定好的节数后传

动链轮停止，链条定位板启动，将链条定位，随后液压油缸驱动拆节器向下将链条内的轴挤

出片孔外，随后液压油缸带动拆节器上升，链片推片板将挤出轴的片推出，最后链片推片板

收回，完成拆断链条的连续动作。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拆节转盘上设有用于绕链架定位的第二导向销；所述转盘轴承外

圆设有气动刹车装置。

[0020] 绕链架放置于拆节转盘上时，使用第二导向销来定位中心，随后打开气动刹车装

置，刹住转盘轴承，防止转盘轴承在无动力的情况下产生惯性。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拆节台面上设有拆节液晶屏控制器，拆节台面底部设有驱动传动

链轮的第二伺服电机，拆节台面的下方设有废料收集箱。

[0022] 拆节台面上的拆节液晶屏控制器用于控制整个拆节工序，为现有技术，并不是本

发明创新点所在。拆节台面底部的下方第二伺服电机用来驱动传动链轮，并用来记录链条

的节数。拆节台面下方的废料收集箱用来收集拆节过程中产生的废料。

[0023] 作为优选，所述导链通道输出侧设有倾斜的链条出料板。

[0024] 倾斜的链条出料板更有利于拆节后链条的出料。

[0025]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设有绕链区、搬运区和拆节区，集绕链、搬

运拆节工序于一体，实现了链条的全自动生产，省时省力，提高了生产效率，避免了不必要

的场地和资金的浪费，适合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绕链区结构正视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绕链区结构侧视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绕链区结构俯视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拆节区结构正视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拆节区结构侧视图。

[0032] 图7是本发明拆节区结构俯视图。

[0033] 图8是本发明拆节系统俯视图。

[0034] 图9是本发明拆节系统正视图。

[0035] 图中：机架1；绕链区2；绕链台面22；绕链机构23；转盘行星减速电机231；绕链转盘

232；第一导向销2321；滑台234；直线导轨235；第一伺服电机236；滚珠丝杆237；传动齿轮

238；齿轮轴承239；拆节器241；液压系统242；油缸2421；手动油泵2422；轴承243；位置传感

器244；导链机构25；被动链轮251；固定导向轮252；刹车盘253；送链机构26；活动导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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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链条27；绕链液晶屏控制器28；搬运区3；绕链架31；牵挂装置32；电动葫芦321；链钩

322；工字钢323；拆节区4；拆节转盘43；转盘轴承431；第二导向销432；气动刹车装置433；输

链系统44；链条活动导向轮441；链条固定导向轮442；行星减速机443；拆节台面45；堆链区

46；激光传感器461；拆节系统47；传动链轮471；导链通道472；链条定位板473；链片推片板

474；液压油缸475；拆节器476；第二伺服电机477；废料收集箱49；链条出料板410；拆节液晶

屏控制器411。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7] 实施例：一种全自动绕链拆节一体化装置，包括机架1和按照工序步骤依次连接的

绕链区2、搬运区3和拆节区4。

[0038] 如图1-3所示，所述绕链区2包括设于机架1上的绕链台面22和绕链机构23，所述绕

链台面22上设有绕链液晶屏控制器28及导链机构25，所述导链机构25包括按工序依次连接

的被动链轮251和固定导向轮252，且被动链轮251下设有刹车盘253；所述导链机构25通过

送链机构26与绕链机构23工序连接，其中，送链机构26包括可旋转的活动导向轮261；所述

绕链机构23包括转盘行星减速电机231、绕链转盘232、滑台234、直线导轨235、第一伺服电

机236和滚珠丝杆237，如图4所示，所述转盘行星减速电机231通过连接在转盘行星减速电

机231上的传动齿轮238带动连接在绕链转盘232下的齿轮轴承239以驱动绕链转盘232，所

述绕链转盘232上设有第一导向销2321；所述第一伺服电机236与滚珠丝杆237相连，所述滚

珠丝杆237与用于牵引链条27的滑台234螺纹连接，所述滑台234与直线导轨235滑动连接，

且所述滑台234上设有用于牵引链条27的轴承243和感应链条27的位置传感器244，以及拆

节器241和用于驱动拆节器241的液压系统242，其中液压系统242包括单向油缸2421，并与

设于机架上的手动油泵2422连接。

[0039] 如图1、5所示，所述搬运区3包括绕链架31，所述绕链架31通过牵挂装置32与机架1

顶部连接；其中牵挂装置32包括相互连接的电动葫芦321和链钩322，所述电动葫芦321与机

架顶部连接，其顶端设有工字钢323，所述链钩322与绕链架31连接。

[0040] 如图5-7所示，所述拆节区4包括拆节转盘43、输链系统44和拆节台面45；所述拆节

转盘43通过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431与机架41固定，其中，拆节转盘43上设有用于绕链架31

定位的第二导向销432，转盘轴承431的外圆设有气动刹车装置433；所述拆节台面45按工序

依次分为堆链区46和拆节系统47，拆节台面45的上设有拆节液晶屏控制器411，其下方设有

废料收集箱49；所述堆链区46两侧设有激光传感器461。

[0041] 如图8、9所示，所述拆节系统47包括传动链轮471、导链通道472、链条定位板473、

链片推片板474、液压油缸475和拆节器476，所述拆节台面45底部还设有驱动传动链轮471

的第二伺服电机477，其中传动链轮471用于将链条输送至导链通道472内，所述链条定位板

473和链片推片板474分别位于导链通道472两侧，所述拆节器476竖直设于导链通道472上

方，所述液压油缸475设于拆节器476上方用于驱动拆节器476；导链通道472输出侧还设有

倾斜的链条出料板410。所述绕链架31上的链条通过输链系统44进入拆节台面45上的堆链

区46，所述输链系统44按工序依次包括链条活动导向轮441、链条固定导向轮442和行星减

速机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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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本发明使用时，首先，在绕链区内，链条进入设于绕链机架上的绕链台面，经过被

动链轮和固定导向轮所组成的导链机构进行引导后再通过送链机构中的可旋转的活动导

向轮进入滑台，最后经过滑台上的轴承送入到绕链架上进行绕链。在链条经过滑台时，位置

传感器感应到链条的存在后，绕链转盘下的转盘行星减速电机启动，带动了连接在转盘行

星减速电机上的传动齿轮，随后传动齿轮带动连接在绕链转盘下的齿轮轴承，因此绕链转

盘随之转动，此时绕链架支撑设于绕链转盘上，并第一导向销定位中心，从而绕链架旋转进

行绕链。由于第一伺服电机连接着滚珠丝杆，在绕链时，滚珠丝杆能够带动着滑台在直线导

轨上直线上升或下降，因此通过第一伺服电机的控制，链条能够均匀得缠绕于绕链架上，直

到绕链架上绕满链条为止。绕链完成后，通过控制设于机架上的手动油泵，驱动单向油缸向

下推动拆节器，并将链条折断，从而完成整个绕链工序。最后，牵挂装置中的链钩将绕链架

吊起，送到搬运区内，随后电动葫芦通过工字钢提供的轨道将其搬运至拆节区。整个过程通

过设于绕链台面上的绕链液晶屏控制器控制。

[0043] 绕链架运送至拆节区后，牵挂装置将绕链架送到拆节转盘的上方慢慢放下，使用

第二导向销来定位中心并放置于拆节转盘上，脱开链钩，并将绕链架固定，由于拆节转盘通

过底部设置的转盘轴承与机架固定，因此，在拆节时，绕链架能够在拆节转盘上转动，此时

需要打开气动刹车装置，刹住转盘轴承，防止转盘轴承在无动力的情况下产生惯性。随后，

将绕链架上的链条通过输链系统中行星减速机的传动，依次经过链条活动导向轮、链条固

定导向轮和行星减速机输送至拆节台面的堆链区内，堆链区两侧的激光传感器用来感应堆

链区链条的有无，确保堆链区堆放有一定数量的链条，具体地，当堆链区外侧的激光传感器

感应到链条时，第二伺服电机启动，驱动拆节系统中的传动链轮，进行链条节数的计数，当

堆链区内侧的激光传感器感应到链条时，行星减速机停止转动，说明链条已堆满，而当堆链

区外侧的激光传感器感应不到链条时，行星减速机才会重新启动，进行链条堆放。在拆节

时，传动链轮将链条送入导链通道内，到了设定好的节数后传动链轮停止，链条定位板启

动，将链条定位，随后液压油缸驱动拆节器向下将链条内的轴挤出片孔外，落入拆节台面的

下方设有废料收集箱内，随后液压油缸带动拆节器上升，链片推片板将挤出轴的片推出，也

落入废料收集箱内，最后链片推片板收回，完成拆断一条链条的连续动作，拆节后的链条则

从导链通道输出侧设置的倾斜链条出料板滑落，特定节数链条的生产。整个过程通过设于

拆节台面上的拆节液晶屏控制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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