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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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49074.8

(22)申请日 2019.12.09

(71)申请人 湖南省桃江县湘中水工机械有限公

司

地址 413400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江经

济开发区牛潭河工业园

(72)发明人 胡武强　罗胜斌　苏纪斌　邹辉　

周喜华　刘庆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智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207

代理人 徐雄

(51)Int.Cl.

B21D 3/05(2006.01)

B21D 43/00(2006.01)

B21D 43/09(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它包

括矫正装置和设置在矫正装置两侧的进料装置

和出料装置，进料装置和出料装置的结构设置为

相同；矫正装置包括中间底架，中间底架的中部

活动设置有驱动轮，驱动轮的一端与第一驱动装

置连接；中间底架的两侧设置有侧端底架，底架

上设置有支撑架，支撑架上活动设置有侧板；活

动侧板上设置有矫正齿轮组件，矫正齿轮组件包

括相互啮合的下齿轮，其中部分下齿轮的上方设

置有上齿轮，其中一个上齿轮与电机连接；活动

侧板的两端活动设置有压紧组件；出料装置上设

置有防走偏组件。本发明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

钢结构矫正过程中的不连贯性，同时还解决了钢

结构在行走过程中走偏的问题，提高了矫正机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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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它包括矫正装置(2)和设置在矫正装置(2)两侧的进料装置

(1)和出料装置(3)，其特征在于，进料装置(1)和出料装置(3)的结构设置为相同；矫正装置

(2)包括中间底架(201)，中间底架(201)的中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轮(202)，驱动轮(202)的一

端与第一驱动装置(203)连接；中间底架(201)的两侧设置有侧端底架(210)，底架(210)上

设置有支撑架(4)，支撑架(4)上活动设置有活动侧板(204)；活动侧板(204)上设置有矫正

齿轮组件(205)，矫正齿轮组件(205)包括相互啮合的下齿轮(2052)，其中部分下齿轮

(2052)的上方设置有上齿轮(2051)，其中一个上齿轮(2051)与电机(2053)连接；活动侧板

(204)的两端活动设置有压紧组件(206)；出料装置(3)上设置有防走偏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支撑架(4)上设置有第

一导轨(208)，活动侧板(204)上设置有与第一导轨(208)配合使用的第一滑块(207)，第一

滑块(207)的侧端设置有第一液压缸(20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压紧组件(206)包括气

缸(2061)，气缸(2061)的伸缩端与连接块(2062)连接，连接块(2062)上活动设置有固定块

(2063)，连接块(2062)与固定块(2063)为螺纹连接，固定块(2063)的下端设置有压紧块

(206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压紧块(2064)包括第二

滑块(20641)，第二滑块(20641)设置在套筒(20642)内，第二滑块(20641)的一端与第一弹

簧(20643)连接，第一弹簧(20643)的另一端设置在套筒(20642)的底部；套筒(20642)的下

端两侧设置有卡块(20645)，卡块(20645)的中部设置有凹槽(20646)，凹槽(20646)内设置

有柔性棉(20648)；两卡块(20645)的中部设置有连接板(20644)，连接板(20644)的中部穿

插有压紧柱(20647)，压紧柱(20647)穿插于柔性棉(20648)中，且柔性棉(20648)的长度小

于柔性棉(20648)的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二滑块(20641)设置

为T字型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防走偏组件包括设置在

滚轮(302)下方的横板(303)，横板(303)上设置有第二导轨(305)，第二导轨(305)上设置有

第三滑块(304)，第三滑块(304)活动设置在活动板(306)上；活动板(306)的两侧与第二液

压缸(307)连接，第二液压缸(307)设置在架体(301)上，活动板(306)的内侧设置有挡板

(309)。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挡板(309)的内侧设置

限位板(308)，限位板(308)设置为柔性材质；限位板(308)设置有2个，且对称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其特征在于，活动板(306)和限位板

(308)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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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涉及一种矫正设备,具体为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矫正机是专门用于焊接H型钢矫正设备，其中主传动滚轮采用优质合金钢制造，并

进行热处理工艺，确保使用寿命，该机操作简单，方便易学。

[0003] H型钢是一种截面面积分配更加优化、强重比更加合理的经济断面高效型材，因其

断面与英文字母"H"相同而得名。由于H型钢的各个部位均以直角排布，因此H型钢在各个方

向上都具有抗弯能力强、施工简单、节约成本和结构重量轻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

[0004] 正因为H型钢的各个部位均以直角排布，所以在制造过程中需要对H型钢进行矫

正，H型钢在矫正机上进行矫正时，首先通过压紧组件将H型钢的下端进行压紧，边进料边对

H型钢的两侧进行矫正，现有技术中的矫正机的矫正轮是固定不动且两个对称分布和的距

离很远，这样造成了钢结构矫正过程中的不连贯性，且现有技术中的矫正机的进料装置没

有防走偏结构，从而缩短了矫正机的使用寿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有效解决了

现有技术中钢结构矫正过程中的不连贯性，同时还解决了钢结构在行走过程中走偏的问

题，提高了矫正机的使用寿命，降低了生产成本。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括矫正装置和设置在矫正装置

两侧的进料装置和出料装置，进料装置和出料装置的结构设置为相同；矫正装置包括中间

底架，中间底架的中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轮，驱动轮的一端与第一驱动装置连接；中间底架的

两侧设置有侧端底架，底架上设置有支撑架，支撑架上活动设置有侧板；活动侧板上设置有

矫正齿轮组件，矫正齿轮组件包括相互啮合的下齿轮，其中部分下齿轮的上方设置有上齿

轮，其中一个上齿轮与电机连接；活动侧板的两端活动设置有压紧组件；出料装置上设置有

防走偏组件。

[0007] 进一步的，支撑架上设置有第一导轨，侧板上设置有与第一导轨配合使用的第一

滑块，第一滑块的侧端设置有液压缸。

[0008] 进一步的，压紧组件包括气缸，气缸的伸缩端与连接块连接，连接块上活动设置有

固定块，连接块与固定块为螺纹连接，固定块的下端设置有压紧块。

[0009] 进一步的，压紧块包括第二滑块，第二滑块设置在套筒内，第二滑块的一端与弹簧

连接，弹簧的另一端设置在套筒的底部；套筒的下端两侧设置有卡块，卡块的中部设置有凹

槽，凹槽内设置有柔性棉；两卡块的中部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的中部穿插有压紧柱，压紧

柱穿插于柔性棉中，且柔性棉的长度小于柔性棉的长度。

[0010] 进一步的，第二滑块设置为T字型结构。

[0011] 进一步的，防走偏组件包括设置在滚轮下方的横板，横板上设置有第二导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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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上设置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活动设置在活动板上；活动板的两侧与第二液压缸连接，

第二液压缸设置在架体上，活动板的内侧设置有挡板。

[0012] 进一步的，挡板的内侧设置限位板，限位板设置为柔性材质；限位板设置有个，且

对称设置。

[0013] 进一步的，活动板和限位板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提供一种钢结构件矫正设备，通过矫正齿轮组件中上齿轮和下齿轮的设

置，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钢结构矫正过程中的不连贯性，同时通过活动板和挡板的设置

还解决了钢结构在行走过程中走偏的问题，适应不同宽度的钢结构矫正，提高了矫正机的

使用寿命，降低了生产成本。

[0016] 2、本发明中矫正齿轮组件中包括相互啮合的下齿轮，其中部分下齿轮的上方设置

有上齿轮，此结构中的上齿轮和下齿轮都是运动的，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的矫正机中的滚轮是不动的不连贯性，这样就可以减少钢结构在矫正中的产生的误差和材

料缺陷，从而可以提高钢结构的强度。

[0017] 3、本发明中压紧组件包括气缸、连接块、固定块和压紧块，它适应于不同需求的，

当对比较粗糙的表面进行矫正时，可通过固定块进行压紧；当对比较光滑的表面进行矫正

时，为了防止光滑的表面划伤，特别设计了压紧块，压紧块是压紧柱和柔性棉的结合，不仅

能将待矫正钢结构压紧，同时对钢结构的表面还有保护作用；固定块和压紧块是螺纹连接，

安装和取掉方便。

[0018] 4、本发明中防走偏组件滚轮下方的横板，横板上设置有第二导轨，第二导轨上设

置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活动设置在活动板上，活动板的内侧设置有多个挡板，活动板的一

侧与第二液压缸连接，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宽度的钢结构进行调节，起到限位的

作用从而可以防止走偏，进一步给矫正齿轮组件矫正时减少了误差。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的正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结构的俯视图。

[0021] 图3为图1的中间部分部件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3中压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图2的中间部分部件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结构中出料装置的俯视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结构中出料装置的正视图。

[0026] 图中所述文字标注表示为：1、进料装置；2、矫正装置；3、出料装置；4、支撑架；201、

中间底架；202、驱动轮；203、第一驱动装置；204、活动侧板；205、矫正齿轮组件；2051、上齿

轮；2052、下齿轮；2053、电机；206、压紧组件；2061、气缸；2062、连接块；2063、固定块；2064、

压紧块；20641、第二滑块；20642、套筒；20643、弹簧；20644、连接板；20645、卡块；20646、凹

槽；20647、压紧柱；20648、柔性棉；207、第一滑块；208、第一导轨；209、第一液压缸；210、底

架；301、架体；302、滚轮；303、横板；304、第三滑块；305、第二导轨；306、活动板；307、第二液

压缸；308、限位板；309、挡板；310、第二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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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

作用。

[0028]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为：它包括矫正装置2和设置在矫正装置2两侧

的进料装置1和出料装置3，进料装置1和出料装置3的结构设置为相同；矫正装置2包括中间

底架201，中间底架201的中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轮202，驱动轮202的一端与第一驱动装置203

连接；中间底架201的两侧设置有侧端底架210，底架210上设置有支撑架4，支撑架4上活动

设置有活动侧板204；活动侧板204上设置有矫正齿轮组件205，矫正齿轮组件205包括相互

啮合的下齿轮2052，其中部分下齿轮2052的上方设置有上齿轮2051，其中一个上齿轮2051

与电机2053连接；活动侧板204的两端活动设置有压紧组件206；出料装置3上设置有防走偏

组件。

[0029] 工作原理：首先将待矫正的钢结构放置在进料装置1上，在驱动轮202和第一驱动

装置203的作用带动钢结构往前进料，进料装置1出料装置3有辅助运输、进料和出料的作

用。进料装置1出料装置3上设置有防走偏结构防止钢结构走偏，钢结构进料至矫正装置2

时，根据钢结构的宽度调节支撑架4上两活动侧板204之间的距离，且根据钢结构的宽度下

端厚度调节压紧组件206的高度从而起到固定作用。矫正装置2上的矫正齿轮组件205在电

机2053的作用下转动，矫正齿轮组件205包括相互啮合的下齿轮2052，其中部分下齿轮2052

的上方设置有上齿轮2051，这样的结构设计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矫正机中的滚轮是不动的

不连贯性，这样就可以减少钢结构在矫正中的产生的误差和材料缺陷，从而可以提高钢结

构的强度。

[0030] 如图1、图2、图3和图5所示，支撑架4上设置有第一导轨208，活动侧板204上设置有

与第一导轨208配合使用的第一滑块207，第一滑块207的侧端设置有第一液压缸209.从而

可以方便调节两活动侧板204之间的距离。

[0031]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压紧组件206包括气缸2061，气缸2061的伸缩端与连接块

2062连接，连接块2062上活动设置有固定块2063，连接块2062与固定块2063为螺纹连接，固

定块2063的下端设置有压紧块2064。这样的结构设计它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当对比较粗糙

的表面进行矫正时，可通过固定块2063进行压紧；当对比较光滑的表面进行矫正时，为了防

止光滑的表面划伤，可通过压紧块2064进行压紧。固定块2063和压紧块2064是螺纹连接，安

装和取掉方便。

[0032]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压紧块2064包括第二滑块20641，第二滑块20641设置在套

筒20642内，第二滑块20641的一端与弹簧20643连接，弹簧20643的另一端设置在套筒20642

的底部；套筒20642的下端两侧设置有卡块20645，卡块20645的中部设置有凹槽20646，凹槽

20646内设置有柔性棉20648；两卡块20645的中部设置有连接板20644，连接板20644的中部

穿插有压紧柱20647，压紧柱20647穿插于柔性棉20648中，且柔性棉20648的长度小于柔性

棉20648的长度，这样的结构设计压紧块2064是压紧柱20647和柔性棉20648的结合，不仅能

将待矫正钢结构压紧，同时对钢结构的表面还有保护作用。

[0033]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第二滑块20641设置为T字型结构，这样的结构设计制造简

单方便，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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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如图1、图6和图7所示，防走偏组件包括设置在滚轮302下方的横板303，横板303上

设置有第二导轨305，第二导轨305上设置有第三滑块304，第三滑块304活动设置在活动板

306上；活动板306的两侧与第二液压缸307连接，第二液压缸307设置在架体301上，活动板

306的内侧设置有挡板309，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根据钢结构的宽度调节活动板306之间的

距离，活动板306调节距离是通过第二液压缸307推动，第三滑块304在第二导轨305上滑动

从而可以调节距离。

[0035] 如图1、图6和图7所示，挡板309的内侧设置限位板308，限位板308设置为柔性材

质；限位板308设置有2个，且对称设置，这样的结构设计对待矫正的钢结构有限位作用的同

时还防止乱花的作用。

[0036] 如图1和图6所示，活动板306和限位板308之间设置有第二弹簧310，这样的结构设

计有缓冲的作用。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

[0038]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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