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084153.1

(22)申请日 2017.02.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732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21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710102828.1 2017.02.24

(73)专利权人 温州市贝佳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高

教园区温职院技术研创大楼西204室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B23D 33/02(2006.01)

审查员 袁媛

 

(54)发明名称

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制造设备，更具体地

说，涉及一种用于实现板料收集的流水线设备。

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包括：用于输送板料

的传送带、位于所述传送带的左侧的左工位收集

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的右侧的右工位收集机

构、为所述板料实现横向输送的辊筒输送线、用

于抓取所述板料的桁架式机械手、用于承接所述

板料的油压升降台；所述辊筒输送线位于所述传

送带的末端，所述辊筒输送线的两端布置有收集

机构；所述收集机构包括桁架式机械手、油压升

降台，所述油压式升降台位于所述桁架式机械手

的下部。实现板料收集和堆放的自动化成套装

备，机械手的抓取效率高、运行平稳噪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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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输送板料的传送带、位于所

述传送带的左侧的左工位收集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的右侧的右工位收集机构、为所述板

料实现横向输送的辊筒输送线、用于抓取所述板料的桁架式机械手、用于承接所述板料的

油压升降台；

所述辊筒输送线位于所述传送带的末端，所述辊筒输送线的两端布置有收集机构；所

述收集机构的数量为两个，包括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和右工位收集机构；所述收集机构包

括桁架式机械手、油压升降台，所述油压升降台位于所述桁架式机械手的下部；

所述辊筒输送线包括：输送线支架、中段辊子、左段辊子、右段辊子、中段电机、左段电

机、右段电机、用于接收所述板料的接纳台、用于传输所述板料的滚轮，所述中段辊子、左段

辊子、右段辊子活动连接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左段电机、右段电机固连于所

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中段辊子，所述左段电机通过链传动

连接于所述左段辊子，所述右段电机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右段辊子；所述左段辊子位于

所述中段辊子的左侧、所述右段辊子位于所述中段辊子的右侧；所述接纳台位于所述中段

辊子的下部，所述滚轮位于所述中段辊子和所述传送带之间；

所述接纳台包括：斜坡、升降板、升降气缸、一号导柱、一号导套、挡板、固定板，所述固

定板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斜坡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升降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

所述固定板，所述一号导套固连于所述固定板，所述一号导柱活动连接于所述一号导套，所

述一号导柱的一端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升降板；

所述挡板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斜坡成倾斜布置；

开始时，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所述斜坡的高度高于所述中段辊子；当

所述板料从所述传送带输出后，经过所述滚轮，到达所述斜坡上；由于所述斜坡成倾斜布

置，有利于所述板料沿着所述斜坡进行进一步移动并降速；所述板料碰到所述挡板后，停止

运动；接着，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缩回，所述斜坡的高度降低，所述斜坡位于所述中段辊

子的下部，所述板料位于所述中段辊子的上部；由所述中段辊子对所述板料进行输送；

所述辊筒输送线位于所述传送带的末端，所述板料从所述传送带输出后，经过所述滚

轮，滑入至所述接纳台上，由所述斜坡承载所述板料，所述斜坡在所述升降气缸的驱动下降

低高度；

所述板料落于所述中段辊子上，由所述中段电机驱动所述板料向所述左段辊子侧输送

或者向所述右段辊子侧输送；

假如，所述板料到达所述左段辊子，所述左段电机驱动所述左段辊子转动，使所述板料

到达所述桁架式机械手的下部；真空吸盘吸取到所述板料，并将所述板料移动至所述油压

升降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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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分案申请，母案的申请号是：2017101028281。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制造

设备，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实现板料收集的流水线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剪板生产线中，由于板料在剪板机中高速剪切并输出。由于剪板效率高，

输出的速度快，无法实现对板料的无损收集。板料依靠重力作用进行自由掉落并无需地收

集。造成对板料边缘的冲击变形，板料的表面质量下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实现板料收集和堆放的

自动化成套装备，机械手的抓取效率高、运行平稳噪音低；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

由传送带将板料输送至辊筒输送线，辊筒输送线将板料分别输送至左工位收集机构、右工

位收集机构，由桁架式机械手抓取到板料后叠放于油压升降台。

[0004] 一种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包括：用于输送板料的传送带、位于所述传送带的

左侧的左工位收集机构、位于所述传送带的右侧的右工位收集机构、为所述板料实现横向

输送的辊筒输送线、用于抓取所述板料的桁架式机械手、用于承接所述板料的油压升降台；

[0005] 所述辊筒输送线位于所述传送带的末端，所述辊筒输送线的两端布置有收集机

构；所述收集机构的数量为两个，包括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和右工位收集机构；所述收集机

构包括桁架式机械手、油压升降台，所述油压式升降台位于所述桁架式机械手的下部；

[0006] 所述辊筒输送线包括：输送线支架、中段辊子、左段辊子、右段辊子、中段电机、左

段电机、右段电机、用于接收所述板料的接纳台、用于传输所述板料的滚轮，所述中段辊子、

左段辊子、右段辊子活动连接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左段电机、右段电机固连

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中段辊子，所述左段电机通过链

传动连接于所述左段辊子，所述右段电机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右段辊子；所述左段辊子

位于所述中段辊子的左侧、所述右段辊子位于所述中段辊子的右侧；所述接纳台位于所述

中段辊子的下部，所述滚轮位于所述中段辊子和所述传送带之间。

[0007] 优选地，所述接纳台包括：斜坡、升降板、升降气缸、一号导柱、一号导套、挡板、固

定板，所述固定板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斜坡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升降气缸的气

缸体固连于所述固定板，所述一号导套固连于所述固定板，所述一号导柱活动连接于所述

一号导套，所述一号导柱的一端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

所述升降板；所述挡板固连于所述升降板；所述斜坡成倾斜布置。

[0008] 优选地，所述桁架式机械手包括：真空吸盘、竖直滑板、竖直气缸、水平气缸、机械

手支架、水平滑板、水平导轨、竖直导轨，所述水平导轨水平布置于所述机械手支架，所述水

平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机械手支架，所述水平滑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水平导轨，所述水

平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水平滑板；所述竖直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水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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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述竖直导轨活动连接于所述水平滑板，所述竖直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竖

直滑板，所述竖直导轨的末端固连于所述竖直滑板；所述真空吸盘固连于所述竖直滑板的

下部。

[0009] 和传统技术相比，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具有以下积极作用和有益效

果：

[0010] 所述板料从剪板机中输出后由所述传送带进行传输至所述辊筒输送线，由于所述

板料的输出速度快，为了实现对所述板料的高速收集，设置了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和右工

位收集机构以提高收集效率。所述板料到达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和右工位收集机构后，由

所述桁架式机械手进行抓取和搬运，并堆叠于所述油压升降台上，从而完成对所述板料的

收集和整理。

[0011] 所述辊筒输送线位于所述传送带的末端，所述板料从所述传送带输出后，经过所

述滚轮，滑入至所述接纳台上，由所述斜坡承载所述板料，所述斜坡在所述升降气缸的驱动

下降低高度。所述板料落于所述中段辊子上，由所述中段电机驱动所述板料向所述左段辊

子侧输送或者向所述右段辊子侧输送。假如，所述板料到达所述左侧辊子，所述左段电机驱

动所述左侧辊子转动，使所述板料到达所述桁架式机械手的下部。所述真空吸盘吸取到所

述板料，并将所述板料移动至所述油压升降台上。

[0012] 由于从剪板机中输出的所述板料的生产效率较高，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

床利用两套所述收集机构配合一条所述传送带实现对所述板料的无人化、自动化收集和堆

叠，达到了工作效率的匹配。

[0013] 所述中段辊子、左段辊子、右段辊子活动连接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

左段电机、右段电机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所述中段电机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中段辊

子，所述中段电机驱动所述中段辊子转动，所述中段电机用于实现所述板料的分向传输，

即：所述中段辊子需要向所述左段辊子或者所述右段辊子输送所述板料。所述左段电机通

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左段辊子，驱动所述左段辊子转动。举例，所述板料到达所述中段辊子

后，所述中段电机驱动所述板料向所述左段辊子所在方向移动，所述左段辊子驱动所述板

料继续移动，到达所述桁架式机械手的下部。同样地，所述板料也可以向右侧输送。

[0014] 所述接纳台用于接收处于高速移动状态中的所述板料，防止所述板料从高速运动

状态中直接撞击到所述中段辊子上，用于保护所述板料不发生变形，同时用于保护所述中

段辊子，延长所述中段辊子的使用寿命。

[0015] 开始时，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所述斜坡的高度高于所述中段辊

子。当所述板料从所述传送带输出后，经过所述滚轮，到达所述斜坡上。由于所述斜坡成倾

斜布置，有利于所述板料沿着所述斜坡进行进一步移动并降速。所述板料碰到所述挡板后，

停止运动。接着，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缩回，所述斜坡的高度降低，所述斜坡位于所述中

段辊子的下部，所述板料位于所中段辊子的上部。由所述中段辊子对所述板料进行输送。

附图说明

[0016] 图1、2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桁架式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辊筒输送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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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接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0] 1  传送带、2  左工位收集机构、3  右工位收集机构、4  辊筒输送线、5  板料、6  桁架

式机械手、7  油压升降台、8 中段辊子、9  左段辊子、10  右段辊子、11 中段电机、12  左段电

机、13  右段电机、14  接纳台、15  滚轮、16  斜坡、17  升降板、18  升降气缸、19  一号导柱、20 

一号导套、21  挡板、22  真空吸盘、23  竖直滑板、24  竖直气缸、25  水平气缸、26  机械手支

架、27 水平滑板、28 水平导轨、29 竖直导轨，30  输送线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附图中类似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的元件。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化钢板制造生

产机床，用于为机械制造行业提供一种用于实现板料收集和堆放的自动化成套装备，机械

手的抓取效率高、运行平稳噪音低；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由传送带将板料输送

至辊筒输送线，辊筒输送线将板料分别输送至左工位收集机构、右工位收集机构，由桁架式

机械手抓取到板料后叠放于油压升降台。

[0022] 图1、2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

制造生产机床的桁架式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图4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辊

筒输送线的结构示意图，图5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接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3] 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包括：

[0024] 用于输送板料5的传送带1、位于所述传送带1的左侧的左工位收集机构2、位于所

述传送带1的右侧的右工位收集机构3、为所述板料5实现横向输送的辊筒输送线4、用于抓

取所述板料5的桁架式机械手6、用于承接所述板料5的油压升降台7；

[0025] 所述辊筒输送线4位于所述传送带1的末端，所述辊筒输送线4的两端布置有收集

机构；所述收集机构的数量为两个，包括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2和右工位收集机构3；所述收

集机构包括桁架式机械手6、油压升降台7，所述油压式升降台7位于所述桁架式机械手6的

下部；

[0026] 所述辊筒输送线4包括：输送线支架30、中段辊子8、左段辊子9、右段辊子10、中段

电机11、左段电机12、右段电机13、用于接收所述板料5的接纳台14、用于传输所述板料5的

滚轮15，所述中段辊子8、左段辊子9、右段辊子10活动连接于所述输送线支架30，所述中段

电机11、左段电机12、右段电机13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30；所述中段电机11通过链传动连

接于所述中段辊子8，所述左段电机12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左段辊子9，所述右段电机13

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右段辊子10；所述左段辊子9位于所述中段辊子8的左侧、所述右段

辊子10位于所述中段辊子8的右侧；所述接纳台14位于所述中段辊子8的下部，所述滚轮15

位于所述中段辊子8和所述传送带1之间。

[0027] 更具体地，所述接纳台14包括：斜坡16、升降板17、升降气缸18、一号导柱19、一号

导套20、挡板21、固定板31，所述固定板31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30，所述斜坡16固连于所

述升降板17；所述升降气缸18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固定板31，所述一号导套20固连于所述

固定板31，所述一号导柱19活动连接于所述一号导套20，所述一号导柱19的一端固连于所

述升降板17；所述升降气缸18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升降板17；所述挡板21固连于所

述升降板17；所述斜坡16成倾斜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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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更具体地，所述桁架式机械手6包括：真空吸盘22、竖直滑板23、竖直气缸24、水平

气缸25、机械手支架26、水平滑板27、水平导轨28、竖直导轨29，所述水平导轨28水平布置于

所述机械手支架26，所述水平气缸25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机械手支架26，所述水平滑板27

活动连接于所述水平导轨28，所述水平气缸25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水平滑板27；所

述竖直气缸24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水平滑板27，所述竖直导轨29活动连接于所述水平滑板

27，所述竖直气缸24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竖直滑板23，所述竖直导轨29的末端固连

于所述竖直滑板23；所述真空吸盘22固连于所述竖直滑板23的下部。

[0029] 以下结合图1至5，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的工作原理和工作

过程：

[0030] 所述板料5从剪板机中输出后由所述传送带1进行传输至所述辊筒输送线4，由于

所述板料5的输出速度快，为了实现对所述板料5的高速收集，设置了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2

和右工位收集机构3以提高收集效率。所述板料5到达所述左工位收集机构2和右工位收集

机构3后，由所述桁架式机械手6进行抓取和搬运，并堆叠于所述油压升降台7上，从而完成

对所述板料5的收集和整理。

[0031] 所述辊筒输送线4位于所述传送带1的末端，所述板料5从所述传送带1输出后，经

过所述滚轮15，滑入至所述接纳台14上，由所述斜坡16承载所述板料5，所述斜坡16在所述

升降气缸18的驱动下降低高度。所述板料5落于所述中段辊子8上，由所述中段电机11驱动

所述板料5向所述左段辊子9侧输送或者向所述右段辊子10侧输送。假如，所述板料5到达所

述左侧辊子9，所述左段电机12驱动所述左侧辊子9转动，使所述板料5到达所述桁架式机械

手6的下部。所述真空吸盘22吸取到所述板料5，并将所述板料5移动至所述油压升降台7上。

[0032] 由于从剪板机中输出的所述板料5的生产效率较高，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

机床利用两套所述收集机构配合一条所述传送带1实现对所述板料5的无人化、自动化收集

和堆叠，达到了工作效率的匹配。

[0033] 所述中段辊子8、左段辊子9、右段辊子10活动连接于所述输送线支架30，所述中段

电机11、左段电机12、右段电机13固连于所述输送线支架30。所述中段电机11通过链传动连

接于所述中段辊子8，所述中段电机11驱动所述中段辊子11转动，所述中段电机11用于实现

所述板料5的分向传输，即：所述中段辊子8需要向所述左段辊子9或者所述右段辊子10输送

所述板料5。所述左段电机12通过链传动连接于所述左段辊子9，驱动所述左段辊子9转动。

举例，所述板料5到达所述中段辊子8后，所述中段电机11驱动所述板料5向所述左段辊子9

所在方向移动，所述左段辊子9驱动所述板料5继续移动，到达所述桁架式机械手6的下部。

同样地，所述板料5也可以向右侧输送。

[0034] 所述接纳台14用于接收处于高速移动状态中的所述板料5，防止所述板料5从高速

运动状态中直接撞击到所述中段辊子8上，用于保护所述板料5不发生变形，同时用于保护

所述中段辊子8，延长所述中段辊子8的使用寿命。

[0035] 开始时，所述升降气缸18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所述斜坡16的高度高于所述中

段辊子8。当所述板料5从所述传送带1输出后，经过所述滚轮15，到达所述斜坡16上。由于所

述斜坡16成倾斜布置，有利于所述板料5沿着所述斜坡16进行进一步移动并降速。所述板料

5碰到所述挡板21后，停止运动。接着，所述升降气缸18的活塞杆缩回，所述斜坡16的高度降

低，所述斜坡16位于所述中段辊子8的下部，所述板料5位于所中段辊子8的上部。由所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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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辊子8对所述板料5进行输送。

[0036]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智能化钢板制造生产机床较有代表性的

例子。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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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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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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