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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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58446.0

(22)申请日 2021.10.27

(71)申请人 广州容联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03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

路140号506房(仅限办公使用)

(72)发明人 胡刚锋　刘紫敬　刘付钧　黄海键　

李祖保　申晓阳　曾知超　郑寒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中科启明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3226

代理人 匡治兵

(51)Int.Cl.

B21F 1/00(2006.01)

B21F 2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包括

钢筋夹持折弯装置、分别设于所述钢筋夹持折弯

装置两侧的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

装置，还包括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左侧四轴

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左侧钢筋压型装

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相对设置，左侧四轴折弯

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相对设置，钢筋夹持旋

转变位装置设于钢筋夹持折弯装置上，钢筋进入

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形成第

一道折弯，接着进入钢筋夹持旋转机构旋转角

度，再进入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

置形成第二道折弯，最后经钢筋夹持折弯装置进

行对折折弯成型。本发明自动化实现钢筋笼中纵

筋多次折弯成型，节约人工，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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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包括钢筋夹持折弯装置(6)、分别设于所述钢

筋夹持折弯装置两侧的左侧钢筋压型装置(1)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2)，还包括钢筋夹持旋

转变位装置(3)、左侧四轴折弯装置(4)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5)，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

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相对设置，所述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相对设置，且左

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位于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的

相对一侧设置，所述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设于钢筋夹持折弯装置上，钢筋进入左侧钢筋

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形成第一道折弯，接着进入钢筋夹持旋转机构旋转角度，再

进入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形成第二道折弯，最后经钢筋夹持折弯装置进

行对折折弯成型；

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均包括第一安装底座(101)和设于第一安

装底座上的第一支撑座，所述第一支撑座包括平行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的仿形油缸安装板

(106)，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两侧均通过侧板(104)固定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所述仿形油

缸安装板底部设有第一仿形压块(105)和第二仿形压块(110)，所述第一安装底座顶部设有

分别与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压块位置对应的第一仿形底座(102)和第二仿形底座

(112)，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动第一仿形压块升降的第一仿形油缸(107)和带动

第二仿形压块升降的第二仿形油缸(108)，靠近第二仿形压块一侧的侧板上设有第二支撑

座(114)和与第二仿形块同一水平方向的钢筋支座，所述第二支撑座顶部设有夹紧油缸

(109)，所述夹紧油缸的输出轴穿过第二支撑底座与夹紧块(111)紧固连接，所述夹紧块可

用于夹紧钢筋支座上的钢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一仿形

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设置，且保持一致；所述第二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

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设置，且保持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包

括固定在第一侧安装板(301)上的旋转组件和夹持组件，所述第一侧安装板上设有弧形导

轨(308)，所述旋转组件通过一端与第一侧安装板连接的旋转推动气缸(305)推动沿着弧形

导轨滑动，从而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钢筋实现二维到三维的角度变化，实现空间上的折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

第一立板(302)、第二立板(303)和第三立板(304)，所述第一立板与旋转推动气缸另一端相

连，且所述第一立板反面通过第一弧形导向轮滑动连接于弧形导轨，所述第二立板反面上

下两端均设有上下弹簧补偿装置，所述第二立板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左右弹簧补偿装置，

所述第二立板正面上部横向设有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328)，所述第二立板正面两侧均纵

向设有第一上下导向块(327)，所述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动第三立板在上下导

向块滑动的第一升降气缸(306)，所述第三立板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与第一上下导向块相

连的第二滑块，所述第三立板正面上部设有夹持气缸安装板(329)，所述夹持气缸安装板顶

部设有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夹持气缸(330)；

所述上下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横向设置的左右补偿导向块(317)上左右滑

动，所述左右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纵向设置的上下补偿导向块(318)上上下滑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组件包括夹持导向板

(320)、左夹紧块(321)、右夹紧块(322)，所述夹持导向板反面滑动连接于第三立板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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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上下导向块(319)，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均通过夹持导向轮(325)分别卡合滑动在

夹持导向板对应的左夹紧导向槽(323)和右夹紧导向槽(324)内，所述左夹紧导向槽和右夹

紧导向槽呈上窄下宽的内八字型设置，且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通过第三立板横向设置

的夹紧左右导向块(326)实现左右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

四轴折弯装置均包括第二侧安装板(401)和第二安装底座(419)，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侧

安装板一侧安装有z轴导轨(402)，所述z轴导轨一端与第二安装底座连接，所述第二安装底

座内部底端安装有x轴导轨(406)，所述x轴导轨顶端通过连接板设置有y轴导轨(407)和复

位弹簧(408)，所述y轴导轨与复位弹簧相对平行设置，所述第二安装底座内部位于y轴导轨

上方安装有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405)，所述复位弹簧一端与连装板相连，所述复位弹

簧另一端连接于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所述钢筋折弯机构上设有旋转轴(415)，所述旋

转轴带动固接的第一转子(416)对钢筋进行折弯，所述z轴导轨是由第二升降气缸(409)驱

动，所述x轴导轨是由电缸(410)驱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

内部设置有第一夹板(404)，所述第一夹板一侧设置有第一固定板，所述第一夹板一端设置

有夹持油缸(403)，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上的旋转轴(415)一端与第一大齿轮

(412)固接，所述第一大齿轮一侧啮合有第一小齿轮，所述第一小齿轮一端连接有第一减速

机，所述第一减速机一端连接有第一伺服电机(413)；

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顶部表面设置有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418)，所述

第一转子表面安装有配合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使用的第一挡板，所述第一挡板表面设置有

第一检测感应片(417)，并且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的感应端均对应检测感应片转动位

置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夹持折弯装置包括折

弯机主体(601)、折弯转子组件(603)和折弯定子组件(605)，所述折弯机主体通过下部支架

(604)固定连接有折弯定子组件，且折弯定子组件的上方通过上部支架(602)固定安装有折

弯转子组件。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弯转子组件包括上安装

板(614)和下安装板(621)，且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与上部支架固定连接，并且下安装板上

方固定安装有上安装板，且上安装板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二伺服电机(616)和第二减速器

(620)，并且第二伺服电机输出端和第二减速器输入端连接，所述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之间

设置有第二大齿轮(617)和第二小齿轮(619)，且第二大齿轮和第二小齿轮啮合，所述第二

减速器的输出轴与第二小齿轮一侧表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大齿轮另一侧表面中

心位置固定安装有连接轴(624)，且连接轴贯穿下安装板并与下安装板转动连接，并且连接

轴表面固定套接有第二转子(623)，所述第二转子一侧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二检测感应片

(625)，所述下安装板表面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器(615)，并且两个第二极限

限位传感器的感应端对应第二检测感应片转动位置设置；

所述折弯定子组件包括第三减速机(630)、第三伺服电机(631)、第三大齿轮(632)、第

三小齿轮、承台板(606)和液压夹持组件，所述承台板与下部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大齿

轮通过转轴贯穿承台板连接液压夹持组件，所述第三伺服电机驱动第三减速机运行，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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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第三大齿轮和第三小齿轮进行齿合运动，实现液压夹持组件的旋转，所述液压夹持组

件包括安装座(613)，并且安装座顶面固定安装有安装座加强筋(612)，所述安装座一侧固

定焊接有第二固定板(608)，且第二固定板一侧固定安装有液压油缸(607)，并且安装座上

设有滑动连接于安装座加强筋的T型架(609)，所述T型架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610)，

且第二夹板一侧表面与液压油缸的活塞杆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安装座另一侧上方固定安

装有夹头(611)，所述承台板上设有两个第三极限限位传感器(626)，所述液压夹持组件上

设有配合第三极限限位传感器的第三挡板，所述第三挡板上设有第三感应片(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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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筋笼自动化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说是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工程领域，钢筋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建房时需要先将钢筋搭建成钢筋笼的

形式再灌浆成型墙体等建筑物。目前市场上钢筋笼产品需求量很大，而成型基本靠人工来

完成，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所以需要一种钢筋笼的自动化设备来解决这些问题。该设

备正是用于钢筋笼自动化加工设备上的用于纵筋折弯压型的用途。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实现钢筋折弯成型、节约人工、提高工作效

率的的钢筋折弯压型机器。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包括钢

筋夹持折弯装置、分别设于所述钢筋夹持折弯装置两侧的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

型装置，还包括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所述左侧

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相对设置，所述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

相对设置，且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位于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

筋压型装置的相对一侧设置，所述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设于钢筋夹持折弯装置上，钢筋

进入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形成第一道折弯，接着进入钢筋夹持旋转机构

旋转角度，再进入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形成第二道折弯，最后经钢筋夹

持折弯装置进行对折折弯成型；

[0005] 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均包括第一安装底座和设于第一安

装底座上的第一支撑座，所述第一支撑座包括平行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的仿形油缸安装

板，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两侧均通过侧板固定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

底部设有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压块，所述第一安装底座顶部设有分别与第一仿形压块

和第二仿形压块位置对应的第一仿形底座和第二仿形底座，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顶部设有

带动第一仿形压块升降的第一仿形油缸和带动第二仿形压块升降的第二仿形油缸，靠近第

二仿形压块一侧的侧板上设有第二支撑座和与第二仿形块同一水平方向的钢筋支座，所述

第二支撑座顶部设有夹紧油缸，所述夹紧油缸的输出轴穿过第二支撑底座与夹紧块紧固连

接，所述夹紧块可用于夹紧钢筋支座上的钢筋。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一仿形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

设置，且保持一致；所述第二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

设置，且保持一致。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一侧安装板上的旋转组件和

夹持组件，所述第一侧安装板上设有弧形导轨，所述旋转组件通过一端与第一侧安装板连

接的旋转推动气缸推动沿着弧形导轨滑动，从而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钢筋实现二维到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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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变化，实现空间上的折弯。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旋转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立板、第二立板和第三立板，所述第

一立板与旋转推动气缸另一端相连，且所述第一立板反面通过第一弧形导向轮滑动连接于

弧形导轨，所述第二立板反面上下两端均设有上下弹簧补偿装置，所述第二立板反面左右

两侧均设有左右弹簧补偿装置，所述第二立板正面上部横向设有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所

述第二立板正面两侧均纵向设有第一上下导向块，所述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动

第三立板在上下导向块滑动的第一升降气缸，所述第三立板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与第一上

下导向块相连的第二滑块，所述第三立板正面上部设有夹持气缸安装板，所述夹持气缸安

装板顶部设有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夹持气缸；

[0009] 作为优选，所述上下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横向设置的左右补偿导向块上

左右滑动，所述左右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纵向设置的上下补偿导向块上上下滑

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夹持组件包括夹持导向板、左夹紧块、右夹紧块，所述夹持导向板

反面滑动连接于第三立板正面的夹紧上下导向块，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均通过夹持导

向轮分别卡合滑动在夹持导向板对应的左夹紧导向槽和右夹紧导向槽内，所述左夹紧导向

槽和右夹紧导向槽呈上窄下宽的内八字型设置，且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通过第三立板

横向设置的夹紧左右导向块实现左右滑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均包括第二侧安装板和第

二安装底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侧安装板一侧安装有z轴导轨，所述z轴导轨一端与第二

安装底座连接，所述第二安装底座内部底端安装有x轴导轨，所述x轴导轨顶端通过连接板

设置有y轴导轨和复位弹簧，所述y轴导轨与复位弹簧相对平行设置，所述第二安装底座内

部位于y轴导轨上方安装有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所述复位弹簧一端与连装板相连，所

述复位弹簧另一端连接于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所述钢筋折弯机构上设有旋转轴，所

述旋转轴带动固接的第一转子对钢筋进行折弯，所述z轴导轨是由第二升降气缸驱动，且第

二升降气缸安装在第二侧安装板顶部表面，所述x轴导轨是由电缸驱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内部设置有第一夹板，所述第一夹板一

侧设置有第一固定板，所述第一夹板一端设置有夹持油缸，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

上的旋转轴一端与第一大齿轮固接，所述第一大齿轮一侧啮合有第一小齿轮，所述第一小

齿轮一端连接有第一减速机，所述第一减速机一端连接有第一伺服电机；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顶部表面设置有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

器，所述第一转子表面安装有配合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使用的第一挡板，所述第一挡板表

面设置有第一检测感应片，并且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的感应端均对应检测感应片转动

位置设置。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钢筋夹持折弯装置包括折弯机主体、折弯转子组件和折弯定子组

件，所述折弯机主体通过下部支架固定连接有折弯定子组件，且折弯定子组件的上方通过

上部支架固定安装有折弯转子组件。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折弯转子组件包括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且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

与上部支架固定连接，并且下安装板上方固定安装有上安装板，且上安装板顶面固定安装

有第二伺服电机和第二减速器，并且第二伺服电机输出端和第二减速器输入端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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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之间设置有第二大齿轮和第二小齿轮，且第二大齿轮和第二小齿轮啮

合，所述第二减速器的输出轴与第二小齿轮一侧表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大齿轮

另一侧表面中心位置固定安装有连接轴，且连接轴贯穿下安装板并与下安装板转动连接，

并且连接轴表面固定套接有第二转子，所述第二转子一侧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二检测感应

片，所述下安装板表面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器，并且两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

器的感应端对应第二检测感应片转动位置设置；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折弯定子组件包括第三减速机、第三伺服电机、第三大齿轮、第三

小齿轮、承台板和液压夹持组件，所述承台板与下部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大齿轮通过转

轴贯穿承台板连接液压夹持组件，所述第三伺服电机驱动第三减速机运行，从而带动第三

大齿轮和第三小齿轮进行齿合运动，实现液压夹持组件的旋转，所述液压夹持组件包括安

装座，并且安装座顶面固定安装有安装座加强筋，所述安装座一侧固定焊接有第二固定板，

且第二固定板一侧固定安装有液压油缸，并且安装座上设有滑动连接于安装座加强筋的T

型架，所述T型架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且第二夹板一侧表面与液压油缸的活塞杆另一

端固定连接，所述安装座另一侧上方固定安装有夹头，所述承台板上设有两个第三极限限

位传感器，所述液压夹持组件上设有配合第三极限限位传感器的第三挡板，所述第三挡板

上设有第三感应片。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通过钢筋夹持折弯装置、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右侧钢筋压型装置，还包

括、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的配合使用，能够自动

化实现钢筋笼中纵筋多次折弯成型，满足建筑需求，节约人工，提高工作效率；

[0019] 2、本发明中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可根据待加工件钢筋实际所

需要设置的折弯角度替换对应斜面角度的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一仿形底座、第二仿形压块和

第二仿形底座，并对钢筋进行第一道折弯压型，可一次实现多个压型需求，解决了原有钢筋

折弯压型单一性的问题，并且仿形件可更换，可以适应多种规格钢筋折弯压型作业，满足建

筑需求，其次第一仿形压块通过第一仿形油缸可在上下方向实现升降，第二仿形压块通过

第二仿形油缸可在上下方向实现升降，从而第一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压块压型之后撤离，

便于实现钢筋的水平面直线输送；

[0020] 3、本发明通过夹持旋转气缸的运动推动旋转组件在弧形导轨上滑动，可自动化实

现对夹持组件夹持的钢筋进行二维到三维的角度变化，从而实现钢筋空间上的折弯；

[0021] 4、本发明中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均通过设置z轴导轨、x轴导

轨、y轴导轨、旋转轴、复位弹簧和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的配合使用，便于实现钢筋纵筋

的第二道折弯成型，并且满足了钢筋输送需求，使得在工作时，通过z轴导轨可实现整个装

置的升降，满足了钢筋输送需求，通过在x轴导轨的滑动向侧安装板移动，可以调整钢筋U形

的开度，适应各种墙体厚度，再通过折弯动力头机构在y轴导轨上的滑动可以进行柔性长度

的补偿，适应钢筋总长度不变的折弯需求，且通过复位弹簧自动复位，再通过旋转轴带动第

一转子对钢筋进行折弯，四轴的配合可满足钢筋特殊的折弯需求，通过夹板可提高钢筋的

夹持度，从而提高钢筋折弯精度，确保最终两个相同的折弯成U形钢筋做成的钢筋笼在对接

时，通过U形钢筋形成的错位使两个钢筋笼能够契合摞起来，一个钢筋笼的尾部顺利插到另

一个钢筋笼的头部，且对插在一起时能保证左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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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5、本发明中折弯定子组件通过第三伺服电机保持对应的旋转，防止钢筋第二道折

弯成型的过程中形成未形变的直条段，且折弯定子组件可配合折弯转子组件将右侧的钢筋

全部转动到左侧折弯成型为所需的纵筋。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中钢筋压型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中钢筋压型装置主视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中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中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主视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中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左视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中四轴折弯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本发明中四轴折弯装置主视图；

[0032] 图10是图8中A处放大示意图；

[0033] 图11是本发明中钢筋夹持折弯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本发明中折弯转子组件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发明中折弯转子组件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是本发明中折弯定子组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图1‑14详细说明本发明，在此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用来解

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8] 一种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其包括钢筋夹持折弯装置6、分别设于所述钢筋夹持折弯

装置两侧的左侧钢筋压型装置1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2，还包括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3、左

侧四轴折弯装置4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5，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相对

设置，所述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相对设置，且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

四轴折弯装置位于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的相对一侧设置，所述钢筋

夹持旋转变位装置设于钢筋夹持折弯装置上，所述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右侧钢筋压型装置、

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均可在移动底座7上进行移动，从而调整钢筋所需

折弯的位置，钢筋进入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形成第一道折弯，接着进入

钢筋夹持旋转机构旋转角度，再进入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形成第二道折

弯，最后经钢筋夹持折弯装置进行对折折弯成型；

[0039] 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型装置均包括第一安装底座101和设于第一安装

底座上的第一支撑座，所述第一支撑座包括平行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的仿形油缸安装板

106，所述仿形油缸安装板两侧均通过侧板104固定于第一安装底座顶部，所述仿形油缸安

装板底部设有第一仿形压块105和第二仿形压块110，所述第一安装底座顶部设有分别与第

一仿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压块位置对应的第一仿形底座102和第二仿形底座112，所述第一仿

形压块和第一仿形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设置，且保持一致，所述第二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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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压块和第二仿形底座的斜面角度根据钢筋所需折弯角度设置，且保持一致。所述仿形油

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动第一仿形压块升降的第一仿形油缸107和带动第二仿形压块升降的

第二仿形油缸108，靠近第二仿形压块一侧的侧板上设有第二支撑座114和与第二仿形块同

一水平方向的钢筋支座，所述第二支撑座顶部设有夹紧油缸109，所述夹紧油缸的输出轴穿

过第二支撑底座与夹紧块111紧固连接，所述夹紧块可用于夹紧钢筋支座上的钢筋，工作

时，夹紧油缸带动夹紧块下压，压住钢筋支座上的钢筋防止钢筋上扬，第二仿形油缸带动第

二仿形压块下压，使钢筋沿着第二仿形底座折弯并最终与第二仿形底座斜面角度一致，第

一仿形油缸带动第一仿形压块下压，使钢筋前段沿着第一仿形底座的形状变化而变化，完

成钢筋的第一道折弯。

[0040] 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一侧安装板301上的旋转组件和夹持组件，

所述第一侧安装板上设有弧形导轨308，所述旋转组件通过一端与第一侧安装板连接的旋

转推动气缸305推动沿着弧形导轨滑动，从而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钢筋实现二维到三维的

角度变化，实现空间上的折弯；

[0041] 旋转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立板302、第二立板303和第三立板304，所述第一立

板与旋转推动气缸另一端相连，且所述第一立板反面通过第一弧形导向轮滑动连接于弧形

导轨，所述第二立板反面上下两端均设有上下弹簧补偿装置，所述第二立板反面左右两侧

均设有左右弹簧补偿装置，所述第二立板正面上部横向设有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328，所述

第二立板正面两侧均纵向设有第一上下导向块327，所述第一升降气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

动第三立板在上下导向块滑动的第一升降气缸306，所述第三立板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与

第一上下导向块相连的第二滑块，所述第三立板正面上部设有夹持气缸安装板329，所述夹

持气缸安装板顶部设有带动夹持组件夹持的夹持气缸330；

[0042] 所述上下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横向设置的左右补偿导向块317上左右滑

动，所述左右弹簧补偿装置在第一立板正面纵向设置的上下补偿导向块318上上下滑动；

[0043] 所述夹持组件包括夹持导向板320、左夹紧块321、右夹紧块322，所述夹持导向板

反面滑动连接于第三立板正面的夹紧上下导向块319，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均通过夹

持导向轮325分别卡合滑动在夹持导向板对应的左夹紧导向槽323和右夹紧导向槽324内，

所述左夹紧导向槽和右夹紧导向槽呈上窄下宽的内八字型设置，且所述左夹紧块和右夹紧

块通过第三立板横向设置的夹紧左右导向块326实现左右滑动；

[0044] 钢筋进行第一道折弯后，第一升降气缸下降，带动第三立板上的夹持组件沿着第

二立板上的第一上下导向块滑动下降，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在夹持气缸下降运动中带动夹

持导向板下降，从而带动左夹紧块和右夹紧块在夹紧左右导向块上相对远离，实现钢筋的

放入，再通过夹持导向板沿着夹持上下导向块向上的滑动，带动左右夹紧导向轮沿着左夹

紧导向槽和右夹紧导向槽向上滑动，从而带动做左侧夹紧块和右侧夹紧块相对靠近夹紧钢

筋，然后通过旋转推动气缸动作使旋转组件沿着弧形导轨旋转，当走到设定角度时会停下，

从而使折弯后的钢筋旋转角度，实现空间上的折弯，通过左右弹簧补偿装置和上下弹簧补

偿装置实现夹持组件在旋转过程中张紧力的左右自动补偿和上下自动补偿，从而使夹持的

钢筋在圆周旋转过程中始终沿着圆心旋转，最后通过第一升降气缸上升和夹持气缸的下降

松开已成型的钢筋，旋转推动气缸带动旋转组件复位。

[0045] 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均包括第二侧安装板401和第二安装底座

说　明　书 5/7 页

9

CN 113857393 A

9



419，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侧安装板一侧安装有z轴导轨402，所述z轴导轨一端与第二安装

底座连接，所述第二安装底座内部底端安装有x轴导轨406，所述x轴导轨顶端通过连接板设

置有y轴导轨407和复位弹簧408，所述y轴导轨与复位弹簧相对平行设置，所述第二安装底

座内部位于y轴导轨上方安装有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405，所述复位弹簧一端与连装板

相连，所述复位弹簧另一端连接于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所述钢筋折弯机构上设有旋

转轴415，所述旋转轴带动固接的第一转子416对钢筋进行折弯，所述z轴导轨是由第二升降

气缸409驱动，且第二升降气缸安装在第二侧安装板顶部表面，所述x轴导轨是由电缸410驱

动；

[0046] 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内部设置有第一夹板404，所述第一夹板一侧设置

有第一固定板，所述第一夹板一端设置有夹持油缸403，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上的

转转轴415一端与第一大齿轮412固接，所述第一大齿轮一侧啮合有第一小齿轮，所述第一

小齿轮一端连接有第一减速机，所述第一减速机一端连接有第一伺服电机413；

[0047] 所述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顶部表面设置有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418，所

述第一转子表面安装有配合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使用的第一挡板，所述第一挡板表面设置

有第一检测感应片417，并且两个第一极限限位传感器的感应端均对应检测感应片转动位

置设置；

[0048] 工作时，启动夹持油缸，然后夹持油缸带动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内部的第一

夹板对钢筋进行夹持固定，通过电缸带动在x轴导轨向侧安装板方向移动实现钢筋U形的开

度，其中U形的开度取决于墙体的厚度，墙体越厚U形开口开得越大，U形的开度范围在200‑

400mm之间，在x轴导轨方向运动的同时，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装置在外力的作用下同时在y

轴导轨进行y方向的运动，进行一个柔性长度的补偿，可确保钢筋总长度不变进行折弯，钢

筋夹持折弯动力头装置在y轴导轨上滑动的距离取决于整个装置在x轴导轨上滑动的距离，

之后通过复位弹簧自动复位，调整好钢筋U形开度之后，在第一伺服电机的作用下通过旋转

轴带动第一转子对钢筋进行折弯，实现钢筋纵筋的第二道折弯成型，最后在钢筋折弯后，通

过第二升降气缸带动在z轴导轨的滑动将折弯装置下降，便于钢筋输送至下一个工位。

[0049] 所述钢筋夹持折弯装置包括折弯机主体601、折弯转子组件603和折弯定子组件

605，所述折弯机主体通过下部支架604固定连接有折弯定子组件，且折弯定子组件的上方

通过上部支架602固定安装有折弯转子组件。

[0050] 所述折弯转子组件包括上安装板614和下安装板621，且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与上

部支架固定连接，并且下安装板上方固定安装有上安装板，且上安装板顶面固定安装有第

二伺服电机616和第二减速器620，并且第二伺服电机输出端和第二减速器输入端连接，所

述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之间设置有第二大齿轮617和第二小齿轮619，且第二大齿轮和第二

小齿轮啮合，所述第二减速器的输出轴与第二小齿轮一侧表面中心位置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大齿轮另一侧表面中心位置固定安装有连接轴624，且连接轴贯穿下安装板并与下安装

板转动连接，并且连接轴表面固定套接有第二转子623，所述第二转子一侧表面固定安装有

第二检测感应片625，所述下安装板表面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器615，并且两

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器的感应端对应第二检测感应片转动位置设置；

[0051] 所述折弯定子组件包括第三减速机630、第三伺服电机631、第三大齿轮632、第三

小齿轮、承台板606和液压夹持组件，所述承台板与下部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大齿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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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转轴贯穿承台板连接液压夹持组件，所述第三伺服电机驱动第三减速机运行，从而带动

第三大齿轮和第三小齿轮进行齿合运动，实现液压夹持组件的旋转，所述液压夹持组件包

括安装座613，并且安装座顶面固定安装有安装座加强筋612，所述安装座一侧固定焊接有

第二固定板608，且第二固定板一侧固定安装有液压油缸607，并且安装座上设有滑动连接

于安装座加强筋的T型架609，所述T型架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夹板610，且第二夹板一侧表

面与液压油缸的活塞杆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安装座另一侧上方固定安装有夹头611，所述

承台板上设有两个第三极限限位传感器626，所述液压夹持组件上设有配合第三极限限位

传感器的第三挡板，所述第三挡板上设有第三感应片627；

[0052] 在钢筋进行第二道折弯形变的同时，折弯定子组件通过第三伺服电机保持对应的

旋转，通过第三极限限位传感器和第三感应片的配合限制旋转角度，可防止钢筋形成未形

变的直条段，然后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的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下降，折弯定子组件中的

液压油缸推动T型架在安装座加强筋上移动，从而推动第二夹板将钢筋夹在第二夹板和夹

头之间，而后，折弯转子组件的第二伺服电机启动，通过第二减速器带动第二小齿轮转动，

进而带动第二大齿轮转动，放大扭矩后带动连接轴转动，连接轴转动带动第二转子转动，第

二转子转动对夹持好的钢筋进行折弯，从而将右侧的钢筋全部转动到左侧折弯成型为所需

的纵筋，同时，在折弯的过程中，随着第二转子的转动，第二检测感应片在两个第二极限限

位传感器中进行转动限位，避免过度折弯，完成第二转子定位，当进行复位时，第二转子反

向转动，带动第二检测感应片在两个第二极限限位传感器中反向旋转，避免过度复位，完成

第二转子的复位。

[0053] 在实施过程中，钢筋进入钢筋折弯压型机器后，左侧钢筋压型装置和右侧钢筋压

型装置同时下压是钢筋两侧形成第一道折弯，接着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动作，夹住钢筋

旋转使钢筋转动一定的角度，实现二维到三维的角度变化，然后左侧四轴折弯装置和右侧

四轴折弯装置同时夹紧钢筋，此时钢筋夹持旋转变位装置复位，钢筋在左侧四轴折弯装置

和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的作用下往后拉且同时进行第二道折弯，在钢筋形变的同时，钢筋夹

持折弯装置中的折弯定子组件通过第三伺服电机保持对应的旋转，防止钢筋形成未形变的

直条段，之后右侧四轴折弯装置的钢筋夹持折弯动力头机构下降便于钢筋右侧折弯，最后

钢筋夹持折弯装置的折弯转子组件开始动作，配合折弯定子组件中的液压夹持组件夹持钢

筋，右侧的钢筋全部转动到左侧折弯成型为所需的纵筋，钢筋纵筋全部折弯成型后，左侧四

轴折弯装置的钢筋折弯动力头机构下降，便于钢筋自动输送到下一个工位。

[0054]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适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在具体实施方

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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