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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

片焊接机，包括依次设置的纵筋进料机构、排焊

机构、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及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

构，纵筋进料机构的一侧还设置纵筋同步输送机

构。本发明能够实现纵筋进料过程中纵筋进料的

同步，避免出现焊接好的钢筋网上有局部纵筋一

端伸出整个钢筋网而另一端却缩进钢筋网的情

况，提高了良品率；并且本发明能够在焊接好后

实现粗检，发现需要补焊的钢筋网，减少后续品

质检验的工时、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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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置的纵筋进料机构、排焊

机构、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及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纵筋进料机构的一侧还设置纵筋同步

输送机构；纵筋进料机构包括滑动设置在焊接机工作台面上的纵筋导引管，纵筋导引管呈

管状且其中部设置与纵向钢筋适配的通孔，纵筋导引管的长度小于纵向钢筋的长度；沿纵

筋进料方向上依次为横筋间隔落料机构、纵筋同步输送机构，纵筋同步输送机构包括固定

在滑块上的角钢状限位板，滑块滑动设置在焊接机机架上，滑块由驱动机构在位于工作台

面两侧的机架上竖向滑动；排焊机构包括固定在铰接板上的若干个焊枪，焊枪位于纵筋的

上方；机架上转动设置若干个纵筋输送辊，沿纵筋进料方向依次为工作台面、机架上的纵筋

输送辊；所述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包括与竖直平面倾斜设置的链板输送架，输送架上转动设

置上下两对链轮，链轮上配合设置链条，链条上固定设置若干块间隔设置链板，链板宽度大

于钢筋的尺寸，链板输送架的下端位于纵筋的上方且位于排焊机构的一侧；钢筋焊接网片

输送机构包括转动设置在机架上的若干根焊接网片输送辊，沿纵筋进料方向依次为工作台

面、机架上的纵筋输送辊、焊接网片输送辊，所述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还包括高度上低于

焊接网片输送辊的钢筋焊接网输送辊，钢筋焊接网输送辊转动设置在两块竖向板上，竖向

板固定连接在框架结构的底架上，底架位于竖向板的下方；底架的一侧固定设有光源板，光

源板的上端高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上的钢筋，光源板的下端低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底架

的另一侧设置与光源板适配的黑色硬板；光源板及黑色硬板均竖直设置且两者平行设置，

光源板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的转动轴线垂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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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

背景技术

[0002] 全自动数控钢筋网片焊接机主要是由焊接变压器、电机组件、气动组件、纵筋导向

装置、横筋定位装置、焊机底座、可调式龙门直接、设备底座、水冷系统和气路系统等部件构

成。全自动数控钢筋网片焊接机是一种为提高钢筋焊接速度、焊接质量而研发的新型机械

设备，具有由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焊接网孔均匀，焊接质量良好，焊接前后钢筋的力学性

能几乎没有变化等优点，适用于钢筋焊接网等企业。但目前纵筋进料机构其无法实现进料

的同步，也即无法实现同一长度的纵筋整齐地排布好，会导致后续焊接过程中有的纵筋伸

出钢筋网，造成良品率的下降；另外，焊接网后续的检验比较费时。公开号为CN108746436A

的专利：一种多种规格钢筋焊接网生产设备，由横筋放线架、纵筋放线架、横筋导线器、纵筋

导线器、横筋大圆弧导向机构、多规格横筋矫直切断机构、多规格纵筋矫直切断机构、多规

格纵筋布料机构、纵筋输送机构、纵筋送进机构、焊接机构、多规格横筋落料机构、网片牵引

机构、成品网输出机构、踏板平台组成；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可连续自动加工不同钢筋直

径、不同尺寸的标准钢筋网片或带门窗孔洞钢筋网片。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大幅降低生产成

本。公开号为CN105215237B的专利：钢筋网焊生产线，其包括送线部分、矫直部分、集线架、

纵筋配筋机、纵筋布筋机、纵筋牵引对齐机、焊接机、牵引拱弯机、折弯机、出料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送线部分、矫直部分、集线架、纵筋配筋机、纵筋布筋机、纵筋牵引对齐机、焊接机、

牵引拱弯机、折弯机、出料机依次连接。其有益效果是：从原料到成品生产顺畅，各个生产工

艺间衔接流畅，设备中数控组件与控制设备之间连接方便，控制系统设计兼容性强。功能丰

富，可以完成对边折弯、四边折弯、多功网焊等工艺。均未涉及输送进料如何同步的问题以

及后续的品质检验如何减少工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

网片焊接机，能够实现纵筋进料过程中纵筋进料的同步，避免出现焊接好的钢筋网上有局

部纵筋一端伸出整个钢筋网而另一端却缩进钢筋网的情况，提高了良品率；并且本发明能

够在焊接好后实现粗检，发现需要补焊的钢筋网，减少后续品质检验的工时、工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设计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

机，包括依次设置的纵筋进料机构、排焊机构、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及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

构，纵筋进料机构的一侧还设置纵筋同步输送机构。

[000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纵筋进料机构包括滑动设置在焊接机工作台面上的纵筋导

引管，纵筋导引管呈管状且其中部设置与纵向钢筋适配的通孔，纵筋导引管的长度小于纵

向钢筋的长度；沿纵筋进料方向上依次为横筋间隔落料机构、纵筋同步输送机构，纵筋同步

输送机构包括固定在滑块上的角钢状限位板，滑块滑动设置在焊接机机架上，滑块由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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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位于工作台面两侧的机架上竖向滑动。驱动机构可以是电机及与电机相连的减速

机，电机、减速机固定连接在机架上，减速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齿轮，与齿轮啮合设置齿条，

齿条竖向滑动设置(机架上设置齿条的导向限位部<其呈槽钢状>)，齿条的端部固定连接在

滑块上(或者采用涡轮蜗杆机构，还能防止滑块由于自重而下落)。这样在横纵筋焊接前实

现纵筋的同步且整齐排列，大大降低了废品率，构思巧妙，结构简单。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排焊机构包括固定在铰接板上的若干个焊枪，焊枪位于纵

筋的上方；机架上转动设置若干个纵筋输送辊，沿纵筋进料方向依次为工作台面、机架上的

纵筋输送辊；所述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包括与竖直平面倾斜设置的链板输送架，输送架上转

动设置上下两对链轮，链轮上配合设置链条，链条上固定设置若干块间隔设置链板，链板宽

度大于钢筋的尺寸，链板输送架的下端位于纵筋的上方且位于排焊机构的一侧。链板宽度

大于钢筋的任一方向的尺寸；链板输送架的侧板上设置光电传感器，一旦感应到钢筋就停

止链轮驱动电机的动作；铰接板铰接在机架上，通过驱动机构驱动而转动，在横筋落下后铰

接板转动焊枪同时启动然后焊接，焊好后铰接板再恢复原位，焊枪及相关焊接气体等为本

领域常规技术，不赘述。铰接板的转动(如通过伺服电机驱动后齿轮转动一定角度带动铰接

板转动等)及复位(如通过弹簧等)也是常规技术，不赘述。通过链板输送架实现每隔一段时

间输送一根横筋至一排纵筋上然后完成焊接，最终形成钢筋网。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包括转动设置在机架上的若干根焊

接网片输送辊，沿纵筋进料方向依次为工作台面、机架上的纵筋输送辊、焊接网片输送辊，

所述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还包括高度上低于焊接网片输送辊的钢筋焊接网输送辊，钢筋

焊接网输送辊转动设置在两块竖向板上，竖向板固定连接在框架结构的底架上，底架位于

竖向板的下方。设置了高度上低于焊接网片输送辊的钢筋焊接网输送辊(高度差设为10cm

～40cm，具体根据钢筋网的规格及采用的钢筋的规格经过几次小试后确定)，形成在焊接完

成后的钢筋网有个下落的过程，利用输送过程中的下落的小小撞击量，能够通过目检就能

初步判断出哪片焊接网片需要补焊(因为如果有虚焊或假焊的节点，极易在下落撞击后散

开，形成节点并未连接的情况，这样目检很容易看出)，这样减少了后续质检还需每片焊接

网检验，减少了后续检验的时间。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底架的一侧固定设有光源板，光源板的上端高于钢筋焊接

网输送辊上的钢筋，光源板的下端低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底架的另一侧设置与光源板适

配的黑色硬板；光源板及黑色硬板均竖直设置且两者平行设置，光源板与钢筋焊接网输送

辊的转动轴线垂直设置。光源板可以通过支架固定设置，光源板固定设置在支架上，支架摆

放在地面上。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工人目检的准确性，通过光源板照射的光被输送的钢

筋网挡住后在黑色硬板上形成的影子能够迅速判断出哪片钢筋网甚至具体在哪一根横筋

上出现了虚焊或假焊，进一步增加目检的准确性，减少后续品质检验的时间。

[0009] 动作过程如下：

[0010] 人工将纵向钢筋从纵筋导引管(为便于在纵筋进料后纵筋部分的车间空间能够利

用起来，将纵筋导引管设置成滑动设置在工作台面上，在纵筋进料后滑动纵筋导引管使得

前述车间空间能够利用或者便于工人进入检查)中部的通孔插入，在纵筋通过纵筋导引管

进料后，纵筋抵靠到限位板后停下，同时横筋间隔落料机构上的横筋落下一根，排焊机构焊

接好后(指焊好一根横筋与多根纵筋后)滑块经驱动上移(为更好实现本方案，可以将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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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铰接在滑块上，但滑块上固定设置限制限位板铰接位置的限位块)，然后通过设置在纵筋

导引管一侧的输送辊驱动输送使得纵筋(也即沿纵筋进料方向先是驱动纵筋前进的输送

辊，然后就是纵筋导引管)继续前进，随后横筋间隔落料机构上的横筋又落下一根，然后执

行前述排焊、纵筋输送的过程，直至一片钢筋网焊接好，再进行下一片钢筋网的焊接，在第

一片钢筋网焊接好后随着后续纵筋的继续输送，后续纵筋推动第一片钢筋网继续向前输

送，然后第一片钢筋网到达钢筋焊接网输送辊完成下落的过程，工人在钢筋焊接网输送辊

一侧的黑色硬板处观察光源板照射钢筋网的影子的情况，发现哪根横筋与下方的纵筋之间

有空隙则可知这里为虚焊或假焊，则标记或拿出这片需要补焊的钢筋网。

[0011]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能够实现纵筋进料过程中纵筋进料的同步，避免

出现焊接好的钢筋网上有局部纵筋一端伸出整个钢筋网而另一端却缩进钢筋网的情况，提

高了良品率；并且本发明能够在焊接好后实现粗检，发现需要补焊的钢筋网，减少后续品质

检验的工时、工序。在横纵筋焊接前实现纵筋的同步且整齐排列，大大降低了废品率，构思

巧妙，结构简单。设置了高度上低于焊接网片输送辊的钢筋焊接网输送辊，形成在焊接完成

后的钢筋网有个下落的过程，利用输送过程中的下落的小小撞击量，能够通过目检就能初

步判断出哪片焊接网片需要补焊(因为如果有虚焊或假焊的节点，极易在下落撞击后散开，

形成节点并未连接的情况，这样目检很容易看出)，这样减少了后续质检还需每片焊接网检

验，减少了后续检验的时间。通过光源板照射的光被输送的钢筋网挡住后在黑色硬板上形

成的影子能够迅速判断出哪片钢筋网甚至具体在哪一根横筋上出现了虚焊或假焊，进一步

增加目检的准确性，减少后续品质检验的时间。利用钢筋焊接网生产的钢筋焊接网要比纯

手工绑扎的钢筋焊接网所生产的抗裂能力要高75％，造价要比1级钢筋低5％‑8％。采用同

步控制技术，焊接时间和分控焊接皆由全自动化控制系统管理，做到了智能化全连续作业。

采用了单面双点焊接电路，所需变压器数量减少一半以上，且便于制造与维修，还可有效保

证焊点强度、焊接表面质量、焊点位置精度等工艺要求。由出料平台及光电感应器组成，具

有自动整理出料功能。叠网机组利用偏移调节机构和滑动联结方式，提高了设备的效率与

灵活性。按照间断拉线矫直、定尺输送的思路设计该机组，主要由纵筋导引管、矫直排辊、夹

送辊、位置传感器、机架及传动系统组成。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在纵筋进料前的状态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1在纵筋同步输送机构工作的状态示意图；

[0015] 图4是图1在开始焊接时的状态示意图；

[0016] 图5是图1在钢筋网焊好后下落到钢筋焊接网输送辊上的状态示意图；

[0017] 图6是图3中光源板及钢筋焊接网输送辊部分的侧视图。

[0018] 图中：1、工作台面；2、纵筋导引管；3、滑块；4、限位板；5、机架；6、铰接板；7、焊枪；

8、纵筋；9、纵筋输送辊；10、输送架；11、链板；12、焊接网片输送辊；13、钢筋焊接网输送辊；

14、竖向板；15、底架；16、光源板；17、黑色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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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如图1至图6所示(为便于图示，机架仅示出部分竖向部分，竖向部分还通过机架的

横向部分相连)，本发明是一种数控全自动钢筋焊接网片焊接机，包括依次设置的纵筋进料

机构、排焊机构、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及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纵筋进料机构的一侧还设置

纵筋同步输送机构。纵筋进料机构包括滑动设置在焊接机工作台面1上的纵筋导引管2，纵

筋导引管2呈管状且其中部设置与纵向钢筋适配的通孔，纵筋导引管2的长度小于纵向钢筋

的长度；沿纵筋8进料方向上依次为横筋间隔落料机构、纵筋同步输送机构，纵筋同步输送

机构包括固定在滑块3上的角钢状限位板4，滑块3滑动设置在焊接机机架5上，滑块3由驱动

机构在位于工作台面1两侧的机架5上竖向滑动。排焊机构包括固定在铰接板6上的若干个

焊枪7，焊枪7位于纵筋8的上方；机架5上转动设置若干个纵筋输送辊9，沿纵筋8进料方向依

次为工作台面1、机架5上的纵筋输送辊9；所述横筋间隔落料机构包括与竖直平面倾斜设置

的链板输送架10，输送架10上转动设置上下两对链轮，链轮上配合设置链条，链条上固定设

置若干块间隔设置链板11，链板11宽度大于钢筋的尺寸，链板11输送架10的下端位于纵筋8

的上方且位于排焊机构的一侧。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包括转动设置在机架5上的若干根

焊接网片输送辊12，沿纵筋8进料方向依次为工作台面1、机架5上的纵筋输送辊9、焊接网片

输送辊12，所述钢筋焊接网片输送机构还包括高度上低于焊接网片输送辊12的钢筋焊接网

输送辊13，钢筋焊接网输送辊13转动设置在两块竖向板14上，竖向板14固定连接在框架结

构的底架15上，底架15位于竖向板14的下方。底架15的一侧固定设有光源板16，光源板16的

上端高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13上的钢筋，光源板16的下端低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13；底架

15的另一侧设置与光源板16适配的黑色硬板17；光源板16及黑色硬板17均竖直设置且两者

平行设置，光源板16与钢筋焊接网输送辊13的转动轴线垂直设置。

[0021] 以HRBF400直径8mm的钢筋，抗震等级为三级，纵向受拉钢筋搭建接头面积为

100％，混凝土强度等级为普通C30混凝土。钢筋基本锚长度固定为296mm，长度为310.8mm，

三级抗震等级取值为1.05，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为497.3mm，双向叠合板后浇带接缝宽度

为517.3mm，一般取整520mm。

[002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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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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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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