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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垂直滑道装置

CN 213356064 U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垂直滑道装置，
包括
垂直主体框架及外设于主体框架上的若干组缓
冲装置，
该缓冲装置包括缓冲气缸以及由横向调
节块和纵向调节块构成的、
围绕主体框架周向设
置的调节块，
缓冲气缸的活动端与调节块连接固
定。本实 用新型垂直滑道装置为无动力垂直滑
道，
能够实现纸箱高效率传送、低成本和精确定
位，
便于与纸箱包装生产线的前端、后端实现信
号传递和自动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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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包括垂直主体框架(1)及外设于主体框架
(1)上的若干组缓冲装置(2) ，
该缓冲装置(2)包括缓冲气缸(3)以及由横向调节块(4)和纵
向调节块(5)构成的、
围绕主体框架(1)周向设置的调节块，
缓冲气缸(3)的活动端与调节块
连接固定。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框架(1)的上端和下端
分别设有上定位板(6)和下定位板(7)。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定位板(6)和下定位板(7)
围绕主体框架(1)周向设置并预留纸箱进入主体框架(1)内的进料端口和出料端口。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还包括设于上定位板(6)
一侧的纸箱输入装置(8) ，
该纸箱输入装置(8)靠近上定位板(6)的端部设有纸箱前定位板
(9) ，
纸箱输入装置(8)远离上定位板(6)的另一侧设有推动纸箱进入主体框架(1)内的驱动
装置。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气缸(10)及设
于气缸(10)前端的推板(11)。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还包括设于下定位板(7)
底端的纸箱输出装置(12)。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还包括设于前定位板(9)
上的第一传感器、
设于上定位板(6)上的第二传感器、
设于下定位板(7)上的第三传感器及
PLC控制器，
第一传感器、第二传感器及第三传感器将监测到的数据反馈至PLC控制器，
并由
该PLC控制反馈至驱动装置、
缓冲装置(2)、
纸箱输入装置(8)及纸箱输出装置(12)。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滑道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块贯穿主体框架(1)设
置。

2

CN 213356064 U

说

明

书

1/2 页

垂直滑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包装纸箱自动输送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垂直滑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食品行业中的包装纸箱自动输送单元上，
将纸箱从高处往底处传送时，
通
常有两种方式：
无动力滑槽式和垂直电梯式输送，
无动力滑槽式占地面积偏大，
且因为无动
力，
所以若遇纸箱摆放不当，
容易卡在滑槽中间，
从而影响下游的包装作业，
且每次纸箱的
传送到底部时，
停留的位置范围较大，
纸箱在底部的定位不准确，
影响后续对包装自动化的
控制。垂直电梯式输送占地面积较小，
纸箱在传送过程中位置固定，
方便后续自动化控制，
但成本较高，
传送效率一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对纸箱精确定位和高效率传动
的垂直滑道装置。
[0004] 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的垂直滑道装置，
包括垂直主体框架及外设于主体框架上
的若干组缓冲装置，
该缓冲装置包括缓冲气缸以及由横向调节块和纵向调节块构成的、
围
绕主体框架周向设置的调节块，
缓冲气缸的活动端与调节块连接固定。
[0005] 优选的，
本装置的调节块贯穿主体框架设置。
[0006] 进一步说，
主体框架的上端和下分别设有上定位板和下定位板。优选的，
上定位板
和下定位板围绕主体框架周向设置并预留纸箱进入主体框架内的进料端口和出料端口。
[0007] 再进一步说，
本装置还包括设于上定位板一侧的纸箱输入装置，
设于下定位板底
端的纸箱输出装置，
纸箱输入装置靠近上定位板的端部设有纸箱前定位板，
纸箱输入装置
远离上定位板的另一侧设有推动纸箱进入主体框架内的驱动装置。优选的，
驱动装置包括
气缸及设于气缸前端的推板。
[0008] 更进一步说，
本装置还包括设于前定位板上的第一传感器、设于上定位板上的第
二传感器、
设于下定位板上的第三传感器及PLC控制器，
第一传感器、第二传感器及第三传
感器将监测到的数据反馈至PLC控制器，
并由该PLC控制反馈至驱动装置、
缓冲装置、
纸箱输
入装置及纸箱输出装置。
[0009]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为：
该垂直滑道装置为无动力垂直
滑道，
能够实现纸箱高效率传送、低成本和精确定位，
十分方便与纸箱包装生产线的前端、
后端实现信号传递和自动化控制。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垂直滑道装置的立体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垂直滑道装置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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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如图1及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垂直滑道装置，
包括由若干钢架周向组合而成的
垂直主体框架1，
设于主体框架1上端即入口处的上定位板6，
设于主体框架1下端即出口处
的下定位板7，
以及设于主体框架1上的若干缓冲装置2，
其数量根据垂直滑道的长短进行相
应的设置，
优选为5组，
但不作限定。上定位板6的一侧设有纸箱输入装置8，
可为输送皮带，
该输入装置8靠近上定位板6的一端设有前定位板9，
输入装置8远离上定位板6的一侧设有
由气缸10和设于气缸10前端的推板11组合而成的驱动装置。下定位板7的下端设有纸箱输
出装置12，
同样可为输送皮带。
[0014] 其中，
上定位板6和下定位板7围绕主体框架1周向设置并预留纸箱进入主体框架1
内的进料端口和出料端口。通过三面包裹式设置的上定位板6和下定位板7，
并结合前定位
板9，
进而能够对纸箱进行精确定位，
使得纸箱每次都停留在固定位置，
便于各级控制。
[0015] 缓冲装置2包括设于主体框架1上的调节块及与调节块相连接的缓冲气缸3，
缓冲
气缸3的活动端与调节块连接固定。调节块包括围绕主体框架1周向设置的横向调节块4和
纵向调节块5，
并且主体框架1贯穿横向调节块4和纵向调节块5。
缓冲装置2和调节块的设置
能够在作业时对主体框架1产生一定的束缚力，
进而逐渐增大主体框架1与运行纸箱之间的
摩擦力，
减缓运行纸箱的自由落体的速度。
[0016] 本实用新型垂直滑道装置还包括设于前定位板9上的第一传感器、
设于上定位板6
上的第二传感器、
设于下定位板7上的第三传感器及PLC控制器，
第一传感器、第二传感器及
第三传感器将监测到的数据反馈至PLC控制器，
并由该PLC控制反馈至驱动装置、
缓冲装置
2、
输入装置8及输出装置12。
即空纸箱由纸箱输入装置输8入，
当纸箱传送到前定位板9处时
停下，
由前定位板9实现前端的定位，
并同时由第一传感器监测反馈至PLC控制器，
PLC控制
器控制气缸10运动，
将纸箱推向主体框架1，
主体框架1上方的上定位板6将使纸箱停留在固
位的位置。当纸箱停留在上定位板6处时，
第二传感器反馈至PLC控制器，
PLC控制器控制若
干组缓冲气缸3进行运动，
若干组缓冲气缸3根据设定好的时间差，
逐步动作，
起到对纸箱的
缓冲作用，
让纸箱落下时噪音降到最低。当纸箱落下到下定位板7位置时，
由第三传感器发
出信号，
反馈至PLC控制器，
PLC控制器控制纸箱输出装置12将纸箱输送到下一个包装位置，
并同时PLC控制器控制纸箱输入装置8进行下一个纸箱的传输作业。
[0017] 除上述之外，
本实用新型的纸箱输入装置8、
前定位板9、
气缸10及推板11均设置于
支撑架上进行支撑固定。而对应的缓冲气缸3可直接固定连接于主体框架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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