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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属于木材加工技术领

域，由送料模块、校平传输模块、切割模块、码垛

模块、废料收集模块组成，利用送料模块完成板

材的输送，利用校平传输模块完成板材的展平与

下一模块的传输，利用切割模块完成对板材的切

割与搬运，利用码垛模块完成板材的搬运、码垛，

废料收集模块，实现废料的处理与收集，本发明

装置结构新颖，工作原理清晰，整体装备安全可

靠，功能明确高效，结构紧凑，简便高效，解决了

传统板材加工中的自动化程度低，效率低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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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加工装置由送料模块(100)、校平传输模

块(200)、切割模块(300)、码垛模块(400)和废料收集模块(500)组成；

所述送料模块(100)由开卷机(101)和金属板卷(102)组成，所述开卷机(101)设置在地

面上，所述金属板卷(102)通过滚轮安装于开卷机(101)上；

所述校平传输模块(200)由压平机构(201)、切割输送台(202)组成；所述压平机构

(201)设置在开卷机(101)的输出端，切割输送台(202)设置在压平机构(201)的输出端；

所述切割模块(300)由切割机械臂支架(301)、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切割横向驱动

电机(303)、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切割机械臂(306)、搬运吸

盘架(307)和激光切割器(308)组成；所述切割机械臂支架(301)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上，所

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连接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械臂支架(301)上，所述切割横向驱动电

机(303)连接固定在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上，所述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通过滑

块安装在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的导轨上，所述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固定设置在

所述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上，所述切割机械臂(306)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切割纵向移动

模块(304)的导轨上，所述搬运吸盘架(307)安装在所述切割机械臂(306)的下方，所述激光

切割器(308)通过支架固定在所述吸盘架(307)上；通过切割横向驱动电机(303)驱动切割

横向移动模块(302)，通过滑块使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横向移动，通过切割横向驱动电

机(305)驱动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通过滑块使切割机械臂(306)纵向移动；

所述码垛模块(400)由码垛机械臂支架(401)、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码垛横向驱动

电机(403)、码垛机械臂(404)、码垛吸盘架(405)和皮带传送机构(406)组成；所述码垛模块

(400)设置在所述切割模块(300)的输出端，所述码垛机械臂支架(401)设置在地面上，所述

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固定在所述码垛机械臂支架(401)上，所述码垛横向驱动电机

(403)固定在所述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上，所述码垛机械臂(404)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

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的导轨上，所述码垛吸盘架(405)连接设置在所述码垛机械臂

(404)的下方，所述码垛皮带传送机构(406)设置在码垛吸盘架(405)的下方；

所述废料收集模块(500)由废料剪切机(501)、废料传送机构(502)和废料收集箱(503)

组成；所述废料剪切机(501)设置在切割输送台(202)的输出端，所述废料传送机构(502)设

置在废料剪切机(501)的输出端，所述废料收集箱(503)设置在废料传送机构(502)的输出

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

(302)、切割横向驱动电机(303)、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切割

机械臂(306)、搬运吸盘架(307)、激光切割器(308)的数量均为4个，以相同的结构横向分布

在切割机械臂支架(301)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吸盘架(307)上的

吸盘按阵列分布固定在搬运吸盘架(307)两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机械臂(404)、码垛

吸盘架(405)的数量为2个，按相同形式分布在码垛机械臂横向移动模块(402)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码垛皮带传送机构

(406)的下方设有电机作为动力源，通过带传动传递动力，所述码垛皮带传送机构(406)的

数量为6个，4个切割机械臂纵向运动方向各设置有4个码垛皮带传送机构(406)，另外2个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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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皮带传送机构(406)设置于中间2个切割机械臂纵向运动方向，并置于前4个码垛皮带传

送机构(406)之后。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料传送机构(502)的

下方设有电机作为动力源，通过带传动传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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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板材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具

有自动化切割、搬运、码垛功能的高效板材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板材的使用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市场对板材的需求量巨大，但传统的板材生产是

以人工上下料的半自动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自动化程度不高，效率较低。因此，有必要

设计出一种自动化程度高、结构紧凑、高效的板材加工装备来取代传统的人工生产模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的板材加工效率低下、码垛搬运等步骤未完全实现自动

化等不足，提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可使板材的切割、搬运、码垛实现自动化，可进一步提高

板材加工装备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加工装置由送料模

块、校平传输模块、切割模块、码垛模块和废料收集模块组成；

所述送料模块由开卷机和金属板卷组成，所述开卷机设置在地面上，所述金属板卷通

过滚轮安装于开卷机上；

所述校平传输模块由压平机构、切割输送台组成；所述压平机构设置在开卷机的输出

端，切割输送台设置在压平机构的输出端；

所述切割模块由切割机械臂支架、切割横向移动模块、切割横向驱动电机、切割纵向移

动模块、切割纵向驱动电机、切割机械臂、搬运吸盘架和激光切割器组成；所述切割机械臂

支架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上，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连接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械臂支架上，

所述切割横向驱动电机连接固定在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上，所述切割纵向移动模块通过

滑块安装在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的导轨上，所述切割纵向驱动电机固定设置在所述切割

纵向移动模块上，所述切割机械臂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切割纵向移动模块的导轨上，所述

搬运吸盘架安装在所述切割机械臂的下方，所述激光切割器通过支架固定在所述吸盘架

上；通过切割横向驱动电机驱动切割横向移动模块，通过滑块使切割纵向移动模块横向移

动，通过切割横向驱动电机驱动切割纵向移动模块，通过滑块使切割机械臂纵向移动；

所述码垛模块由码垛机械臂支架、码垛横向移动模块、码垛横向驱动电机、码垛机械

臂、码垛吸盘架和皮带传送机构组成；所述码垛模块设置在所述切割模块的输出端，所述码

垛机械臂支架设置在地面上，所述码垛横向移动模块固定在所述码垛机械臂支架上，所述

码垛横向驱动电机固定在所述码垛横向移动模块上，所述码垛机械臂通过滑块安装在所述

码垛横向移动模块的导轨上，所述码垛吸盘架连接设置在所述码垛机械臂的下方，所述码

垛皮带传送机构设置在码垛吸盘架的下方；

所述废料收集模块由废料剪切机、废料传送机构和废料收集箱组成；所述废料剪切机

设置在切割输送台的输出端，所述废料传送机构设置在废料剪切机的输出端，所述废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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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箱设置在废料传送机构的输出端。

[0005] 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切割横向驱动电机、切割纵向移动模块、切割纵向驱动电

机、切割机械臂、搬运吸盘架、激光切割器的数量均为4个，以相同的结构横向分布在切割机

械臂支架上。

[0006] 所述搬运吸盘架上的吸盘按阵列分布固定在搬运吸盘架两端。

[0007] 所述码垛机械臂、码垛吸盘架的数量为2个，按相同形式分布在码垛机械臂横向移

动模块上。

[0008] 所述码垛皮带传送机构的下方设有电机作为动力源，通过带传动传递动力，所述

码垛皮带传送机构的数量为6个，4个切割机械臂纵向运动方向各设置有4个码垛皮带传送

机构，另外2个码垛皮带传送机构设置于中间2个切割机械臂纵向运动方向，并置于前4个码

垛皮带传送机构之后。

[0009] 所述废料传送机构的下方设有电机作为动力源，通过带传动传递动力。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板材加工装置，结构上由送料模块、校平

传输模块、切割模块、码垛模块、废料收集模块组成，利用送料模块完成板材的输送，利用校

平传输模块完成板材的展平与下一模块的传输，利用切割模块完成对板材的切割与搬运，

利用码垛模块完成板材的搬运、码垛，废料收集模块，实现废料的处理与收集，利用开卷机

的转动使板材向下一模块输送，压平机构通过对板材的压制使板材平整，并将其输送到切

割输送台上，利用切割机械臂横向驱动电机产生横向的驱动力，利用切割机械臂横向驱动

电机产生纵向的驱动力，从而使切割机械臂实现在切割机械臂横向移动模块与切割机械臂

纵向移动模块上的横向、纵向移动，由搬运吸盘架将切割完成后板材搬运至码垛模块，调整

好机械臂之间的横向间距后，利用切割机械臂搬运板材后返回时的纵向运动实现激光切割

器对板材的切割，码垛模块中利用码垛机械臂横向驱动电机产生横向的驱动力，从而使码

垛机械臂实现在码垛机械臂横向移动模块与的横向移动，并由码垛机械臂上的码垛吸盘架

对四条皮带传送机构上的板材进行码垛至两条皮带传送机构上，废料收集模块与切割模块

相连，切割板材完成后所剩下的板材废料由废料剪切机剪切后回收至废料收集箱，以备后

续再利用。本发明结构新颖，工作原理清晰，结构紧凑，简便高效，解决了传统板材加工中的

自动化程度低，效率低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1] 图1 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 为本发明中送料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 为本发明中校平传输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 为本发明中带有切割机械臂支架的切割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 为本发明中切割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 为本发明中码垛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 为本发明中废料收集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送料模块100、开卷机101、金属板卷102、校平传输模块200、压平机构201、切

割输送台202、切割模块300、切割机械臂支架301、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切割横向驱动电

机303、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切割机械臂306、搬运吸盘架307、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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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切割器308、码垛模块400、码垛机械臂支架401、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码垛横向驱动电

机403、码垛机械臂404、码垛吸盘架405、皮带传送机构406、废料收集模块500、废料剪切机

501、废料传送机构502、废料收集箱503。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板材加工装备由送料模块100、校平传输模块200、切割

模块300、码垛模块400、废料收集模块500组成。

[0020] 如图2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送料模块100由开卷机101、金属板卷102组成；开

卷机101放置在地面上，金属板卷102通过滚轮安装于开卷机101上。

[0021] 如图3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校平传输模块200由压平机构201、切割输送台202

组成；压平机构201设置在开卷机101的输出端，切割输送台202设置在压平机构201的输出

端。

[0022] 如图4-5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切割模块300由切割机械臂支架301、切割横向

移动模块302、切割横向驱动电机303、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切割

机械臂306、搬运吸盘架307、激光切割器308组成；切割机械臂支架301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

上，所述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切割机械臂支架301上，所述切割横向

驱动电机303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安装在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上，所述切割纵向移动模块

304通过滑块安装在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的导轨上，所述切割纵向驱动电机305通过螺栓

固定安装在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上，所述切割机械臂306通过滑块安装在切割纵向移动模

块304的导轨上，所述搬运吸盘架307通过螺栓安装在切割机械臂306的下方，所述激光切割

器308通过支架固定在吸盘架307上。

[0023] 如图6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码垛模块400由码垛机械臂支架401、码垛横向移

动模块402、码垛横向驱动电机403、码垛机械臂404、码垛吸盘架405、皮带传送机构406组

成；所述码垛模块400设置于切割模块300的输出端，码垛机械臂支架401安装在地面上，所

述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通过螺栓固定在码垛机械臂支架401上，所述码垛横向驱动电机

403通过螺栓固定在码垛横向移动模块402上，所述码垛机械臂404通过滑块安装在码垛横

向移动模块402的导轨上，所述码垛吸盘架405通过螺栓安装在码垛机械臂404的下方，所述

码垛皮带传送机构406设置在码垛吸盘架405的下方。

[0024] 如图7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废料收集模块500由废料剪切机501、废料传送机

构502、废料收集箱503组成；废料剪切机501设置在切割输送台202的输出端，所述废料传送

机构502安装在废料剪切机501的输出端，所述废料收集箱503设置在废料传送机构502的输

出端。

[0025] 如图1-7所示，一种板材加工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利用送料模块100完成板材的

输送，利用校平传输模块200完成板材的展平与下一模块的传输，利用切割模块300完成对

板材的切割与搬运，利用码垛模块400完成板材的搬运、码垛，废料收集模块500实现废料的

处理与收集，整体装置安全可靠，功能明确高效；利用开卷机101的转动使板材向下一模块

输送，压平机构通过对板材的压制使板材平整，并将其输送到切割输送台上，利用切割横向

驱动电机303产生横向的驱动力，利用切割横向驱动电机303产生纵向的驱动力，从而使切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2357575 A

6



割机械臂306实现在切割横向移动模块302与切割纵向移动模块304上的横向、纵向移动，由

搬运吸盘架307将切割完成后板材搬运至码垛模块400，调整好机械臂之间的横向间距后，

利用切割机械臂306搬运板材后返回时的纵向运动实现激光切割器308对板材的切割，码垛

模块400中利用码垛横向驱动电机403产生横向的驱动力，从而使码垛机械臂404实现在码

垛横向移动模块402上的横向移动，并由码垛机械臂404上的码垛吸盘架405对四条皮带传

送机构406上的板材进行码垛至两条皮带传送机构上，废料收集模块500与切割模块300相

连，切割板材完成后所剩下的板材废料由废料剪切机501剪切后回收至废料收集箱503，以

备后续再利用。本发明工作原理清晰，结构紧凑，简便高效，解决了传统板材加工中的自动

化程度低，效率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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