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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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366926.2

(22)申请日 2017.12.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9402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28

(73)专利权人 徐晨

地址 213045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666号常州工学院

(72)发明人 韩兆燕　

(51)Int.Cl.

B23K 26/38(2014.01)

B23K 26/70(2014.01)

B23K 26/08(2014.01)

(56)对比文件

CN 107186838 A,2017.09.22

CN 206634276 U,2017.11.14

JP 9-128578 A,1997.05.16

CN 107117574 A,2017.09.01

CN 106425123 A,2017.02.22

CN 105883335 A,2016.08.24

CN 205364593 U,2016.07.06

审查员 吴贺贺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

(57)摘要

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包括箱体，所述

第一齿轮外表面啮合传动有传送带，所述支撑架

远离箱体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定位台所

述升降装置远离支撑台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缓冲

装置，所述定位台内腔滑动连接有载物传送带，

所述第二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载物传送带

转动连接，所述垂直移动装置远离箱体内腔顶部

的一侧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所述直径

调节装置远离第三电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激光

切割器，本发明涉及自动化技术领域。使得该装

置实现进料与出料自动化，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提高加工效率，实现自动定位与夹紧，并实现自

动调节加工半径，实现加工范围自动调整，保障

加工质量，并且使得设备使用寿命延长，降低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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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腔底部一侧固

定连接有第一电机(2)，所述第一电机(2)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主动带轮(3)，所述

箱体(1)内腔底部靠近第一电机(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柱(4)，所述第一支撑柱(4)

远离箱体(1)内腔底部的一端转连接有第一齿轮(5)，所述第一齿轮(5)外表面啮合传动有

槽轮装置(6)，所述主动带轮(3)外表面通过皮带(7)与槽轮装置(6)滑动连接，所述第一齿

轮(5)外表面啮合传动有传送带(8)，所述箱体(1)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支撑架

(9)，所述支撑架(9)远离箱体(1)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定位台(10)，所述支撑架(9)

内腔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台(11)，所述支撑台(11)远离支撑架(9)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升降装置(12)，所述升降装置(12)远离支撑台(1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缓冲装置(13)，

所述定位台(10)内腔滑动连接有载物传送带(14)，所述箱体(1)内腔底部位于支撑架(9)远

离第一支撑柱(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柱(15)，所述第二支撑柱(15)远离箱体(1)内

腔底部的一侧固定有第二电机(16)，所述第二电机(16)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载物传送带

(14)转动连接，所述箱体(1)两侧内壁中上位置均固定连接有散热扇(17)，所述箱体(1)内

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垂直移动装置(18)，所述垂直移动装置(18)远离箱体(1)内腔

顶部的一侧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19)，所述第三电机(19)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

连接有直径调节装置(20)，所述直径调节装置(20)远离第三电机(1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激

光切割器(21)；

所述升降装置(12)包括升降箱(121)，所述升降箱(121)内腔底部开设有滑动槽(122)，

所述滑动槽(122)内表面对称位置均滑动连接有滑动块(123)，所述滑动块(123)相互靠近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124)，所述滑动块(123)远离滑动槽(122)的一侧通过连杆转动

连接有固定架(125)，所述固定架(125)两侧与升降箱(121)两侧内壁滑动连接；

所述缓冲装置(13)包括缓冲箱(131)，所述缓冲箱(131)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

充气机(132)，所述缓冲箱(131)内腔底部位于充气机(132)两侧对称位置固定连接有气囊

箱(133)，所述气囊箱(133)内腔设置有缓冲气囊(134)，所述充气机(132)输出端通过气管

与缓冲气囊(134)连通，所述气囊箱(133)顶部滑动连接有支柱(135)，所述支柱(135)外表

面套设有缓冲弹簧(136)，所述支柱(135)贯穿气囊箱(133)和缓冲箱(131)并延伸至缓冲箱

(131)顶部外侧，所述支柱(135)远离气囊箱(13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板(137)；

所述直径调节装置(20)包括移动箱(2001)，所述移动箱(2001)两侧内壁中间靠近正面

的位置固定连接有尺寸杆(2002)，所述移动箱(2001)内腔一侧内壁位于尺寸杆(2002)一端

的位置固定连接有固定块(2003)，所述固定块(2003)远离移动箱(2001)内壁的一侧转动连

接有第一连杆(2004)，所述第一连杆(2004)远离固定块(2003)的一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杆

(2005)，所述第二连杆(2005)远离第一连杆(2004)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滑块(2006)，所述尺

寸杆(2002)外表面与滑块(2006)滑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槽轮装置(6)包

括第二齿轮(61)，所述第二齿轮(61)靠近箱体(1)内腔正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槽轮(62)，所

述槽轮(62)外表面滑动连接有主动轮(63)，所述主动轮(63)靠近主动带轮(3)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从动带轮(6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载物传送带(14)

包括连接带(141)，所述连接带(141)内表面啮合传动有转动齿轮(142)，所述连接带(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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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固定连接有载物台(14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扇(17)包括

扇箱(171)，所述扇箱(171)内腔一侧内壁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风扇电机(172)，所述风扇电

机(172)输出端通过连接杆(173)转动连接有扇叶(17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移动装置

(18)包括外箱(181)，所述外箱(181)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182)，所述第

四电机(182)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带轮(183)，所述外箱(181)两侧内壁顶部

设置有丝杆(184)，所述丝杆(184)中间位置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带轮(185)，所述丝杆

(184)外表面螺纹连接有移动滑块(186)，所述外箱(181)两侧内壁中下位置固定连接有滑

轨(187)，所述滑轨(187)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块(188)，所述移动块(188)底部通过连杆

固定连接有固定板(189)。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杆(184)两端

均与外箱(18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带轮(183)外表面通过皮带与第二带轮(185)滑动连接，

所述移动滑块(186)外表面通过连杆与移动块(188)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箱(2001)背

面固定连接有动力泵(2007)，所述动力泵(2007)输出端通过连接装置(2008)固定连接有固

定杆(2009)，所述固定杆(2009)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杆(2010)，所述移动杆(2010)远离

固定杆(2009)的一端与第一连杆(2004)和第二连杆(2005)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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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化是指机器设备、系统或过程在没有人或较少人的直接参与下，按照人的要

求，经过自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操纵控制，实现预期的目标的过程。自动化技术广

泛用于工业、农业、军事、科学研究、交通运输、商业、医疗、服务和家庭等方面。采用自动化

技术不仅可以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部分脑力劳动以及恶劣、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

来，而且能扩展人的器官功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

力。因此，自动化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显著标志。现有的板料

切圆设备基本都是由人工进行上料，在进行定位夹紧，不仅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还无法保证员工在操作使得人身安全。还有通常切圆基本都是通过冲压直接成型，但

是其只能加工固定大小尺寸的圆形件，且危险程度大幅度增加，并且噪音污染大，设备使用

寿命低，造成大量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解决了现有的板

料切圆设备基本都是由人工进行上料，在进行定位夹紧，不仅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时

间，而且还无法保证员工在操作使得人身安全。还有通常切圆基本都是通过冲压直接成型，

但是其只能加工固定大小尺寸的圆形件，且危险程度大幅度增加，并且噪音污染大，设备使

用寿命低，造成大量的浪费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

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腔底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

转动连接有主动带轮，所述箱体内腔底部靠近第一电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柱，所

述第一支撑柱远离箱体内腔底部的一端转连接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外表面啮合传动

有槽轮装置，所述主动带轮外表面通过皮带与槽轮装置滑动连接，所述第一齿轮外表面啮

合传动有传送带，所述箱体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远离箱体内

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定位台，所述支撑架内腔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台，所述支撑台远

离支撑架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远离支撑台的一侧固定连接

有缓冲装置，所述定位台内腔滑动连接有载物传送带，所述箱体内腔底部位于支撑架远离

第一支撑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柱，所述第二支撑柱远离箱体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

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载物传送带转动连接，所述箱体两侧内壁

中上位置均固定连接有散热扇，所述箱体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垂直移动装置，所

述垂直移动装置远离箱体内腔顶部的一侧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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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直径调节装置，所述直径调节装置远离第三电机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激光切割器。

[0007] 优选的，所述槽轮装置包括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靠近箱体内腔正面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槽轮，所述槽轮外表面滑动连接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靠近主动带轮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从动带轮。

[0008] 优选的，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箱，所述升降箱内腔底部开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

槽内表面对称位置均滑动连接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相互靠近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

所述滑动块远离滑动槽的一侧通过连杆转动连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两侧与升降箱两侧

内壁滑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缓冲装置包括缓冲箱，所述缓冲箱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充

气机，所述缓冲箱内腔底部位于充气机两侧对称位置固定连接有气囊箱，所述气囊箱内腔

设置有缓冲气囊，所述充气机输出端通过气管与缓冲气囊连通，所述气囊箱顶部滑动连接

有支柱，所述支柱外表面套设有缓冲弹簧，所述支柱贯穿气囊箱和缓冲箱并延伸至缓冲箱

顶部外侧，所述支柱远离气囊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板。

[0010] 优选的，所述载物传送带包括连接带，所述连接带内表面啮合传动有转动齿轮，所

述连接带顶部固定连接有载物台。

[0011] 优选的，所述散热扇包括扇箱，所述扇箱内腔一侧内壁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风扇

电机，所述风扇电机输出端通过连接杆转动连接有扇叶。

[0012] 优选的，所述垂直移动装置包括外箱，所述外箱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

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带轮，所述外箱两侧内壁顶部设

置有丝杆，所述丝杆中间位置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带轮，所述丝杆外表面螺纹连接有移

动滑块，所述外箱两侧内壁中下位置固定连接有滑轨，所述滑轨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块，

所述移动块底部通过连杆固定连接有固定板。

[0013] 优选的，所述丝杆两端均与外箱转动连接，所述第一带轮外表面通过皮带与第二

带轮滑动连接，所述移动滑块外表面通过连杆与移动块转动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直径调节装置包括移动箱，所述移动箱两侧内壁中间靠近正面的位

置固定连接有尺寸杆，所述移动箱内腔一侧内壁位于尺寸杆一端的位置固定连接有固定

块，所述固定块远离移动箱内壁的一侧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杆，所述第一连杆远离固定块的

一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杆，所述第二连杆远离第一连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滑块，所述尺寸

杆外表面与滑块滑动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移动箱背面固定连接有动力泵，所述动力泵输出端通过连接装置固

定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杆，所述移动杆远离固定杆的一端与

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转动连接。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通过箱体内腔底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

动连接有主动带轮，第一齿轮外表面啮合传动有槽轮装置，主动带轮外表面通过皮带与槽

轮装置滑动连接，第一齿轮外表面啮合传动有传送带，第二支撑柱远离箱体内腔底部的一

侧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载物传送带转动连接，载物传送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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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带，连接带内表面啮合传动有转动齿轮，连接带顶部固定连接有载物台，使得该装置实

现进料与出料自动化，全程无需人工操作，节约时间，提高加工效率。

[0019] （2）通过箱体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支撑架远离箱体内腔底部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定位台，支撑架内腔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台，支撑台远离支撑架内腔底部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远离支撑台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缓冲装置，定位台内

腔滑动连接有载物传送带，箱体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垂直移动装置，垂直移动装

置远离箱体内腔顶部的一侧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第三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

动连接有直径调节装置，直径调节装置远离第三电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激光切割器，使得

该装置实现自动定位与夹紧，并实现自动调节加工半径，实现加工范围自动调整，保障加工

质量，并且使得设备使用寿命延长，降低噪音。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槽轮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升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缓冲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载物传送带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散热扇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垂直移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直径调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箱体、2-第一电机、3-主动带轮、4-第一支撑柱、5-第一齿轮、6-槽轮装置、

61-第二齿轮、62-槽轮、63-主动轮、64-从动带轮、7-皮带、8-传送带、9-支撑架、10-定位台、

11-支撑台、12-升降装置、121-升降箱、122-滑动槽、123-滑动块、124-伸缩杆、125-固定架、

13-缓冲装置、131-缓冲箱、132-充气机、133-气囊箱、134-缓冲气囊、135-支柱、136-缓冲弹

簧、137-顶板、14-载物传送带、141-连接带、142-转动齿轮、143-载物台、15-第二支撑柱、

16-第二电机、17-散热扇、171-扇箱、172-风扇电机、173-连接杆、174-扇叶、18-垂直移动装

置、181-外箱、182-第四电机、183-第一带轮、184-丝杆、185-第二带轮、186-移动滑块、187-

滑轨、188-移动块、189-固定板、19-第三电机、20-直径调节装置、2001-移动箱、2002-尺寸

杆、2003-固定块、2004-第一连杆、2005-第二连杆、2006-滑块、2007-动力泵、2008-连接装

置、2009-固定杆、2010-移动杆、21-激光切割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请参阅图1-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自动化板料切圆装置，包括箱体1，

箱体1内腔底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2，第一电机2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主动

带轮3，箱体1内腔底部靠近第一电机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柱4，第一支撑柱4远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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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内腔底部的一端转连接有第一齿轮5，第一齿轮5外表面啮合传动有槽轮装置6，槽轮装

置6包括第二齿轮61，第二齿轮61靠近箱体1内腔正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槽轮62，槽轮62外

表面滑动连接有主动轮63，主动轮63靠近主动带轮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从动带轮64。主动带

轮3外表面通过皮带7与槽轮装置6滑动连接，第一齿轮5外表面啮合传动有传送带8，使得该

装置实现进料自动化，全程无需人工操作，节约时间，提高加工效率。箱体1内腔底部中间位

置固定连接有支撑架9，支撑架9远离箱体1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定位台10，支撑架9

内腔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台11，支撑台11远离支撑架9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升降装

置12，升降装置12包括升降箱121，升降箱121内腔底部开设有滑动槽122，滑动槽122内表面

对称位置均滑动连接有滑动块123，滑动块123相互靠近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124，滑动

块123远离滑动槽122的一侧通过连杆转动连接有固定架125，固定架125两侧与升降箱121

两侧内壁滑动连接。升降装置12远离支撑台1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缓冲装置13，缓冲装置13

包括缓冲箱131，缓冲箱131内腔底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充气机132，缓冲箱131内腔底部

位于充气机132两侧对称位置固定连接有气囊箱133，气囊箱133内腔设置有缓冲气囊134，

充气机132输出端通过气管与缓冲气囊134连通，气囊箱133顶部滑动连接有支柱135，支柱

135外表面套设有缓冲弹簧136，支柱135贯穿气囊箱133和缓冲箱131并延伸至缓冲箱131顶

部外侧，支柱135远离气囊箱13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板137。定位台10内腔滑动连接有载物

传送带14，载物传送带14包括连接带141，连接带141内表面啮合传动有转动齿轮142，连接

带141顶部固定连接有载物台143。箱体1内腔底部位于支撑架9远离第一支撑柱4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柱15，第二支撑柱15远离箱体1内腔底部的一侧固定有第二电机16，第二

电机16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载物传送带14转动连接，实现出料自动化，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节约时间，提高加工效率。箱体1两侧内壁中上位置均固定连接有散热扇17，散热扇17包括

扇箱171，扇箱171内腔一侧内壁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风扇电机172，风扇电机172输出端通

过连接杆173转动连接有扇叶174。箱体1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垂直移动装置18，垂

直移动装置18包括外箱181，外箱181内腔顶部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182，第四电机

182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带轮183，外箱181两侧内壁顶部设置有丝杆184，丝

杆184两端均与外箱181转动连接，丝杆184中间位置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带轮185，第一

带轮183外表面通过皮带与第二带轮185滑动连接，丝杆184外表面螺纹连接有移动滑块

186，外箱181两侧内壁中下位置固定连接有滑轨187，滑轨187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块

188，移动滑块186外表面通过连杆与移动块188转动连接。移动块188底部通过连杆固定连

接有固定板189。垂直移动装置18远离箱体1内腔顶部的一侧中间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

19，第三电机19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直径调节装置20，直径调节装置20包括移动

箱2001，移动箱2001两侧内壁中间靠近正面的位置固定连接有尺寸杆2002，移动箱2001内

腔一侧内壁位于尺寸杆2002一端的位置固定连接有固定块2003，固定块2003远离移动箱

2001内壁的一侧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杆2004，第一连杆2004远离固定块2003的一端转动连接

有第二连杆2005，第二连杆2005远离第一连杆2004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滑块2006，尺寸杆

2002外表面与滑块2006滑动连接。移动箱2001背面固定连接有动力泵2007，动力泵2007输

出端通过连接装置2008固定连接有固定杆2009，固定杆2009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移动杆

2010，移动杆2010远离固定杆2009的一端与第一连杆2004和第二连杆2005转动连接。直径

调节装置20远离第三电机1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激光切割器21。使得该装置实现自动定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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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并实现自动调节加工半径，实现加工范围自动调整，保障加工质量，并且使得设备使

用寿命延长，降低噪音。

[0031] 使用时，启动第一电机2使得主动带轮3转动，通过皮带7使得槽轮装置6带动第一

齿轮5转动，使得传送带8开始运输加工件，启动第二电机16使得载物传送带14运动，承接加

工件到达定位台10，启动伸缩杆124使得固定架125向上运动，将缓冲装置13顶起，启动充气

机132使得缓冲气囊134膨胀，使得顶板137与载物台143相互接触，启动风扇电机172使得扇

叶174开始转动，进行散热，启动第四电机182使得第一带轮183带动第二带轮185和丝杆184

转动，使得移动滑块186水平移动，使得固定板189垂直运动，对加工件进行固定，启动动力

泵2007通过移动杆2010的伸缩，使得第二连杆2005带动滑块2006沿着尺寸杆2002移动，进

行调节，启动第三电机19使得激光切割器21转动，完成切割，启动第二电机16使得载物传送

带14运动，将加工件送出。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

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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