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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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85152.X

(22)申请日 2019.12.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88349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17

(73)专利权人 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 241008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大桥镇桥北向阳模具园3#厂房

(72)发明人 翟欢　叶朝国　赵永锋　张世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代理人 吴慧

(51)Int.Cl.

B23K 37/047(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405652 U,2017.08.15

CN 207127415 U,2018.03.23

CN 207479930 U,2018.06.12

CN 201136089 Y,2008.10.22

CN 203371157 U,2014.01.01

CN 110340671 A,2019.10.18

US 5614112 A,1997.03.25

审查员 张一鸣

 

(54)发明名称

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

置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

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包括配位工作台、升降滚

床、驱动滑台、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所述配位工

作台与升降滚床拼接，升降滚床与驱动滑台拼

接，对中机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端部，对缝机

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侧，对中机构与对缝机构

构成四边形结构，实现板材的对中及对缝。配位

工作台、升降滚床和驱动滑台三者的工作面在同

一平面内。在本发明中驱动滑台位于中间位置，

驱动滑台的两边对称设有升降滚床和配位工作

台，配位工作台位于最外侧，升降滚床位于驱动

滑台与配位工作台之间，配位工作台、升降滚床、

驱动滑台三者相互独立工作，工作时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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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位工作台

(1)、升降滚床(2)、驱动滑台(3)、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所述配位工作台(1)与升降滚床(2)

拼接，升降滚床(2)与驱动滑台(3)拼接，对中机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端部，对缝机构安装

在配位装置的两侧，对中机构与对缝机构构成四边形结构；所述对缝机构包括X向基准轮机

构(7)和X向对中轮机构(8)，X向基准轮机构(7)设置在配位装置靠近焊机的一侧，X向对中

轮机构(8)设置在X向基准轮机构(7)的对立侧；所述X向基准轮机构(7)包括基准轮(71)和

气缸，基准轮(71)与气缸连接，X向对中轮机构(8)包括对中轮(81)、气缸Ⅰ和气缸Ⅱ，对中轮

(81)通过安装板与气缸Ⅰ和气缸Ⅱ连接，气缸Ⅰ安装在安装板底部使对中轮(81)上下运动，

气缸Ⅱ安装在安装板侧部使对中轮(81)水平运动；所述驱动滑台(3)位于中间位置，驱动滑

台(3)的两边对称设有升降滚床(2)和配位工作台(1)，配位工作台(1)位于最外侧，升降滚

床(2)位于驱动滑台(3)与配位工作台(1)之间；所述驱动滑台(3)包括滑台(31)、丝杠(32)

和伺服电机(33)，滑台(31)与丝杠(32)连接，丝杠(32)与伺服电机连接；所述配位装置还包

括用于板材对中对缝后夹持板材的夹具(9)，夹具(9)连接在滑台(31)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中机构包括Y向对中轮机构Ⅰ(4)、Y向对中轮机构Ⅱ(5)和齿轮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

机构Ⅰ(4)和Y向对中轮机构Ⅱ(5)分别布置在两配位工作台(1)的外侧，Y向对中轮机构Ⅰ(4)

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通过齿轮齿条机构(6)连接，转动齿轮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机构Ⅰ

(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相向运动进行对中。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Y向对中轮机构Ⅰ(4)包括辊轮Ⅰ(41)和安装板Ⅰ(42)，辊轮Ⅰ(41)垂直连接在安装板Ⅰ

(42)上，Y向对中轮机构Ⅱ(5)包括辊轮Ⅱ(51)和安装板Ⅱ(52)，辊轮Ⅱ(51)垂直连接在安

装板Ⅱ(52)上，辊轮Ⅰ(41)和辊轮Ⅱ(51)均高于配位工作台(1)的工作面，辊轮Ⅰ(41)和辊轮

Ⅱ(51)均与板材的侧边接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齿条机构包括齿轮(61)、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对称

布置在齿轮(61)两侧，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均与齿轮(61)啮合，齿条Ⅰ(62)与安装板Ⅰ

(42)连接，齿条Ⅱ(63)与安装板Ⅱ(52)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夹具(9)为二级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压臂(91)、型板(92)、角座(93)、气缸Ⅲ(94)和气缸

Ⅳ(95)，角座(93)固定连接在滑台(31)上，型板(92)通过铰链板(97)转动连接在角座(93)

上，压臂(91)通过铰链板(97)转动连接在型板(92)上，压臂(91)的一端设有夹板Ⅰ(911)，压

臂(91)的另一端与气缸Ⅲ(94)的活动杆连接，气缸Ⅲ(94)的固定端连接在型板(92)上，型

板(92)上与夹板Ⅰ(911)的对应处设有夹板Ⅱ(912)，气缸Ⅳ(95)的活动杆与型板(92)连接，

气缸Ⅳ(95)的固定端连接在角座(93)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方法为：

a.X向对中轮机构(8)下降，板件Ⅰ来料，升降滚床(2)上升，板件Ⅰ输送至焊机一侧到位，

同理，板件Ⅱ输送至焊机另一侧到位，升降滚床(2)下降同时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上升；

b.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驱动齿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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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在齿轮61的驱动下带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

构Ⅱ(5)进行联动并发生相向运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推动板材向

中心对中，实现板材Y向对中；

c.X向对中轮机构(8)上升，对中轮(81)与板材侧面接触，X向对中轮机构(8)推动板材

至X向基准轮机构(7)，板材与基准轮(71)接触，实现板材对缝；

d.板材完成对中及对缝后，使用夹具(9)夹紧板材，X向对中轮机构(8)和X向基准轮机

构(7)在气缸驱动下下降，伺服电机启动驱动丝杠带动滑台运行，板材在滑台带动下向焊机

方向运行，板材配位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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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集装箱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

应配位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集装箱的制造大都是将板材拼接焊接起来，所用的板材尺寸都比较大而且较

薄，导致在焊接时，板件之间的对中与对缝比较困难。而目前现有生产线的装备基本以简陋

简易为主，作业方式为人工作业，部分通过皮尺画线找正法进行对中和对缝，作业手段较为

原始。在板材焊接生产线中，板材拼焊过程必须解决焊机两边板材焊接距离问题，传统焊接

需要人工操作，通过简易的塞板进行人工对中及对缝，节拍慢，操作不易。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自动对中及对缝，能

满足不同尺寸、不同距离间的任意配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本发

明还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的使用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

配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位工作台、升降滚床、驱动滑台、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所述

配位工作台与升降滚床拼接，升降滚床与驱动滑台拼接，对中机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端

部，对缝机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侧，对中机构与对缝机构构成四边形结构。

[0005]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滑台位于中间位置，驱动滑台的两边对称设有升降滚床和配

位工作台，配位工作台位于最外侧，升降滚床位于驱动滑台与配位工作台之间。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对中机构包括Y向对中轮机构Ⅰ、Y向对中轮机构Ⅱ和齿轮齿条机

构，Y向对中轮机构Ⅰ和Y向对中轮机构Ⅱ分别布置在两配位工作台的外侧，Y向对中轮机构Ⅰ

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转动齿轮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

中轮机构Ⅱ相向运动进行对中。

[0007] 进一步的，所述Y向对中轮机构Ⅰ包括辊轮Ⅰ和安装板Ⅰ，辊轮Ⅰ垂直连接在安装板Ⅰ

上，Y向对中轮机构Ⅱ包括辊轮Ⅱ和安装板Ⅱ，辊轮Ⅱ垂直连接在安装板Ⅱ上，辊轮Ⅰ和辊轮

Ⅱ均高于配位工作台的工作面，辊轮Ⅰ和辊轮Ⅱ均与板材的侧边接触。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齿轮齿条机构包括齿轮、齿条Ⅰ和齿条Ⅱ，齿条Ⅰ和齿条Ⅱ对称布置

在齿轮两侧，齿条Ⅰ和齿条Ⅱ均与齿轮啮合，齿条Ⅰ与安装板Ⅰ连接，齿条Ⅱ与安装板Ⅱ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对缝机构包括X向基准轮机构和X向对中轮机构，X向基准轮机构设

置在配位装置靠近焊机的一侧，X向对中轮机构设置在X向基准轮机构的对立侧。

[0010] 进一步的，所述X向基准轮机构包括基准轮和气缸，基准轮与气缸连接，X向对中轮

机构包括对中轮、气缸Ⅰ和气缸Ⅱ，对中轮通过安装板与气缸Ⅰ和气缸Ⅱ连接，气缸Ⅰ安装在

安装板底部使对中轮上下运动，气缸Ⅱ安装在安装板侧部使对中轮水平运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滑台包括滑台、丝杠和伺服电机，滑台与丝杠连接，丝杠与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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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电机连接；所述配位装置还包括用于板材对中对缝后夹持板材的夹具，夹具连接在滑台

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夹具为二级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压臂、型板、角座、气缸Ⅲ和气缸Ⅳ，

角座固定连接在滑台上，型板通过铰链板转动连接在角座上，压臂通过铰链板转动连接在

型板上，压臂的一端设有夹板Ⅰ，压臂的另一端与气缸Ⅲ的活动杆连接，气缸Ⅲ的固定端连

接在型板上，型板上与夹板Ⅰ的对应处设有夹板Ⅱ，，气缸Ⅳ的活动杆与型板连接，气缸Ⅳ的

固定端连接在角座上。

[0013]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使用方法为：

[0014] a.X向对中轮机构下降，板件Ⅰ来料，升降滚床上升，板件Ⅰ输送至焊机一侧到位，同

理，板件Ⅱ输送至焊机另一侧到位，升降滚床下降同时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上升；

[0015] b.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驱动齿轮转动，齿

条Ⅰ和齿条Ⅱ在齿轮的驱动下带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进行联动并发生相

向运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推动板材向中心对中，实现板材Y向对中；

[0016] c.X向对中轮机构上升，对中轮与板材侧面接触，X向对中轮机构推动板材至X向基

准轮机构，板材与基准轮接触，实现板材对缝；

[0017] d .板材完成对中及对缝后，使用夹具夹紧板材，X向对中轮机构和X向基准轮机构

在气缸驱动下下降，伺服电机启动驱动丝杠带动滑台运行，板材在滑台带动下向焊机方向

运行，板材配位工作完成。

[0018]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点为：

[0019] 1、本发明的自适应配位装置不仅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还实现了不同种类板

材的自动对中及自动对缝，满足不同尺寸、不同距离间的任意配位，不需人员操作，节省节

拍，方便可靠；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焊机两边板材焊接距离问题。

[0020] 2、本发明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转动齿轮

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相向运动进行对中；在齿轮齿条机构的带动

下Y向对中轮机构Ⅰ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联动，同时向Y中间运动，这样可提高板材对中的精

确度。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配位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对中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齿轮齿条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对缝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二级翻转夹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上述图中的标记分别为：1、配位工作台；2、升降滚床；3、驱动滑台；31、滑台；32、丝

杠；4、Y向对中轮机构Ⅰ；41、辊轮Ⅰ；42、安装板Ⅰ；5、Y对中轮机构Ⅱ；51、辊轮Ⅱ；52、安装板

Ⅱ；61、齿轮；62、齿条Ⅰ；63、齿条Ⅱ；7、X向基准轮机构；71、基准轮；8、X向对中轮机构；81、对

中轮；、气缸Ⅰ；、气缸Ⅱ；9、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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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在本发明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长度”、“宽度”、“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针”、“逆时针”、“轴向”、“平面方向”、“周

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

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

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9] 如图1至图3所示，X、Y方向如图所示，一种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

装置，包括配位工作台1、升降滚床2、驱动滑台3、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所述配位工作台1与

升降滚床2拼接，升降滚床2与驱动滑台3拼接，对中机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端部，对缝机

构安装在配位装置的两侧，对中机构与对缝机构构成四边形结构，实现板材的对中及对缝。

[0030] 配位工作台1、升降滚床2和驱动滑台3三者的工作面在同一平面内。在本发明中驱

动滑台3位于中间位置，驱动滑台3的两边对称设有升降滚床2和配位工作台1，配位工作台1

位于最外侧，升降滚床2位于驱动滑台3与配位工作台1之间，配位工作台1、升降滚床2、驱动

滑台3三者相互独立工作，工作时互不干扰。

[0031] 对中机构包括Y向对中轮机构Ⅰ4、Y向对中轮机构Ⅱ5和齿轮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

机构Ⅰ4和Y向对中轮机构Ⅱ5分别布置在两配位工作台1的外侧，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

中轮机构Ⅱ5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转动齿轮齿条机构，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

构Ⅱ5相向运动进行对中。Y向对中轮机构Ⅰ4包括辊轮Ⅰ41和安装板Ⅰ42，辊轮Ⅰ41垂直连接在

安装板Ⅰ42上，Y向对中轮机构Ⅱ5包括辊轮Ⅱ51和安装板Ⅱ52，辊轮Ⅱ51垂直连接在安装板

Ⅱ52上，辊轮Ⅰ41和辊轮Ⅱ51均高于配位工作台1的工作面，辊轮Ⅰ41和辊轮Ⅱ51均与板材的

侧边接触。齿轮齿条机构包括齿轮61、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对称布置在

齿轮61两侧，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均与齿轮61啮合，齿条Ⅰ62与安装板Ⅰ42连接，齿条Ⅱ63与

安装板Ⅱ52连接。驱动齿轮61转动，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在齿轮61的驱动下带动辊轮Ⅰ41和

辊轮Ⅱ51发生相向运动，使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进行联动，进而实现板材

的对中。可以使用电机驱动齿轮转动，也可利用气缸推动安装板Ⅰ42或安装板Ⅱ52其中一个

移动，从而带动另一个运动，同样可实现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的相向运

动。在本发明中，在安装板Ⅰ42靠近齿轮的一端设有气缸，用于驱动齿轮齿条机构6运行。

[0032] 对缝机构包括X向基准轮机构7和X向对中轮机构8，X向基准轮机构7设置在配位装

置靠近焊机的一侧，X向对中轮机构8设置在X向基准轮机构7的对立侧。X向基准轮机构7包

括基准轮71、安装板和气缸，安装板的一侧安装基准轮71，安装板的另一侧与气缸的活动杆

连接，基准轮71与气缸连接，气缸伸缩实现基准轮71上下运动，X向对中轮机构8包括对中轮

81、气缸Ⅰ和气缸Ⅱ，对中轮81通过安装板与气缸Ⅰ和气缸Ⅱ连接，气缸Ⅰ安装在安装板底部

使对中轮81上下运动，气缸Ⅰ伸出时对中轮81上升，气缸Ⅰ回缩时对中轮81下降，气缸Ⅱ安装

在安装板侧部使对中轮81水平运动，气缸Ⅱ伸出对中轮81向靠近基准轮71的方向运动，使

板材对缝，气缸Ⅱ回缩对中轮81向远离基准轮71的方向运动。当板材从上一工序进入本工

序时，需要气缸Ⅰ回缩对中轮81下降；当板材进入该配位装置，需要对缝时，需要气缸Ⅰ伸出

对中轮81上升，气缸Ⅱ伸出对中轮81推动板材向靠近基准轮71的方向运动实现对缝。

[0033] 当需要焊接的两板材之间要进行无缝连接时，基准轮71要设置在同一条直线上，

且基准轮71所在直线与对中轮81所在直线平行；当需要焊接的两板材之间要呈V型时，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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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1不在同一直线上，且基准轮71所在直线与对中轮81所在直线不平行；所以基准轮71具

体的设置位置可根据实际生产需求进行调整。

[0034] 驱动滑台3包括滑台31、丝杠32和伺服电机，滑台31与丝杠32连接，丝杠32与伺服

电机连接；所述配位装置还包括用于板材对中对缝后夹持板材的夹具9，夹具9连接在滑台

31上。板材完成对中及对缝后，使用夹具9夹紧板材，X向对中轮机构8和X向基准轮机构7在

气缸驱动下下降，伺服电机启动驱动丝杠带动滑台运行，板材在滑台带动下向焊机方向运

行；伺服电机和丝杠的使用可提高滑台运行的精度。夹具9可翻转，在板材进入配位装置时

进行避让。

[0035] 优选，为避免夹具与来料板材发生干涉，夹具9为二级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压臂91、

型板92、角座93、气缸Ⅲ94和气缸Ⅳ95，角座93固定连接在滑台31上，型板92通过铰链板97

转动连接在角座93上，压臂91通过铰链板97转动连接在型板92上，压臂91的一端设有夹板Ⅰ

911，压臂91的另一端与气缸Ⅲ94的活动杆连接，气缸Ⅲ94的固定端连接在型板92上，型板

92上与夹板Ⅰ911的对应处设有夹板Ⅱ912，夹板Ⅰ911与夹板Ⅱ912实现夹取，气缸Ⅳ95的活

动杆与型板92连接，气缸Ⅳ95的固定端连接在角座93上。当气缸Ⅳ95伸出时型板92向上运

动，同时气缸Ⅲ94伸出压臂91下压，夹板Ⅰ911与夹板Ⅱ912对接实现夹取，气缸Ⅳ95和气缸

Ⅲ94都回缩或有一个回缩时，夹板Ⅰ911与夹板Ⅱ分离。当板材来料需要避免夹具与板材发

生干涉时，气缸Ⅲ94伸出使压臂91下压，气缸Ⅳ95回缩使型板92下行，此操作使夹具占用空

间最小化，两级翻转使夹具翻转到滑台顶面以下，从而避免了夹具与板材发生干涉。

[0036] 优选的角座93上还设有挡块96，挡块96与型板92接触，挡块96固定安装在角座93，

挡块96对型板92起到限位的作用，避免型板92翻转过位。

[0037] 基于上述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适用

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的自适应配位装置的使用方法，该使用方法为：

[0038] a.X向对中轮机构8下降，板件Ⅰ来料，升降滚床2上升，板件Ⅰ输送至焊机一侧到位，

同理，板件Ⅱ输送至焊机另一侧到位，升降滚床2下降同时对中机构和对缝机构上升；当板

件来料时，气缸Ⅲ94伸出使压臂91下压，气缸Ⅳ95回缩使型板92下行，此操作使夹具占用空

间最小化，两级翻转使夹具9翻转到滑台顶面以下，从而避免了夹具与板材发生干涉；

[0039] b.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通过齿轮齿条机构连接，驱动齿轮61转

动，齿条Ⅰ62和齿条Ⅱ63在齿轮61的驱动下带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进行

联动并发生相向运动，Y向对中轮机构Ⅰ4与Y向对中轮机构Ⅱ5推动板材向中心对中，实现板

材Y向对中；

[0040] c.X向对中轮机构8上升，对中轮81与板材侧面接触，X向对中轮机构8推动板材至X

向基准轮机构7，板材与基准轮71接触，实现板材对缝；

[0041] d.板材完成对中及对缝后，使用夹具9夹紧板材，具体操作为：气缸Ⅲ94回缩，压臂

91上行，夹板Ⅰ911与夹板Ⅱ分离，夹具9打开，气缸Ⅳ95伸出使型板92上行，夹板Ⅱ与板材的

底面接触，气缸Ⅲ94伸出，压臂91下压，夹板Ⅰ911与板材的顶面接触，夹板Ⅰ911与夹板Ⅱ将

板材夹紧；X向对中轮机构8和X向基准轮机构7在气缸驱动下下降，伺服电机启动驱动丝杠

带动滑台运行，板材在滑台带动下向焊机方向运行，板材配位工作完成。

[0042] 本发明的自适应配位装置不仅适用于大尺寸叶片式板材，还实现了不同种类板材

的自动对中及自动对缝，满足不同尺寸、不同距离间的任意配位，不需人员操作，节省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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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可靠；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焊机两边板材焊接距离问题。

[0043]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明的

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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