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836447.X

(22)申请日 2020.08.28

(73)专利权人 昆山市大鹏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15300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周市镇

顺昶路131号

(72)发明人 晁殿鹏　张鑫鑫　杨明玖　

(51)Int.Cl.

B21D 28/02(2006.01)

B21D 43/24(2006.01)

B21D 43/18(2006.01)

B21D 43/11(2006.01)

B21C 51/00(2006.01)

B21D 43/0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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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

装置，具有机架，所述机架上从左至右依次设置

有拉废料机构、冲切机构和搬运机构，所述搬运

机构下方设置有纠偏送料机构和存料机构，所述

纠偏送料机构位于存料机构的前侧；所述拉废料

机构包括安装座、调节板、压料气缸、第一导向

辊、第二导向辊和滑道；所述冲切机构包括冲切

底座、冲切升降板、CCD相机、上模仁、下模仁、油

缸和接料箱；所述搬运机构包括搬运底座、YZ移

动模组和真空吸盘；所述纠偏送料机构包括纠偏

底座、X移动模组、第一气缸、滑板、第二气缸、安

装板和托板。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降低工

人劳动强度和安全隐患，生产效率较高，提高冲

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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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具有机架(1)，所述机架(1)上从左至

右依次设置有拉废料机构(2)、冲切机构(3)和搬运机构(4)，所述搬运机构(4)下方设置有

纠偏送料机构(5)和存料机构(6)，所述纠偏送料机构(5)位于存料机构(6)的前侧；所述拉

废料机构(2)包括安装座(201)、调节板(202)、压料气缸(203)、第一导向辊(204)、第二导向

辊(205)和滑道(206)；所述冲切机构(3)包括冲切底座(301)、冲切升降板(302)、CCD相机

(303)、上模仁(304)、下模仁(305)、油缸(306)和接料箱(307)；所述搬运机构(4)包括搬运

底座(401)、YZ移动模组(402)和真空吸盘(403)；所述纠偏送料机构(5)包括纠偏底座

(501)、X移动模组(502)、第一气缸(503)、滑板(504)、第二气缸(505)、安装板(506)和托板

(509)，所述存料机构(6)包括同步带升降机(601)、存料升降板(602)、第一挡板(603)、支架

(604)和第二挡板(6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

(2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调节板(202)具体有两个，两个调节板(202)分别与安装座

(201)的前后两侧可上下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导向辊(204)与两个调节板(202)可转动连接，

所述压料气缸(203)具体有两个，且两个压料气缸(203)分别与安装座(201)的前后两侧螺

纹连接，两个调节板(202)分别与压料气缸(203)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所述滑道(206)与安装

座(201)的左侧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切底座

(3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302)与冲切底座(301)可上下滑动连接，所述

上模仁(304)与冲切升降板(302)螺纹连接，所述下模仁(305)与冲切底座(301)的下部螺纹

连接，所述接料箱(307)位于冲切底座(301)内，且接料箱(307)与冲切底座(301)可前后滑

动连接，所述油缸(306)与冲切底座(301)上部螺纹连接，所述油缸(306)的活塞杆穿过冲切

底座(301)与冲切升降板(302)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302)的前后两侧开有让位孔，所

述CCD相机(303)具体有两个，且CCD相机(303)与冲切底座(301)螺纹连接，且两个CCD相机

(303)分别位于两个让位孔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底座

(4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YZ移动模组(402)与搬运底座(401)螺纹连接，所述搬运底

座(401)的移动台与真空吸盘(403)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纠偏底座

(5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X移动模组(502)与纠偏底座(501)的中部螺纹连接，所述X

移动模组(502)的移动台与滑板(504)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气缸(503)和托板(509)均具有两

个，两个所述第一气缸(503)分别与搬运底座(401)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第一气缸

(503)的活塞杆分别与两个托板(509)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气缸(505)和安装板(506)均具有

两个，两个第二气缸(505)分别与滑板(504)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所述安装板(506)分

别与两个第二气缸(505)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每个所述安装板(506)均螺纹连接有夹爪气缸

(507)，所述夹爪气缸(507)的两个夹手上均螺纹连接有夹板(5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同步带升

降机(6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挡板(603)具体有两个，且两个第一挡板(603)分

别与同步带升降机(601)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602)与同步带升降机

(601)的移动台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602)上开有滑槽，所述支架(604)与同步带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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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601)的中部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挡板(605)与支架(604)和滑槽可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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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切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钢板片材需要经过冲切模具冲切出多个产品，在片材裁切前有人工将片

材送至冲切位置进行裁切，在片材进行冲切时成品直接经过冲切底座和下模仁落入接料

箱，裁切的废料板材仍由人工拉出，不仅工人劳动强度较大，生产效率较低，冲切质量较差，

且人工上下料安全隐患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

安全隐患，生产效率较高，提高冲切质量。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

装置，具有机架，所述机架上从左至右依次设置有拉废料机构、冲切机构和搬运机构，所述

搬运机构下方设置有纠偏送料机构和存料机构，所述纠偏送料机构位于存料机构的前侧；

所述拉废料机构包括安装座、调节板、压料气缸、第一导向辊、第二导向辊和滑道；所述冲切

机构包括冲切底座、冲切升降板、CCD相机、上模仁、下模仁、油缸和接料箱；所述搬运机构包

括搬运底座、YZ移动模组和真空吸盘；所述纠偏送料机构包括纠偏底座、X移动模组、第一气

缸、滑板、第二气缸、安装板和托板，所述存料机构包括同步带升降机、存料升降板、第一挡

板、支架和第二挡板。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座与机架螺纹连接，所述调节板具体有两个，两个调节板分别

与安装座的前后两侧可上下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导向辊与两个调节板可转动连接，所述压

料气缸具体有两个，且两个压料气缸分别与安装座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两个调节板

分别与压料气缸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所述滑道与安装座的左侧螺纹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冲切底座与机架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与冲切底座可上下滑

动连接，所述上模仁与冲切升降板螺纹连接，所述下模仁与冲切底座的下部螺纹连接，所述

接料箱位于冲切底座内，且接料箱与冲切底座可前后滑动连接，所述油缸与冲切底座上部

螺纹连接，所述油缸的活塞杆穿过冲切底座与冲切升降板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的前

后两侧开有让位孔，所述CCD相机具体有两个，且CCD相机与冲切底座螺纹连接，且两个CCD

相机分别位于两个让位孔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搬运底座与机架螺纹连接，所述YZ移动模组与搬运底座螺纹连接，

所述搬运底座的移动台与真空吸盘螺纹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纠偏底座与机架螺纹连接，所述X移动模组与纠偏底座的中部螺纹

连接，所述X移动模组的移动台与滑板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气缸和托板均具有两个，两个所

述第一气缸分别与搬运底座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第一气缸的活塞杆分别与两个托板

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气缸和安装板均具有两个，两个第二气缸分别与滑板的前后两侧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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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两个所述安装板分别与两个第二气缸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每个所述安装板均螺纹连

接有夹爪气缸，所述夹爪气缸的两个夹手上均螺纹连接有夹板。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同步带升降机与机架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挡板具体有两个，且两个

第一挡板分别与同步带升降机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与同步带升降机的移

动台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上开有滑槽，所述支架与同步带升降机的中部螺纹连接，所

述第二挡板与支架和滑槽可滑动连接。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提供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降低工人劳动强

度和安全隐患，生产效率较高，提高冲切质量。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轴测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拉废料机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冲切机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搬运机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纠偏送料机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拉纠偏送料机构爆炸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存料机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的支架示意图；

[0019] 图9为片材示意图。

[0020] 图中：1.机架；2.拉废料机构；201.安装座；202.调节板；203.压料气缸；204.第一

导向辊；205.第二导向辊；206.滑道；3.冲切机构；301.冲切底座；302.冲切升降板；303.CCD

相机；304.上模仁；305.下模仁；306.油缸；307.接料箱；4.搬运机构；401.搬运底座；402.YZ

移动模组；403.真空吸盘；5.纠偏送料机构；501.纠偏底座；502.X移动模组；503.第一气缸；

504.滑板；505.第二气缸；506.安装板；507.夹爪气缸；508.夹板；509.托板；6.存料机构；

601.同步带升降机；602.存料升降板；603.第一挡板；604.支架；605.第二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2] 参考图1-图9所示的一种片材CCD检测定位冲切装置，具有机架1，所述机架1上从

左至右依次设置有拉废料机构2、冲切机构3和搬运机构4，所述搬运机构4下方设置有纠偏

送料机构5和存料机构6，所述纠偏送料机构5位于存料机构6的前侧；所述拉废料机构2包括

安装座201、调节板202、压料气缸203、第一导向辊204、第二导向辊205和滑道206；所述冲切

机构3包括冲切底座301、冲切升降板302、CCD相机303、上模仁304、下模仁305、油缸306和接

料箱307；所述搬运机构4包括搬运底座401、YZ移动模组402和真空吸盘403；所述纠偏送料

机构5包括纠偏底座501、X移动模组502、第一气缸503、滑板504、第二气缸505、安装板506和

托板509，所述存料机构6包括同步带升降机601、存料升降板602、第一挡板603、支架604和

第二挡板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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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安装座2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调节板202具体有两个，两个调节板202分

别与安装座201的前后两侧可上下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导向辊204与两个调节板202可转动

连接，所述压料气缸203具体有两个，且两个压料气缸203分别与安装座201的前后两侧螺纹

连接，两个两个调节板202分别与压料气缸203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所述滑道206与安装座

201的左侧螺纹连接。

[0024] 所述冲切底座3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302与冲切底座301可上下滑

动连接，所述上模仁304与冲切升降板302螺纹连接，所述下模仁305与冲切底座301的下部

螺纹连接，所述接料箱307位于冲切底座301内，且接料箱307与冲切底座301可前后滑动连

接，所述油缸306与冲切底座301上部螺纹连接，所述油缸306的活塞杆穿过冲切底座301与

冲切升降板302螺纹连接，所述冲切升降板302的前后两侧开有让位孔，所述CCD相机303具

体有两个，且CCD相机303与冲切底座301螺纹连接，且两个CCD相机303分别位于两个让位孔

内。

[0025] 所述搬运底座4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YZ移动模组402与搬运底座401螺纹连

接，所述搬运底座401的移动台与真空吸盘403螺纹连接。

[0026] 所述纠偏底座5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X移动模组502与纠偏底座501的中部螺

纹连接，所述X移动模组502的移动台与滑板504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气缸503和托板509均具

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一气缸503分别与搬运底座401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第一气缸503

的活塞杆分别与两个托板509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气缸505和安装板506均具有两个，两个第

二气缸505分别与滑板504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两个所述安装板506分别与两个第二气缸

505的活塞杆螺纹连接，每个所述安装板506均螺纹连接有夹爪气缸507，所述夹爪气缸507

的两个夹手上均螺纹连接有夹板508。

[0027] 所述同步带升降机601与机架1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挡板603具体有两个，且两个第

一挡板603分别与同步带升降机601的前后两侧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602与同步带升

降机601的移动台螺纹连接，所述存料升降板602上开有滑槽，所述支架604与同步带升降机

601的中部螺纹连接，所述第二挡板605与支架604和滑槽可滑动连接。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一堆片材沿着第一挡板603置

于存料升降板602上(片材的左右两侧开有成列的十字孔)，随后推动第二挡板605将片材对

齐，接着由YZ移动模组驱动真空吸盘403至存料升降板602处对单个片材进行吸附移动至两

个托板509处，接着两个第一气缸503的活塞杆伸出，托板509和片材一起上升，之后两个第

二气缸505的活塞杆伸出，两个安装板506向托板509处靠近，此时片材位于夹爪气缸507的

两个夹爪之间，夹爪气缸507驱动两个夹板508对片材夹紧，之后X移动模组502将驱动滑板

504向下模仁305出运动，油缸306驱动冲切升降板302上下升降，上模仁304下降对片材进行

冲切，在冲切过程中，两个CCD相机303依次检测片材左右两侧十字孔是否到位，从而反馈给

X移动模组502调节片材上料位置，保证上料精度，片材进行冲切时成品直接经过冲切底座

和下模仁305落入接料箱307，切割的废料到达第二导向辊205上时，压料气缸203驱动第二

导向辊205下压在废料的上端，第二导向辊205由电机驱动旋转，从而将废料拉出从滑道206

掉落。

[0029] 上述实施例用于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将本实用新型局限于这些

具体实施方式。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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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为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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