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762844.X

(22)申请日 2021.07.06

(71)申请人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科技工

业园南兴路

(72)发明人 董慧涛　陈悦　秦振伟　梁浩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市新华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5203

代理人 范小艳　徐勋夫

(51)Int.Cl.

B27B 25/00(2006.01)

B27B 31/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

法，在电脑锯的进、退料侧均设置有自动水平送

料台、自动升降台，还设置有RGV小车可移动式与

自动水平送料台衔接，通过电脑锯的控制系统分

别控制于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进料时，

控制RGV小车运送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

再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

升降台送板材至电脑锯加工位；退料时，电脑锯

加工位的加工后板材自动送至自动升降台，再由

自动升降台送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再由自动水平

送料台上的板材自动退至RGV小车上。其整个控

制方法完全自动化，不需人工参与，实现了智能

工厂电脑锯进料退料的全自动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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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电脑锯的进、退料侧均设置有自

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还设置有RGV小车可移动式与自动水平送料台衔接，通过电脑

锯的控制系统分别控制于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

进料时，控制RGV小车运送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再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自动

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板材至电脑锯加工位；在一垛板材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自动

升降台的同时，RGV小车运送另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待料；

退料时，电脑锯加工位的加工后板材自动送至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至自动

水平送料台，控制系统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自动退至RGV小车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进料流程如

下

步骤1、启动自动进料模式后，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2、若无板，电脑锯允许进料，RGV小车请求进料，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RGV

小车上的板材送至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直至自动水平送料台板材到位检测开关触发；

步骤3、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4、若无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5、若被触发，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送至自

动升降台；

若未被触发，则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

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送

至自动升降台；

步骤6、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7、若有板，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电脑锯不允许进料，RGV

小车的进料请求停止；

在前述步骤3中，若检测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7；

步骤8、自动升降台逐次上升以使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逐次送至电脑锯加工位，直至自

动升降台上升使自动升降台的上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送至电脑锯加工位后，自动升降台下降到底，进料结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若

未被触发，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后，先控制自动升降台上升设定时长，再控制自

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的过程中，每下降动作设定时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

开关是否被触发，若未被触发，继续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退料流程如

下

步骤1、启动自动退料模式后，DB中整形变量写入1，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2、若自动水平送料台无板，再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3、若有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4、若被触发，控制自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从自

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平送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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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被触发，则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制自

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从自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平送

料台；

步骤5、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6、若有板，控制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2；

在前述步骤1中，若检索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6；

步骤7、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反转，自动水平送料台的板材退料至RGV小车；

步骤8、检测RGV小车是否有板；

步骤9、若有板，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3；

步骤10、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停止转动；

步骤11、DB中整形变量写入0；

在前述步骤2中，若检索反馈无板，则直接进入步骤11；

直至自动升降台的板材全部退料至RGV小车，退料结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若

未被触发，先控制自动升降台上升设定时长，再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

行程开关被触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水

平送料台为滚筒，所述自动升降台为液压升降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升

降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液压油泵马达，再经过液压电磁阀控制

油缸，来使升降台上升，油缸有上限和下限行程开关，其信号反馈给PLC输入点，由PLC输出

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现进料和退料；同时液压升降台上有一向

上检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板材是否到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水

平送料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现进料和退料，同

时滚筒上有一向上检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板材是否到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GV小车

由家具厂的系统控制，电脑锯的控制系统与家具厂的系统交互信号，实现RGV小车和电脑锯

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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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上料电脑锯领域技术，尤其是指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脑锯指的是带有自动后上料功能的电脑锯（包括自动侧上料电脑锯），其具有液

压升降台和进料滚筒。通常工作时候，是叉车将一垛木板叉到进料滚筒上，操作员手动按压

按钮控制进料滚筒和液压台滚筒正转，将一垛木板送到液压台上，完成进料，退料同样是手

动按压按钮控制进料滚筒和液压台滚筒反转，将木板退回到进料滚筒上，然后由叉车叉走。

因此，传统技术中，电脑锯的进料、退料都依赖人工操作，人工成本较高，同时，也局限了电

脑锯的自动化程度。

[0003] 因此，本发明中，申请人精心研究了一种新的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之缺失，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电脑锯与RGV

对接的控制方法，其整个控制方法完全自动化，不需人工参与，实现了智能工厂电脑锯进料

退料的全自动化方案。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之技术方案：

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在电脑锯的进、退料侧均设置有自动水平送料

台、自动升降台，还设置有RGV小车可移动式与自动水平送料台衔接，通过电脑锯的控制系

统分别控制于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RGV小车；

进料时，控制RGV小车运送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再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

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板材至电脑锯加工位；在一垛板材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

自动升降台的同时，RGV小车运送另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待料；

退料时，电脑锯加工位的加工后板材自动送至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至

自动水平送料台，控制系统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自动退至RGV小车上。

[000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进料流程如下

步骤1、启动自动进料模式后，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2、若无板，电脑锯允许进料，RGV小车请求进料，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

RGV小车上的板材送至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直至自动水平送料台板材到位检测开关触发；

步骤3、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4、若无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5、若被触发，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送

至自动升降台；

若未被触发，则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

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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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送至自动升降台；

步骤6、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7、若有板，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电脑锯不允许进

料，RGV小车的进料请求停止；

在前述步骤3中，若检测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7；

步骤8、自动升降台逐次上升以使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逐次送至电脑锯加工位，直

至自动升降台上升使自动升降台的上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送至电脑锯加工位后，自动升降台下降到底，进料结束。

[000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5中，若未被触发，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后，先

控制自动升降台上升设定时长，再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

发；

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的过程中，每下降动作设定时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

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若未被触发，继续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退料流程如下

步骤1、启动自动退料模式后，DB中整形变量写入1，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

板；

步骤2、若自动水平送料台无板，再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3、若有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4、若被触发，控制自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

从自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平送料台；

若未被触发，则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

制自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从自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

平送料台；

步骤5、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6、若有板，控制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2；

在前述步骤1中，若检索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6；

步骤7、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反转，自动水平送料台的板材退料至RGV小车；

步骤8、检测RGV小车是否有板；

步骤9、若有板，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3；

步骤10、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停止转动；

步骤11、DB中整形变量写入0；

在前述步骤2中，若检索反馈无板，则直接进入步骤11；

直至自动升降台的板材全部退料至RGV小车，退料结束。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4中，若未被触发，先控制自动升降台上升设定时长，再控

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自动水平送料台为滚筒，所述自动升降台为液压升降台。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自动升降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

制液压油泵马达，再经过液压电磁阀控制油缸，来使升降台上升，油缸有上限和下限行程开

关，其信号反馈给PLC输入点，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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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料和退料；同时液压升降台上有一向上检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板材是否到位。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自动水平送料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

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现进料和退料，同时滚筒上有一向上检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板材

是否到位。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RGV小车由家具厂的系统控制，电脑锯的控制系统与家具

厂的系统交互信号，实现RGV小车和电脑锯的对接。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具体而言，由上述技术方案

可知，其整个控制方法完全自动化，不需人工参与，实现了智能工厂电脑锯进料退料的全自

动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传统技术中，电脑锯的进料、退料都依赖人工操作，人工成本较高，同

时，也局限了电脑锯的自动化程度之问题。

[0015] 为更清楚地阐述本发明的结构特征和功效，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

明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之实施例的控制系统图；

图2是本发明之实施例的详细控制系统图；

图3是本发明之实施例的进料控制流程图；

图4是本发明之实施例的退料控制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请参照图1至图4所示，其显示出了本发明之实施例的具体结构。

[0018] 一种电脑锯与RGV对接的控制方法，在电脑锯（例如后上料电脑锯）的进、退料侧均

设置有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还设置有RGV小车可移动式与自动水平送料台衔接，

通过电脑锯的控制系统分别控制于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所述RGV小车由家具厂的

系统控制，电脑锯的控制系统与家具厂的系统交互信号，实现RGV小车和电脑锯的对接。

[0019] 进料时，控制RGV小车运送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再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

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板材至电脑锯加工位；在一垛板材由自动水平送料台送至

自动升降台的同时，RGV小车运送另一垛板材至自动水平送料台待料；

退料时，电脑锯加工位的加工后板材自动送至自动升降台，再由自动升降台送至

自动水平送料台，控制系统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自动退至RGV小车上。

[0020] 如图3所示，进料流程如下

步骤1、启动自动进料模式后，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2、若无板，电脑锯允许进料，RGV小车请求进料，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

RGV小车上的板材送至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直至自动水平送料台板材到位检测开关触发；

步骤3、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4、若无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5、若被触发，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材送

至自动升降台；

若未被触发，则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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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正转，自动水平送料台上的板

材送至自动升降台；

步骤6、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7、若有板，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电脑锯不允许进

料，RGV小车的进料请求停止；

在前述步骤3中，若检测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7；

步骤8、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送至电脑锯加工位后，自动升降台下降到底，进料结

束。此处，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送至电脑锯加工位的过程，可以是：自动升降台逐次上升以

使自动升降台上的板材逐次送至电脑锯加工位，直至自动升降台上升使自动升降台的上限

行程开关被触发。

[0021] 步骤5中，若未被触发，停止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转动后，先控制自动升降台上

升设定时长，再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在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的过程中，每下降动作设定时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

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若未被触发，继续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

[0022] 如图4所示，退料流程如下

步骤1、启动自动退料模式后，DB中整形变量写入1，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

板；

步骤2、若自动水平送料台无板，再检测自动升降台是否有板；

步骤3、若有板，检测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是否被触发；

步骤4、若被触发，控制自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

从自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平送料台；

若未被触发，则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再控

制自动升降台、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均反转，加工后的板材从自动升降台退料至自动水

平送料台；

步骤5、检测自动水平送料台是否有板；

步骤6、若有板，控制自动升降台的电机停止转动，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2；

在前述步骤1中，若检索反馈有板，则直接进入步骤6；

步骤7、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反转，自动水平送料台的板材退料至RGV小车；

步骤8、检测RGV小车是否有板；

步骤9、若有板，此时，DB中整形变量等于3；

步骤10、控制自动水平送料台的电机停止转动；

步骤11、DB中整形变量写入0；

在前述步骤2中，若检索反馈无板，则直接进入步骤11；

直至自动升降台的板材全部退料至RGV小车，退料结束。

[0023] 步骤4中，若未被触发，先控制自动升降台上升设定时长，再控制自动升降台下降

至自动升降台的下限行程开关被触发。

[0024]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例中，所述自动水平送料台为滚筒，所述自动升降台为液压升降台。所述自

动升降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液压油泵马达，再经过液压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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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油缸，来使升降台上升，油缸有上限和下限行程开关，其信号反馈给PLC输入点，由PLC

输出点分别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现进料和退料；同时液压升降台上有

一向上检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板材是否到位。所述自动水平送料台是由PLC输出点分别

经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马达正反转，实现进料和退料，同时滚筒上有一向上检测的光电

开关，用来检测板材是否到位。通常，在进料侧的RGV小车与自动水平送料台之间、自动水平

送料台与自动升降台之间、自动升降台与电脑锯加工位之间，还可以设置推料机构；在退料

侧的电脑锯加工位与自动升降台之间、自动升降台与自动水平送料台之间、自动水平送料

台与RGV小车之间，还可以设置推料机构。所述电脑锯的控制系统可指可编程控制器（PLC）。

RGV小车是目前家具厂做智能工厂使用到的一种可以沿轨道行进，进行配送物料的小车。

RGV小车到位自动水平送料台的侧旁时，可以通过到位检测信息来反馈RGV小车到位，该信

息可接入人机交互控制单元。本发明中通过对自动水平送料台、自动升降台的控制，实现电

脑锯与RGV小车的智能对接。

[0025] 本发明的设计重点在于，其整个控制方法完全自动化，不需人工参与，实现了智能

工厂电脑锯进料退料的全自动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传统技术中，电脑锯的进料、退料都依赖

人工操作，人工成本较高，同时，也局限了电脑锯的自动化程度之问题。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

故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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