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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

合装置，包括工作台、转动电机、PCL控制器和自

动喷胶枪，所述工作台下端四角处设置有支柱，

所述支柱有四个，所述工作台上端一侧设置有滑

槽，所述滑槽上端一侧设置有挡板一，所述滑槽

上端另一侧设置有挡板二，所述挡板一和所述挡

板二均与所述滑槽连接处设置有滑块，所述挡板

一和所述挡板二上端两侧均设置有阻滑螺栓。有

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通过工作台、承载柱以

及承载板的设计，能够使复合装置采用小型机械

结构，可以为一些小型材料进行使用，从而避免

材料的浪费，通过PCL控制器以及转动电机的设

计，能够使复合装置独立进行作业，避免人工配

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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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1)、转动电机(11)、PCL控

制器(13)和自动喷胶枪(19)，所述工作台(1)下端四角处设置有支柱(2)，所述支柱(2)有四

个，所述工作台(1)上端一侧设置有滑槽(3)，所述滑槽(3)上端一侧设置有挡板一(4)，所述

滑槽(3)上端另一侧设置有挡板二(5)，所述挡板一(4)和所述挡板二(5)均与所述滑槽(3)

连接处设置有滑块(6)，所述挡板一(4)和所述挡板二(5)上端两侧均设置有阻滑螺栓(7)，

所述工作台(1)一侧壁上设置有承载柱(8)，所述承载柱(8)一侧壁上设置有电源接口(9)，

所述承载柱(8)另一侧壁上设置有操作面板(10)，所述承载柱(8)上端设置有所述转动电机

(11)，所述转动电机(11)的传动输出端设置有承载板(12)，所述承载板(12)上端一侧设置

有所述PCL控制器(13)，所述承载板(12)下端一侧设置有电动推杆(14)，所述电动推杆(14)

下端设置有吸盘(15)，所述承载板(12)上端另一侧设置有凹槽(16)，所述凹槽(16)内一侧

设置有通气孔(17)，所述凹槽(16)内另一侧设置有电动挡片(18)，所述承载柱(8)与所述操

作面板(10)相对应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自动喷胶枪(1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

与所述支柱(2)通过螺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3)成

型于所述工作台(1)上，所述滑槽(3)与所述挡板一(4)滑动连接，所述滑槽(3)与所述挡板

二(5)滑动连接，所述滑块(6)均成型于所述挡板一(4)和所述挡板二(5)上，所述阻滑螺栓

(7)均与所述挡板一(4)和所述挡板二(5)通过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

与所述承载柱(8)通过螺栓连接，所述电源接口(9)成型于所述承载柱(8)上，所述承载柱

(8)与所述操作面板(10)插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柱(8)

与所述转动电机(11)通过螺钉连接，所述承载板(12)与所述PCL控制器(13)通过螺钉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板(12)

与所述电动推杆(14)通过螺栓连接，所述电动推杆(14)与所述吸盘(15)粘接，所述凹槽

(16)成型于所述承载板(12)上，所述通气孔(17)贯穿所述电动推杆(14)，所述凹槽(16)与

所述电动挡片(18)通过螺钉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柱(8)

与所述自动喷胶枪(19)通过螺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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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复合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铝塑板又称铝塑复合板，作为一种新型装饰材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

初从德国引进到中国，便以其经济性、可选色彩的多样性、便捷的施工方法、优良的加工性

能、绝佳的防火性及高贵的品质，迅速受到人们的青睐，铝塑复合板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

能，决定了其广泛用途：它可以用于大楼外墙、帷幕墙板、旧楼改造翻新、室内墙壁及天花板

装修、广告招牌、展示台架、净化防尘工程，属于一种新型建筑装饰材料，在铝塑板的生产加

工中需要用到复合装置。

[0003] 目前现有的复合装置大多都是大型机械的生产线，导致一些小型材料无法使用，

从而造成材料的浪费，同时现有的复合装置大多需要人工配合进行工作，导致装置的工作

效率较低，因此急需一种新型的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来解决这些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现提出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解决了现有的复

合装置大多都是大型机械的生产线，导致一些小型材料无法使用，从而造成材料的浪费，同

时现有的复合装置大多需要人工配合进行工作，导致装置工作效率较低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

装置，包括工作台、转动电机、PCL控制器和自动喷胶枪，所述工作台下端四角处设置有支

柱，所述支柱有四个，所述工作台上端一侧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上端一侧设置有挡板一，

所述滑槽上端另一侧设置有挡板二，所述挡板一和所述挡板二均与所述滑槽连接处设置有

滑块，所述挡板一和所述挡板二上端两侧均设置有阻滑螺栓，所述工作台一侧壁上设置有

承载柱，所述承载柱一侧壁上设置有电源接口，所述承载柱另一侧壁上设置有操作面板，所

述承载柱上端设置有所述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传动输出端设置有承载板，所述承载

板上端一侧设置有所述PCL控制器，所述承载板下端一侧设置有电动推杆，所述电动推杆下

端设置有吸盘，所述承载板上端另一侧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内一侧设置有通气孔，所述凹

槽内另一侧设置有电动挡片，所述承载柱与所述操作面板相对应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自动

喷胶枪。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工作台、所述承载柱以及所述承载板的设计，能够使

复合装置采用小型机械结构，可以为一些小型材料进行使用，从而避免材料的浪费，所述

PCL控制器以及所述转动电机的设计，能够使复合装置独立进行作业，避免人工配合，从而

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工作台与所述支柱通过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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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装置更加稳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滑槽成型于所述工作台上，所述滑槽与所述挡板一滑动连接，所述

滑槽与所述挡板二滑动连接，所述滑块均成型于所述挡板一和所述挡板二上，所述阻滑螺

栓均与所述挡板一和所述挡板二通过螺纹连接。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装置对铝板进行限位，从而提高复合的精度。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工作台与所述承载柱通过螺栓连接，所述电源接口成型于所述承

载柱上，所述承载柱与所述操作面板插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装置的操作更加便捷。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承载柱与所述转动电机通过螺钉连接，所述承载板与所述PCL控制

器通过螺钉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装置独立进行作业，避免人工配合，从而提高工作

人员的工作效率。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承载板与所述电动推杆通过螺栓连接，所述电动推杆与所述吸盘

粘接，所述凹槽成型于所述承载板上，所述通气孔贯穿所述电动推杆，所述凹槽与所述电动

挡片通过螺钉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吸盘可以使需要进行复合的铝板吸附，避免人工取

放。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承载柱与所述自动喷胶枪通过螺钉连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自动喷胶枪采用德国沃德WA‑400型号，通过所述PCL

控制器可以替代人工进行喷胶。

[0021] (三)有益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为解决现有的复合装置大多都是大型机械的生产线，导致一些小型材料无法使

用，从而造成材料的浪费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工作台、承载柱以及承载板的设计，能够

使复合装置采用小型机械结构，可以为一些小型材料进行使用，从而避免材料的浪费。

[0024] 2、为解决现有的复合装置大多需要人工配合进行工作，导致装置的工作效率较低

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PCL控制器以及转动电机的设计，能够使复合装置独立进行作业，

避免人工配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的右视图；

[0027]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中图1中A处放大图；

[0028]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的电路框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30] 1、工作台；2、支柱；3、滑槽；4、挡板一；5、挡板二；6、滑块；7、阻滑螺栓；8、承载柱；

9、电源接口；10、操作面板；11、转动电机；12、承载板；13、PCL控制器；14、电动推杆；15、吸

盘；16、凹槽；17、通气孔；18、电动挡片；19、自动喷胶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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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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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32] 如图1‑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铝塑板加工用的复合装置，包括工作台1、转动

电机11、PCL控制器13和自动喷胶枪19，工作台1下端四角处设置有支柱2，支柱2有四个，工

作台1上端一侧设置有滑槽3，滑槽3上端一侧设置有挡板一4，滑槽3上端另一侧设置有挡板

二5，挡板一4和挡板二5均与滑槽3连接处设置有滑块6，挡板一4和挡板二5上端两侧均设置

有阻滑螺栓7，工作台1一侧壁上设置有承载柱8，承载柱8一侧壁上设置有电源接口9，承载

柱8另一侧壁上设置有操作面板10，承载柱8上端设置有转动电机11，转动电机11的传动输

出端设置有承载板12，承载板12上端一侧设置有PCL控制器13，承载板12下端一侧设置有电

动推杆14，电动推杆14下端设置有吸盘15，承载板12上端另一侧设置有凹槽16，凹槽16内一

侧设置有通气孔17，凹槽16内另一侧设置有电动挡片18，承载柱8与操作面板10相对应的侧

壁上设置有自动喷胶枪19，工作台1、承载柱8以及承载板12的设计，能够使复合装置采用小

型机械结构，可以为一些小型材料进行使用，从而避免材料的浪费，PCL控制器13以及转动

电机11的设计，能够使复合装置独立进行作业，避免人工配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

率。

[0033] 如图1‑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工作台1与支柱2通过螺栓连接，能够使装置更加稳

定，滑槽3成型于工作台1上，滑槽3与挡板一4滑动连接，滑槽3与挡板二5滑动连接，滑块6均

成型于挡板一4和挡板二5上，阻滑螺栓7均与挡板一4和挡板二5通过螺纹连接，能够使装置

对铝板进行限位，从而提高复合的精度，工作台1与承载柱8通过螺栓连接，电源接口9成型

于承载柱8上，承载柱8与操作面板10插接，能够使装置的操作更加便捷，承载柱8与转动电

机11通过螺钉连接，承载板12与PCL控制器13通过螺钉连接，能够使装置独立进行作业，避

免人工配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承载板12与电动推杆14通过螺栓连接，电动推

杆14与吸盘15粘接，凹槽16成型于承载板12上，通气孔17贯穿电动推杆14，凹槽16与电动挡

片18通过螺钉连接，吸盘15可以使需要进行复合的铝板吸附，避免人工取放，承载柱8与自

动喷胶枪19通过螺钉连接，自动喷胶枪19采用德国沃德WA‑400型号，通过PCL控制器13可以

替代人工进行喷胶。

[0034]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在工作前，工作人员首先通过滑槽3将挡板一4和

挡板二5进行调整，使装置可以对需要复合的铝板进行限位，确保装置的工作精度，并将需

要复合的铝板放置在装置一侧，便于装置取用，然后通过操作面板10对PCL控制器13进行指

令输入，通过PCL控制器13可以使装置独立自动工作，避免人工配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

工作效率，在工作时，PCL控制器13控制转动电机11工作，带动承载板12旋转至一侧，然后控

制电动推杆14进行延伸，使吸盘15可以吸附需要符合的铝板，然后复位至工作台1上，控制

电动推杆14延伸，将铝板放置在挡板一4和挡板二5之间，控制电动推片18使通气孔17可以

为吸盘15充气，从而使铝板可以脱离吸盘15，然后控制自动喷胶枪19为铝板进行均匀喷胶，

转动电机11再次工作，重复上述步骤，将第二块铝板按压在已经喷胶的铝板上，静置胶水效

果发挥后，通过吸盘15吸附已经复合的铝板，转动电机11将带动承载板12旋转至另一侧放

置铝板，然后重复以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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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

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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