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8 2022.05·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05 179·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软磁铁氧体坯件限位与程序设计
刘应军，曾伟鑫，王鑫

江西尚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宜春 336202

摘  要：随着国内制造业自动化设备的推广，在软磁铁氧体生产中，由于压制成型的坯件在未经过高温烧结前，磁通量

较小、密度小、强度低，极易造成吸不上坯件或在叠层过程中造成坯件局部破损现象。虽然现在市面上有多种

自动排列叠层机，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磁性制造企业要实现自动化生产面临的难题。

笔者从多角度、多方位研究适合用于软磁铁氧体制造企业自动化生产，针对小规格产品需要的坯件排列限位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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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吸放坯件装置设计

在软磁铁氧体制造中，为了降低烧结成本，尽可能提

高烧结电炉产量，多采用多层叠烧的烧结方式。因此，要

将压制成型后的坯件进行叠层，由于坯件在未经烧结前，

磁通量小、密度小、机械强度低，极易造成吸不上坯件问题，

需要设计超强吸力的磁吸盘。

鉴于常见烧结电炉承烧板的尺寸是 310*310*20mm，

吸盘的最大尺寸可设计为 310*310mm，由于实际生产

中考虑叠层烧结防止上层产品散落，叠层产品的最大尺

寸只能设计到 300*300mm。因此，磁吸盘汝铁硼组

件板的外形尺寸也设计成 300*300mm，利用 300 块

30*10*4mm 的磁通强度为 4500Gs 的高强度汝铁硼强磁

块按照相邻磁场组合在 300*300*5mm 的 A3 钢板上，形

成一块超强磁吸盘。

超强磁吸盘做好后，还要设计一个能够吸合和断开磁

路的装置（见图 1），同时还要考虑磁力强弱的调节，方便

适用多规格产品，尤其是大产品自身重量重，吸力不足会

掉下来。对于小产品吸力太大，又会导致产品在吸的过程

中与吸盘壳产生碰撞而造成破损。因此，可通过增加和减

少吸盘与吸盘盒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变吸盘盒吸合坯件的

磁力大小。吸盘盒的外壳用 1.5mm 厚的不锈钢板折弯成

型后固定在支撑底板上，内部的磁板组件接两个支撑导杆，

利用一个专用联接头与吸放坯件气缸的活塞杆连接起来，

再利用电磁阀来控制气缸的推出与退回，从而实现坯件的

平稳吸放。

2、坯件叠层限位方法与程序设计

2.1  位移接近开关检测法

位移检测法是利用接近开关检测吸盘盒子接触到产品

后，上下气缸继续下行，安装在气缸活塞杆端板的检测开

关与吸盘盒的相对位置产生位移，从而检测接近开关产生

位移开关信号，接近开关发出信号给 PLC 的 X10（PLC

可采用三菱 FX1S 系列），此时 PLC 设定 S35 得电置位，

进入第 35 步进执行吸盘的吸放缸电磁阀 Y013 置位 1 通

电，吸坯缸向下推进，将吸盘下面排列整齐的产品吸合。

延时 3 秒后 Y012 置零，上下气缸的电磁阀断电，吸盘盒

整体上行，当上下缸上到位磁控 X007 检测到信号后，前

后缸后电磁阀 Y011 得电，前后缸向后运行，当前后缸运

行到后端，X006 前后缸后到位检测磁控开关检测到信号，

Y012 上下缸的电磁阀得电，上下缸开始下行，吸盘盒靠

自身的重量开始缓慢下行，当吸盘上吸住的坯件接触到承

烧板时，上下气缸继续下行，当位移检测接近开关和吸盘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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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的相对位置产生位移，位移检测开关 X010 产生控制信

号，控制 Y013 置零，吸放缸电磁阀失电，吸放缸带动磁

盘脱开磁力，同时系统对所叠层数加一，两秒后上下气缸

的电磁阀失电，上下气缸返回（见图 2、图 3）。

限位装置，当推坯缸推坯件的排数达到工艺要求设定的排数

后，上下缸电磁阀得电，上下气缸开始缓慢下行，当吸盘盒

外置的漫反射激光光电开关检测到设置与坯件高度略高（比

坯件高 2mm 左右为宜）的反光限位装置时， PLC 的 X010

收到开信号，将 S35 置位 1，进入下一步程序，吸放缸的

电磁阀供电 Y013 置位 1，吸放缸推动吸盘的磁板组件下行，

将排列整齐的坯件吸合在吸盘盒上面，然后将上下气缸的电

磁阀供电复位置零，上下气缸就立即向上返回（见图 5）。

（图 2）

（图 3）

位移检测法最大的优点是程序相对简单，检测方便。

它的缺点是容易压伤坯件，容易造成坯件暗裂，不容易发

现客户使用中可能会造成烧机等严重质量问题。

2.2  激光漫反射检测法

为了弥补自动坯件排列叠层机位移接近开关检测法导

致产品的压伤、暗裂情况等品质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采用慢反射型激光光电开关检测吸盘盒的准确吸放位置，

可选用金恩仕的 JNS12J-D15N1 型激光漫发射开关来做

检测开关，其主要性能参数（见图 4）。

（图 4）

根据设计吸盘吸放坯件的动作过程，在吸盘盒外端面安

装一个激光漫发射检测开关，在吸盘盒的外侧安装一个反光

（图 5）

当 X007 上下气缸上到位检测到信号，前后气缸后电

磁阀供电置 1，吸盘盒向后运行，当 X006 前后气缸后到

位磁控开关检测到信号时，前后气缸后电磁阀供电置零，

上下气缸电磁阀供电置 1，上下缸开始缓慢下行。

由于受原材料和烧结设备的制约，目前行业叠烧的层

数一般小于 6 层，因此，笔者将叠层的最多层数设定为 6 层，

充分利用 PLC 的高速读写存储器和高速计数功能，在上下

气缸的缓慢下行过程中，利用漫反射激光光电开关和叠放

坯件侧的限位反光装置，再配合程序进行逐层精准定位。

通过比较已推层数存储器 D142 内的数值，当 D142

的值等于 0 时，寄存器 M15 置位 1，寄存器 M16-M20

置位零 ；当 D142 的值等于 1 时，寄存器 M16 置位 1，

寄存器 M15、M17-M20 置位零；当 D142 的值等于 2 时，

寄存器 M17 置位 1，寄存器 M15、M16、M18-M20 置

位零 ；当 D142 的值等于 3 时，寄存器 M18 置位 1，寄

存器 M15-M17、M19-M20 置位零 ；当 D142 的值等于

4 时，寄存器 M19 置位 1，寄存器 M15-M18、M20 置

位零 ；当 D142 的值等于 5 时，寄存器 M20 置位 1，寄

存器 M15-M19 置位零。（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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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当上下气缸下行的过程中，漫反射激光光电开关检测

到第一个限位反射信号时，X010 对 D200 存储器自动加

1，检测到第二个限位信号时，X010 又对 D200 存储器

自动加 1，在这过程中漫反射检测开关每检测到一个信号，

D200 存储器内的数值就会自动加 1，与此同时程序会对

D200 内的数值进行比较识别，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1 时，

M35 中间寄存器工作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2 时，M34

中间寄存器工作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2 时，M34 中间

寄存器工作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3 时，M33 中间寄存

器工作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4 时，M32 中间寄存器工

作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5 时，M31 中间寄存器工作 ；

当 D200 的数值等于 2 时，M30 中间寄存器工作。（见图 7，

图 8）

（图 7）

（图 8）

在利用 PLC 的比较和运算功能对吸盘盒下降释放的位

置进行判定，吸盘盒叠第一层时，需要 D200 内的数值为

6，D142 的数值为 0 ；吸盘盒叠第二层时，需要 D200 内

的数值为 5，D142 的数值为 1 ；吸盘盒叠第三层时，需

要 D200 内的数值为 4，D142 的数值为 2 ；吸盘盒叠第

四层时，需要 D200 内的数值为 3，D142 的数值为 3 ；

吸盘盒叠第五层时，需要 D200 内的数值为 2，D142 的

数值为 4 ；吸盘盒叠第六层时，需要 D200 内的数值为 1，

D142 的数值为 5（见图 9）。

（图 9）

当漫反射激光光电开关的反射限位装置的间距刚好

略大于坯件件的高度时，就可以实现精准地将坯件件逐

层叠放到承烧板上面，当吸盘盒满足上述之一的条件后，

PLC 将 S37 置位为 1，进入下一步程序，首先时将存储

器 D142 的值自动加 1，接下来是将吸放缸的电磁阀供电

Y013 复位置零，吸放缸带动磁板组件返回，放开吸住的

坯件件，两秒将上下气缸的电磁阀供电 Y012 置位为零，

吸盘盒组件上升，同时也将存储器 D200 内的数值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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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D200的计数指令信号控制寄存器M100置位为零，

当上下气缸上到位磁控开关 X007 检测到信号时，上下气

缸的电磁阀 Y012 置位为零，同时前后缸前的电磁阀供电

Y010 置位为 1，前后气缸推动吸盘盒向前缓慢推进，当

前后缸中到位磁控开关 X005 检测到信号后，前后缸前电

磁阀 Y010 置位为零，等待下一个循环再开始重复上述动

作。（见图 10）

（图 10）

利用吸盘外置漫反射激光开关和反射限位装置，通过

PLC 的比较和计数以及运算功能来实现无接触自动叠层，

有效解决了因自动排坯导致坯件暗裂纹的现象，由于漫反

射激光光电开关是靠物体反射激光的强度来判断信号是否

有效，介于成型车间的粉尘相对大，空气湿度对反光物体

的表面也会有影响，所以该方案的不足之处是检测信号不

稳定，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2.3  激光对射检测法

为了弥补漫反射激光开关检测方法的不足，尽量减小

外部环境对检测信号的干扰，采用在一定的空间内激光对

射检测的方法来获取叠层的精准位置信息，根据机台的有

限空间和设备投入性价比最大化的原则，笔者选择了相对

稳定的国产激光对射光电开关，作为精准叠层的检测信号

开关。激光对射光电检测开关的主要性能参数（见图 11）。

的带动下，从中到位开始往前移动，当前后缸前到位检测

磁控光电 X004 检测到信号，前后缸前电磁阀供电 Y010

置位为零，上下缸电磁阀供电 Y012 置位为 1，上下缸开

始缓慢下行吸排列好的坯件件，然后上下气缸电磁阀供

电 Y012 置位为零。上下缸带动吸盘缓慢上行，当上下缸

上到位磁控检测光电检测到信号时，前后缸后电磁阀供电

Y011 置位为 1，前后缸开始向后缓慢移动，当前后缸后

到位检测磁控开关 X006 检测到信号后，前后缸后电磁阀

供电 Y011 置位为零，上下缸电磁阀供电 Y012 置位为 1，

吸盘盒在上下缸的控制下缓慢下行释放被吸到的坯件后，

上下缸电磁阀供电 Y012 置位为零，上下缸开始缓慢返回

上行，当上下缸上到位检测磁控开关检测到信号时，前后

缸前电磁阀供电Y010置位为1，前后缸开始缓慢向前移动。

当前后缸中到位磁控检测开关检测到信号时，前后缸前电

磁阀供电 Y010 置位为零，前后缸停止在前后缸的中位，

等待下一道吸坯叠层指令。这样可以将激光对射开关检测

装置设计成“U”型，中间的距离可以设置为 60mm，有

足够的空间设置叠层限位检测装置，由于整个叠层的动作

未变化，只是检测方法变化，整个过程的程序控制与漫反

射激光开关检测法的控制程序基本不变，这里就不在复述。

3、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通过上述几种方法的研究和实践，再结合现阶段软磁

铁氧体材料的工艺现状，坯件的叠层方法相对性价比较高，

采用激光对射光电检测法，它能够通过外挂检测开关，配

合 PLC 强大的记忆和运算功能，实现不接触坯件进行叠层

的吸、放操作，不会产生因叠层过程中吸放坯件时导致的

压裂现象，且适应性较强，调节方便。最主要的是投资成

本也相对低廉，有利于广泛推广。

3.2  展望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机器换人，智慧工厂的建设等

国家战略，磁性材料行业也将逐步由自动化设备来代替人

工作业，这是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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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笔者设计吸盘盒的运动路径是，当推坯排数达到设定

值时，前后缸前电磁阀 Y010 置位为 1，吸盘盒在前后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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