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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
装，
包括有压制工作台，
压制工作台的进出料端
分别安装有输送压辊 ，压制工作台上安装有下
模 ，下模上架设有可移动的上模和取料吸盘机
构，
下模的模腔以及上模的冲头中分别分布有出
气孔，
上模和取料吸盘机构分别通过滑座安装在
同一丝杆上，
且其之间间隔一定距离，
压制工作
台的外侧位于取料吸盘机构的一侧设有接料装
置，
下模两端的压制工作台分别设有开槽，
所述
开槽中分别安装有可升降的顶升轴，
顶升轴上套
装有套筒。本发明人工劳动强度小，
省时省力，
工
作效率高，
而且可避免下料后输送时锡箔纸容易
出现紧贴在下模边缘处，
从而确保了锡箔纸进料
的稳定性，
保证了下料质量，
满足了批量加工生
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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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包括有压制工作台，
所述压制工作台的进出料端分
别安装有输送压辊，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制工作台上安装有下模，
所述下模上架设有可移动
的上模和取料吸盘机构，
所述的下模的模腔以及上模的冲头中分别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上
模和取料吸盘机构分别通过滑座安装在同一丝杆上，
且其之间间隔一定距离，
所述压制工
作台的外侧位于取料吸盘机构的一侧设有接料装置，
所述下模两端的压制工作台分别设有
开槽，
所述开槽中分别安装有可升降的顶升轴，
所述顶升轴上套装有套筒，
所述下模的模腔
中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下模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上模的冲头中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上模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气腔的进气口与鼓风系统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
接，
所述的接料装置包括有可升降的接料板，
所述接料板的上方四周架设有一定高度的围
板，
所述围板的上端口部的侧壁上分布有出气口，
所述出气口通过管道连接至混合管道，
所
述混合管道的进气口与鼓风机的出气口连通，
所述接料板的升降通过其底端的气缸驱动，
所述上模的移动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所述气缸安装在对应的滑座的底端部，
所述上模的
且其伸出端安装有限位块，
上端部设有导向杆，
所述导向杆的上端部穿过滑座对应处的孔，
所述的取料吸盘机构包括有可升降的吸盘固定板，
所述吸盘固定板的下端面安装有间隔分
布的吸盘，
所述吸盘固定板的升降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丝杆的一侧设
有导杆，
所述上模和吸盘取料机构对应的滑座上分别设有与导杆导向配合的导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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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锡箔纸盘生产加工领域，
主要涉及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锡箔纸盘在批量加工生产中，
其下料过程大都是通过模具直接进行
下料，
下料之后直接将上模抬起即可，
然而由于锡箔纸比较轻盈，
上模抬起的一瞬间料片则
有可能会随着上模一起向上移动，
其由于重力作用下降时，
容易偏移原位置，
从而影响取料
装置的取料和放置，
因此现有的取料方式大都是通过专人取料然后再堆垛整齐，
其人工劳
由于下料过程
动强度大，
费时费力，
工作效率低，
下料之后，
需要从下一段锡箔纸进行下料，
中的压力，
锡箔纸容易出现紧贴在下模边缘处，
从而影响下一段的进料的平稳性，
影响下料
质量，
不能满足大批量加工生产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已有技术的缺陷，
提供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可避免下料后输送时锡箔纸容易出现紧贴在下模边缘处，
从而确保了锡箔纸进料的稳定
性，
保证了下料质量。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包括有压制工作台，
所述压制工作台的进出料端
分别安装有输送压辊，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制工作台上安装有下模，
所述下模上架设有可移
动的上模和取料吸盘机构，
所述的下模的模腔以及上模的冲头中分别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
上模和取料吸盘机构分别通过滑座安装在同一丝杆上，
且其之间间隔一定距离，
所述压制
工作台的外侧位于取料吸盘机构的一侧设有接料装置，
所述下模两端的压制工作台分别设
有开槽，
所述开槽中分别安装有可升降的顶升轴，
所述顶升轴上套装有套筒。
[0006] 所述下模的模腔中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下模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上
模的冲头中分布有出气孔，
所述上模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气腔的进气口与鼓
风系统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接。
[0007] 所述的丝杆的一侧设有导杆，
所述上模和吸盘取料机构对应的滑座上分别设有与
导杆导向配合的导向孔。
[0008] 所述上模的移动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所述气缸安装在对应的滑座的底端部，
所
述上模的上端部设有导向杆，
所述导向杆的上端部穿过滑座对应处的孔，
且其伸出端安装
有限位块。
[0009] 所述的取料吸盘机构包括有可升降的吸盘固定板，
所述吸盘固定板的下端面安装
有间隔分布的吸盘，
所述吸盘固定板的升降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0010] 所述的接料装置包括有可升降的接料板，
所述接料板的上方四周架设有一定高度
的围板，
所述围板的上端口部的侧壁上分布有出气口，
所述出气口通过管道连接至混合管
道，
所述混合管道的进气口与鼓风机的出气口连通，
所述接料板的升降通过其底端的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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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0011]

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压制工作台两端的输送压辊对待下料的锡箔纸进行输送，
当
通过丝杆驱动滑座移动，
使安装上模的滑座移动到相
其达到相应的位置，
对其进行下料时，
应位置，
然后通过气缸驱动上模移动，
完成下料动作后，
向上模的冲头以及下模的模腔内的
出气孔中通气，
从而对下料片的上下端面进行作用，
避免其随上模一起向上移动，
而且力的
作用可保证料片的稳定性，
从而避免其发生偏斜；
整个装置中，
其取料通过与上模同步运动
的取料吸盘机构的结构，
可完成吸盘取料的动作，
将取到的料依次放置到接料板上进行叠
加放置，
过程中不需要专人取料然后再堆垛整齐，
其人工劳动强度小，
省时省力，
工作效率
高，
同时接料板通过气缸驱动升降，
可满足堆垛各种高度的要求，
通过围板一方面可对料片
进行限位方便放置，
另一方面通过其口部的出气口，
可使料片脱离吸盘后稳定的下落至接
料板上，
通过压制工作台两端可升降的顶升轴的结构，
可避免下料后输送时锡箔纸容易出
现紧贴在下模边缘处，
从而确保了锡箔纸进料的稳定性，
使待下料处平铺，
保证了下料质
量，
满足了批量加工生产的需要。
[0012]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3] 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
通过出气孔的风力作用，
可避免其随上模一起向上移动，
而
且力的作用可保证料片的稳定性，
从而避免其发生偏斜，
通过取料吸盘机构，
过程中不需要
专人取料然后再堆垛整齐，
其人工劳动强度小，
省时省力，
工作效率高，
而且可避免下料后
输送时锡箔纸容易出现紧贴在下模边缘处，
从而确保了锡箔纸进料的稳定性，
使待下料处
平铺，
保证了下料质量，
满足了批量加工生产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见附图。
[0017] 一种锡箔纸盘的冲孔下料工装，
包括有压制工作台1，
所述压制工作台1的进出料
端分别安装有输送压辊2，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制工作台1上安装有下模3，
所述下模3上架设
有可移动的上模4和取料吸盘机构5，
所述的下模3的模腔以及上模4的冲头中分别分布有出
气孔6，
所述上模4和取料吸盘机构5分别通过滑座安装在同一丝杆7上，
且其之间间隔一定
距离，
所述压制工作台1的外侧位于取料吸盘机构5的一侧设有接料装置8，
所述下模3两端
的压制工作台1分别设有开槽9，
所述开槽中分别安装有可升降的顶升轴10，
所述顶升轴10
上套装有套筒11。
[0018] 所述下模3的模腔中分布有出气孔6，
所述下模3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
上模4的冲头中分布有出气孔6，
所述上模4内设有与出气孔连通的气腔，
所述气腔的进气口
与鼓风系统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接。
[0019] 所述的丝杆7的一侧设有导杆12，
所述上模4和吸盘取料机构5对应的滑座13上分
别设有与导杆导向配合的导向孔。
[0020] 所述上模4的移动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所述气缸安装在对应的滑座的底端部，
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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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上模的上端部设有导向杆14，
所述导向杆14的上端部穿过滑座对应处的孔，
且其伸出端
安装有限位块15。
[0021] 所述的取料吸盘机构5包括有可升降的吸盘固定板5‑1，
所述吸盘固定板5‑1的下
端面安装有间隔分布的吸盘5‑2，
所述吸盘固定板5‑1的升降由其上方的气缸驱动。
[0022] 所述的接料装置8包括有可升降的接料板8‑1，
所述接料板8‑1的上方四周架设有
一定高度的围板8‑2，
所述围板8‑2的上端口部的侧壁上分布有出气口8‑3，
所述出气口8‑3
通过管道连接至混合管道8‑4，
所述混合管道8‑4的进气口与鼓风机的出气口连通，
所述接
料板8‑1的升降通过其底端的气缸8‑5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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