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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

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包括底板，支撑杆，气缸，

插杆，一级连接板，可固定放置架，固定架结构，

移动架结构，控制开关，一级连接杆，一级挡块和

挂钩，底板放置在移动架结构上表面的中间位

置；所述的支撑杆焊接在底板上表面的左侧；所

述的气缸螺栓连接在支撑杆右侧的下部；所述的

插杆插接在气缸的下部；所述的一级连接板螺栓

连接在插杆的下部。本实用新型固定管，一级一

级伸缩杆，调节螺栓，一级托盘和二级托盘的设

置，有利于对冲压完毕的工件进行放置；放置板，

放置管，二级伸缩杆，弹簧和防护板的设置，有利

于对需要加工的工件进行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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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该可移动的小型多功

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包括底板（1），支撑杆（2），气缸（3），插杆（4），一级连接板（5），可固

定放置架（6），固定架结构（7），移动架结构（8），控制开关（9），一级连接杆（10），一级挡块

（11）和挂钩（12），底板（1）放置在移动架结构（8）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杆（2）焊接

在底板（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气缸（3）螺栓连接在支撑杆（2）右侧的下部；所述的插杆

（4）插接在气缸（3）的下部；所述的一级连接板（5）螺栓连接在插杆（4）的下部；所述的可固

定放置架（6）螺栓连接在支撑杆（2）左侧的下部；所述的固定架结构（7）焊接在底板（1）上表

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控制开关（9）镶嵌在底板（1）正表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连

接杆（10）焊接在移动架结构（8）的右侧上部；所述的一级挡块（11）焊接在一级连接杆（10）

的右侧；所述的挂钩（12）从左到右依次焊接在一级连接杆（10）的下部；所述的可固定放置

架（6）包括固定管（61），一级一级伸缩杆（62），调节螺栓（63），一级托盘（64）和二级托盘

（65），所述的一级伸缩杆（62）插接在固定管（61）的左侧；所述的调节螺栓（63）螺纹连接在

固定管（61）和一级伸缩杆（62）的连接处；所述的一级托盘（64）焊接在一级伸缩杆（62）下部

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托盘（65）焊接在固定管（61）下部的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一级托盘（64）设置有一级绑带（641），一级魔术子贴（642）和一级魔术母贴（643），所述的一

级绑带（641）胶接在一级托盘（64）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魔术子贴（642）缝接在一级

绑带（641）后表面的上部；所述的一级魔术母贴（643）缝接在一级绑带（641）正表面的下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二级托盘（65）设置有二级绑带（651），二级魔术子贴（652）和二级魔术母贴（653），所述的有

二级绑带（651）胶接在二级托盘（65）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魔术子贴（652）缝接在二

级绑带（651）后表面的上部；所述的二级魔术母贴（653）缝接在二级绑带（651）正表面的下

部。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一级魔术子贴（642）和一级魔术母贴（643）之间相互粘贴设置。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二级魔术子贴（652）和二级魔术母贴（653）之间相互粘贴设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固定架结构（7）包括放置板（71），放置管（72），二级伸缩杆（73），弹簧（74）和防护板（75），所

述的放置管（72）分别焊接在放置板（71）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二级伸缩杆（73）插接在

放置管（72）的内部；所述的弹簧（74）一端焊接在放置管（72）的内侧，另一端焊接在防护板

（75）的内侧；所述的防护板（75）焊接在二级伸缩杆（73）的内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移动架结构（8）包括二级连接板（81），二级挡块（82），挡板（83），二级连接杆（84），握把（85）

和移动轮（86），所述的二级挡块（82）分别焊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

的挡板（83）焊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连接杆（84）焊接在二级

连接板（81）的右侧；所述的握把（85）焊接在二级连接杆（84）的右侧上部；所述的移动轮

（86）分别螺栓连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下表面的四角位置。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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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轮（86）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万向轮；所述的移动轮（86）设置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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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压力机作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

加工用冲压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使用的用于冲压、拉伸和挤压生产的装置，比如用在液压薄板下料机

处，均为电机驱动皮带轮、皮带轮带动齿轮旋转，齿轮带动曲柄机构运行的机械下料机，在

其工作时，不仅冲击振动和冲击噪声大，而且功耗高。

[0003] 但是现有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还存在着不能放置冲压完成的工件，不方便对工件

进行夹持和不方便对冲压机进行移动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

冲压机，以解决现有的冲压机不能放置冲压完成的工件，不方便对工件进行夹持和不方便

对冲压机进行移动的问题。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包括底板，支撑

杆，气缸，插杆，一级连接板，可固定放置架，固定架结构，移动架结构，控制开关，一级连接

杆，一级挡块和挂钩，底板放置在移动架结构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杆焊接在底板

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气缸螺栓连接在支撑杆右侧的下部；所述的插杆插接在气缸的下部；

所述的一级连接板螺栓连接在插杆的下部；所述的可固定放置架螺栓连接在支撑杆左侧的

下部；所述的固定架结构焊接在底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控制开关镶嵌在底板正表

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连接杆焊接在移动架结构的右侧上部；所述的一级挡块焊

接在一级连接杆的右侧；所述的挂钩从左到右依次焊接在一级连接杆的下部；所述的可固

定放置架包括固定管，一级一级伸缩杆，调节螺栓，一级托盘和二级托盘，所述的一级伸缩

杆插接在固定管的左侧；所述的调节螺栓螺纹连接在固定管和一级伸缩杆的连接处；所述

的一级托盘焊接在一级伸缩杆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托盘焊接在固定管下部的中间

位置。

[0006] 优选的，所述的一级托盘设置有一级绑带，一级魔术子贴和一级魔术母贴，所述的

一级绑带胶接在一级托盘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魔术子贴缝接在一级绑带后表面的

上部；所述的一级魔术母贴缝接在一级绑带正表面的下部。

[0007] 优选的，所述的二级托盘设置有二级绑带，二级魔术子贴和二级魔术母贴，所述的

有二级绑带胶接在二级托盘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魔术子贴缝接在二级绑带后表面

的上部；所述的二级魔术母贴缝接在二级绑带正表面的下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一级魔术子贴和一级魔术母贴之间相互粘贴设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二级魔术子贴和二级魔术母贴之间相互粘贴设置。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固定架结构包括放置板，放置管，二级伸缩杆，弹簧和防护板，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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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置管分别焊接在放置板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二级伸缩杆插接在放置管的内部；

所述的弹簧一端焊接在放置管的内侧，另一端焊接在防护板的内侧；所述的防护板焊接在

二级伸缩杆的内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移动架结构包括二级连接板，二级挡块，挡板，二级连接杆，握把和

移动轮，所述的二级挡块分别焊接在二级连接板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挡板焊接在二

级连接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连接杆焊接在二级连接板的右侧；所述的握把焊

接在二级连接杆的右侧上部；所述的移动轮分别螺栓连接在二级连接板下表面的四角位

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的移动轮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万向轮；所述的移动轮设置有多个。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开关电性连接气缸。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固定管，一级一级伸缩杆，调节螺栓，一级托盘和二级托

盘的设置，有利于对冲压完毕的工件进行放置。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放置板，放置管，二级伸缩杆，弹簧和防护板的设置，有利

于对需要加工的工件进行夹持。

[0017]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移动轮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万向轮；所述的移动轮设

置有多个，有利于对冲压机进行移动。

[0018]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一级魔术子贴和一级魔术母贴之间相互粘贴设置以及二

级魔术子贴和二级魔术母贴之间相互粘贴设置，有利于对加工完毕的工件进行固定。

[0019]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二级挡块和挡板的设置，有利于防止冲压机掉落。

[0020]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弹簧的设置，有利于起到伸缩复位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可固定放置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固定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移动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

[0026] 1、底板；2、支撑杆；3、气缸；4、插杆；5、一级连接板；6、可固定放置架；61、固定管；

62、一级伸缩杆；63、调节螺栓；64、一级托盘；641、一级绑带；642、一级魔术子贴；643、一级

魔术母贴；65、二级托盘；651、二级绑带；652、二级魔术子贴；653、二级魔术母贴；7、固定架

结构；71、放置板；72、放置管；73、二级伸缩杆；74、弹簧；75、防护板；8、移动架结构；81、二级

连接板；82、二级挡块；83、挡板；84、二级连接杆；85、握把；86、移动轮；9、控制开关；10、一级

连接杆；11、一级挡块；12、挂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28] 实施例：

[0029]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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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多功能的机械加工用冲压机，包括底板1，支撑

杆2，气缸3，插杆4，一级连接板5，可固定放置架6，固定架结构7，移动架结构8，控制开关9，

一级连接杆10，一级挡块11和挂钩12，底板1放置在移动架结构8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

支撑杆2焊接在底板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气缸3螺栓连接在支撑杆2右侧的下部；所述的

插杆4插接在气缸3的下部；所述的一级连接板5螺栓连接在插杆4的下部；所述的可固定放

置架6螺栓连接在支撑杆2左侧的下部；所述的固定架结构7焊接在底板1上表面的中间位

置；所述的控制开关9镶嵌在底板1正表面左侧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连接杆10焊接在移

动架结构8的右侧上部；所述的一级挡块11焊接在一级连接杆10的右侧；所述的挂钩12从左

到右依次焊接在一级连接杆10的下部；所述的可固定放置架6包括固定管61，一级伸缩杆

62，调节螺栓63，一级托盘64和二级托盘65，所述的一级伸缩杆62插接在固定管61的左侧；

所述的调节螺栓63螺纹连接在固定管61和一级伸缩杆62的连接处；所述的一级托盘64焊接

在一级伸缩杆62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托盘65焊接在固定管61下部的中间位置。

[003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一级托盘64设置有一级绑带641，一级魔术子贴642

和一级魔术母贴643，所述的一级绑带641胶接在一级托盘64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一级

魔术子贴642缝接在一级绑带641后表面的上部；所述的一级魔术母贴643缝接在一级绑带

641正表面的下部。

[003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二级托盘65设置有二级绑带651，二级魔术子贴652

和二级魔术母贴653，所述的有二级绑带651胶接在二级托盘65下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

级魔术子贴652缝接在二级绑带651后表面的上部；所述的二级魔术母贴653缝接在二级绑

带651正表面的下部。

[003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一级魔术子贴642和一级魔术母贴643之间相互粘

贴设置。

[003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二级魔术子贴652和二级魔术母贴653之间相互粘

贴设置。

[003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固定架结构7包括放置板71，放置管72，二级伸缩杆

73，弹簧74和防护板75，所述的放置管72分别焊接在放置板71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二

级伸缩杆73插接在放置管72的内部；所述的弹簧74一端焊接在放置管72的内侧，另一端焊

接在防护板75的内侧；所述的防护板75焊接在二级伸缩杆73的内侧。

[003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移动架结构8包括二级连接板81，二级挡块82，挡板

83，二级连接杆84，握把85和移动轮86，所述的二级挡块82分别焊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上表面

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挡板83焊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二级连接杆84

焊接在二级连接板81的右侧；所述的握把85焊接在二级连接杆84的右侧上部；所述的移动

轮86分别螺栓连接在二级连接板81下表面的四角位置。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移动轮86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万向轮；所述的移

动轮86设置有多个。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控制开关9电性连接气缸3。

[0039] 工作原理

[0040]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把需要冲压的工件放到放置板71上，然后按下控制开关9

启动气缸3带动一级连接板5下降即可对工件进行冲压，冲压结束后，把冲压好的工件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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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一级托盘64或二级托盘65上即可，若不使用冲压机时，利用握把85拉动移动轮86旋转

即可对冲压机进行移动。

[0041]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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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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