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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叶片成型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

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自动换模系统一

侧设置有自动上料系统，另一侧设置有自动下料

系统；自动换模系统上安装有液压成型系统；自

动上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上料料

框，上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动上料系统上

安装上料装置；自动换模系统平台上安装有滚轮

输送机构，滚动输送机构上设置有下模具，下模

具与滚动输送机构滑动连接，下模具上设置有上

模具；液压成型系统上分别安装定位结构、夹模

器和液压机；自动下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

安装有下料料框，下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

动下料系统上安装下料装置。该设备各个系统相

互配合，实现叶片的自动化生产，能大幅度提高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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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包括自动上料系统、自动换模系统、液压成型系统和

自动下料系统，其特征在于：自动换模系统一侧设置有自动上料系统，另一侧设置有自动下

料系统；

自动上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上料料框，上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动上

料系统上安装上料装置，上料装置上设有抓取机构；自动换模系统的平台机架上安装有滚

轮输送机构，滚动输送机构上设置有下模具，下模具与滚动输送机构滑动连接，下模具上设

置有上模具；

自动换模系统上安装有液压成型系统；液压成型系统上分别安装定位结构、夹模器和

液压机；自动下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下料料框，下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

动下料系统上安装下料装置，下料装置上设有抓取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上料装置上的抓取机构

底部设有数个磁力吸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磁力吸盘均布在抓取机

构底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上料料框与下料料框的

内壁上分别设有磁性分层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上模具与下模具外表

面上分别设置有数个加强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下模具两侧边设有缺

口，缺口形状与定位结构前端形状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下料装置末端的抓取

机构底部设有电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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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叶片成型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搅拌车生产过程中，搅拌车叶片的压型多由工人操作完成，整个过程需

要生产的叶片数量多，且叶片重量较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大，且比较枯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包括自动上料系统、自动换模系统、液压成型系统和自

动下料系统，自动换模系统一侧设置有自动上料系统，另一侧设置有自动下料系统；

自动上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上料料框，上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动上

料系统上安装上料装置，上料装置上设有抓取机构；自动换模系统的平台机架上安装有滚

轮输送机构，滚动输送机构上设置有下模具，下模具与滚动输送机构滑动连接，下模具上设

置有上模具；

自动换模系统上安装有液压成型系统；液压成型系统上分别安装定位结构、夹模器和

液压机；自动下料系统上设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下料料框，下料料框与导轨滑动连接，自

动下料系统上安装下料装置，下料装置上设有抓取机构。

[000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该设备包括自动上

料系统、自动换模系统、液压成型系统和自动下料系统；各部分相互配合，能够实现叶片液

压成型的自动化生产，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满足工厂大批量生产要求，具有广阔的市场空

间。

[0006] 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是：

上料装置上的抓取机构底部设有数个磁力吸盘。

[0007] 磁力吸盘均布在抓取机构底面。

[0008] 上料料框与下料料框的内壁上分别设有磁性分层器。

[0009] 上模具与下模具外表面上分别设置有数个加强筋。

[0010] 下模具两侧边设有缺口，缺口形状与定位结构前端形状一致。

[0011] 下料装置末端的抓取机构底部设有电永磁。

附图说明

[0012] 图1：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本发明实施例1自动上料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1中A部位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4：是图1中B部位局部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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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是图1中C部位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6：是图1中D部位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7：是图1中液压成型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8：本实施例2自动上料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9：本实施例4上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中：自动上料系统1、机架Ⅰ101、上料料框102、上料装置103、导轨104、磁性分层器Ⅰ

105、齿条Ⅰ106、上料底座107、第一液压缸108、第二液压缸109；自动换模系统2、平台机架

201、模具202、主链链轮203、从链轮204、减速电机205、滚轮输送机构206、上模具207、下模

具208；自动下料系统3、机架Ⅱ301、下料料框302、磁性分层器Ⅱ304；液压成型系统4、液压

机401、定位结构402、压模器403、夹模器404、加强筋405；上料机器人5、抓取机构501、磁力

吸盘502；下料机器人6、第二抓取机构601。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1至附图8以及实施例详细论述本发明：

实施例1

一种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主要由自动上料系统1、自动换模系统2、液压成型系统

4和自动下料系统3等组成；自动换模系统2一侧设置有自动上料系统1，另一侧设置有自动

下料系统3；自动换模系统2顶部中间安装有液压成型系统4。

[0014] 自动上料系统1主要由机架Ⅰ101、上料料框102和上料装置103等组成；自动上料系

统1机架Ⅰ101上部设有两根导轨104，左、右两根导轨104平行设置，导轨104上安装数个上料

料框102，上料料框102间隔设置，上料料框102可沿导轨移动，上料料框102底部设有卡槽，

可根据生产需要，将所对应的板材送至上料位置，同时还可以依据运输板材规格的不同，选

择不同的上料料框102；机架Ⅰ101的一端设置有第一减速电机205，第一减速电机205的输出

轴上安装有第一主动链轮203，机架Ⅰ101另一端设置有第一从动链轮204，第一主动链轮203

与第一从动链轮204上安装有链条，链条上设置有数个限位支板，限位支板呈“Z”型且等间

隔的设置在链条上，使得在第一减速电机205驱动下链条旋转，链条上的限位支板卡入上料

料框102底部的卡槽中，带动上料料框102沿导轨104滑动，进而实现自动上料。

[0015] 上料料框102的四个内表面上分别设有磁性分层器Ⅰ105，本实施例中，磁性分层器

Ⅰ105由湖南千豪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磁性分层器Ⅰ105安装在内表面的中间且竖直

布置，实现板材的分层，且能保证始终有一块板材悬浮在上面，同时起到定位作用；自动上

料系统1一侧安装有上料装置103，本实施例中，上料装置103采用上料机器人5，上料机器人

5选择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规格型号为R1000iA/100F的机器人；上料机

器人5末端安装有抓取机构501，抓取机构501采用矩形板，矩形板的下表面安装有9个磁力

吸盘502，磁力吸盘502采用均匀布置的方式；通过对磁力吸盘502的控制抓取板材，并通过

上料机器人5的机械手臂，将板材送至液压成型系统4中，完成自动上料。

[0016] 本实施例中，上料机器人5末端的抓取机构501也能替换为真空吸盘，通过真空吸

盘抓取板材，并通过上料机器人5的机械手臂，将板材送至液压成型系统4中，完成自动上

料。

[0017] 自动换模系统2主要由平台机架201、模具202、第二主动链轮203、第二从动链轮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433958 A

4



204和第二减速电机205等组成；平台机架201采用框架结构，框架结构的左、右两侧分别设

有长条型凹槽，长条型凹槽内安装有滚轮输送机构206，滚轮输送机构206平行对称设置。其

中，滚轮输送机构206主要由支架、滚轮和滚轮轴等组成；支架由两个平行设置的长条型钢

板组成，钢板平行安装在长条型凹槽内，且沿长度方向等间距设有安装孔，左、右两侧的安

装孔对称设置，并将滚轮轴两端分别安装在安装孔内，滚轮轴上安装有滚轮，滚轮的上平面

略高于支架与长条形凹槽的上表面，滚轮上放置相应的模具202，滚轮共同承载着模具202

的重量，模具202主要由上模具207和下模具208组成，下模具208上设置有上模具207，下模

具208底部设置凸起，下模具208两侧边分别设有三角形缺口；模具202种类具有多样化，依

据实际生产的需要选择模具202的类型。

[0018] 自动换模系统2平台机架201内侧的一端设有第二减速电机205，另一端设置有第

二从动链轮204，第二减速电机205的输出轴与第二主动链轮203连接，第二主动链轮203与

第二从动链轮204上安装有链条，链条上设有数个推板，推板等间隔设置在链条上，使得在

第二减速电机205的驱动下链条旋转，链条上的推板推动下模具208底部凸起，带动模具202

沿滚轮输送机构206移动，并配合液压成型系统4中的自动换模系统2，实现叶片模具202的

智能更换。

[0019] 自动换模系统2平台机架201中间位置设有液压成型系统4，液压成型系统4主要由

液压机支架、液压机401、夹模器404和定位结构402等组成；液压机支架安装在平台机架201

上，液压机支架的上部安装有液压机401，液压机401采用三粱四柱液压机，本实施例中，三

粱四柱液压机选择石家庄力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规格型号为Y32-500S的液压

机；三粱四柱液压机设置在液压成型系统4顶部，三粱四柱液压机401中部设有压模器403，

通过控制压模器403的上升与下降，实现压模操作。两个定位结构402分别安装在液压机支

架上，且左、右两侧的定位结构402对称设置；定位结构402前端为三角形，与下模具208侧边

缺口形状一致。

[0020] 夹模器404分别安装在液压机支架和压模器403上；夹模器404主要由限位卡块和

卡紧滑块等组成；平台支架201与压模器403一端分别安装有限位卡块，另一端分别安装有

卡紧滑块，限位卡块固定设置，卡紧滑块分别与液压机支架和压模器403滑动连接，卡紧滑

块采用液压或气动驱动；本实施例中，卡紧滑块采用液压驱动，卡紧滑块与三粱四柱液压机

相连，夹模器404由石家庄力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购买；夹模器404用于上模具207与下模具

208工作时的固定。上模具207与下模具208为扇形模具，扇形模具的四个外侧面上分别设置

多个加强筋405，用于模具202的加强与固定，增强模具202使用寿命。

[0021] 自动下料系统3主要由机架Ⅱ301、下料料框302和下料装置等组成；自动下料系统

3的机架Ⅱ301上部设置两根导轨104，左、右两根导轨104平行设置，导轨104上安装有数个

下料料框302，下料料框302间隔设置，下料料框302可沿导轨移动，下料料框6底部设有卡

槽，根据生产需要，将所对应的板材送至下料位置，同时还可以依据运输板材规格的不同，

选择不同的下料料框302；机架Ⅱ301一端设置有第三减速电机205，另一端设有第三从动链

轮204，第三减速电机205的输出轴与第三主动链轮203连接，第三主动链轮203与第三从动

链轮204上安装有链条，链条上设置有数个限位支板，限位支板呈“Z”型且等间隔的设置在

链条上，使得在第三减速电机205驱动下链条旋转，链条上的限位支板卡入下料料框302底

部的卡槽中，带动下料料框302沿导轨104滑动，进而实现自动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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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下料料框302的四个内表面上分别设有磁性分层器Ⅱ304，磁性分层器Ⅰ105由湖南

千豪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磁性分层器Ⅱ304设于内壁中间部位，实现板材的分层与

定位；自动下料系统3一侧安装有下料装置，本实施例中，下料装置采用下料机器人6，下料

机器人6选择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规格型号为R1000iA/100F的机器人；下

料机器人6末端安装有第二抓取机构601，第二抓取机构601底部设有电永磁，电永磁的外端

面采用柔性材质，利用电永磁抓取板材，并通过下料机器人6的机械手臂，将板材移至下料

料框302内，并送至下一工位，完成自动下料。

[002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中，改变原自动上料系统1与自动下料系统2的传动方式，其它结构保持不变。

[0024] 自动上料系统1主要由机架Ⅰ101、上料料框102和上料装置103等组成；自动上料系

统1机架Ⅰ101上部设有两根导轨104，左、右两根导轨104平行设置，导轨104上安装数个上料

料框102，上料料框102间隔设置，上料料框102可沿导轨104移动；自动上料系统1机架Ⅰ101

内侧设置有齿条Ⅰ；上料料框102的底部分别安装有齿轮与驱动电机Ⅰ，齿轮与驱动电机Ⅰ连

接，齿轮又与齿条Ⅰ啮合；工作时，驱动电机Ⅰ驱动齿轮旋转，齿轮与齿条Ⅰ啮合传动，带动上

料料框102沿导轨104滑行，进而实现自动上料；该自动上料系统1中驱动电机Ⅰ要实现同步

控制。

[0025] 自动下料系统3主要由机架Ⅱ301、下料料框302和下料装置等组成；自动下料系统

3的机架Ⅱ301上部设置两根导轨104，左、右两根导轨104平行设置，导轨104上安装有数个

下料料框302，下料料框302间隔设置，下料料框302可沿导轨104移动；自动下料系统3机架

Ⅱ301内侧设置有齿条Ⅱ；下料料框302的底部分别安装有齿轮与驱动电机Ⅱ，齿轮与驱动

电机Ⅱ连接，齿轮又与齿条Ⅱ啮合；工作时，驱动电机Ⅱ驱动齿轮旋转，齿轮与齿条Ⅱ啮合

传动，带动下料料框302沿导轨104滑行，进而实现自动下料；该自动下料系统3中驱动电机

Ⅱ要实现同步控制。

[0026]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中，改变液压成型系统4中夹模的实现方式，其它结构保持不变。

[0027] 去掉本实施例中的夹模器404，夹模方式改为通过电永磁固定模具的方式；即在液

压成型系统4中的上模具207与下模具208的安装面上分别安装电永磁，通过控制电永磁的

磁力，实现对上模具207与下模具208的控制。

[0028] 本实施例中的夹模方式不仅能够用于采用链条传动的自动上料系统1与自动下料

系统3，而且也能够用于采用齿轮齿条传动的自动上料系统1与自动下料系统3。

[0029] 实施例4

本实施例中，上料装置103主要由上料底座107、第一液压缸108、第二液压缸109和抓取

机构501等组成；上料底座107上安装有第一液压缸108，第一液压缸108上部设有活塞杆，活

塞杆与第二液压缸109相连，用于推动第二液压缸109的上、下移动；第二液压缸109一端通

过活塞杆与抓取机构501相连，第二液压缸109控制抓取机构501的左、右移动；该上料装置

103中第一液压缸108与第二液压缸109相互垂直。

[0030] 下料装置主要由下料底座、第一液压缸108、第二液压缸109和第二抓取机构601等

组成；下料底座上安装有第一液压缸108，第一液压缸108上部设有活塞杆，活塞杆与第二液

压缸109相连，用于推动第二液压缸109的上、下移动；第二液压缸109一端通过活塞杆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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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取机构601相连，第二液压缸109控制第二抓取机构601的左、右移动；该下料装置中第

一液压缸108与第二液压缸109相互垂直。本实施例中，其它结构保持不变。

[0031] 该搅拌车叶片自动成型设备的工作过程为：

1）利用自动换模系统2将所需模具202输送至液压成型系统4内，当下模具208的三角形

缺口与液压成型系统4中定位结构402相对时，由三粱四柱液压机401控制压模器403向下运

动，压模器403到达指定位置时，三粱四柱液压机401控制夹模器404动作，将上模具207固定

在压模器403底部，下模具208固定在液压成型系统4底部；夹模器404动作完成后，三粱四柱

液压机401控制压模器403向上运动并上升至初始位置。

[0032] 2）将叶片板材放置在上料料框102中，通过上料料框102将叶片板材运送至上料位

置，并通过自动上料系统1中的抓取机构501抓取板材，利用上料装置103将板材送至液压成

型系统4中，完成自动上料。

[0033] 3）三粱四柱液压机401控制压模器403向下运动，对叶片板材进行压型操作。

[0034] 4）叶片板材压型完成后，利用自动下料系统3中的第二抓取机构601，抓取成型叶

片；通过下料装置将成型叶片送至下料料框302中，最后将成型叶片转送至下一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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