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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一种砌块压制成型设备及使用其 的方法

< 图1 FIG.

(57) Abstract: A compression molding apparatus for bricks comprises a frame (1), a molding box (3), an upper ram (21), a sup
porting plate mechanism, a distributing vehicle (4) and a brick -receiving machine (5) arranged on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frame
(1), respectively. A horizontal working table ( 11) i s provided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frame (1). The upper ram (21) i s positioned
above the molding box (3), with the upper end thereof being connected with an oil cylinder (2) of the upper ram (21). The sup
porting plate mechanism comprises a supporting plate (6) used for closing the bottom of the molding box (3) and movably over
lapped on the horizontal working table ( 11) located under the molding box (3), and a reciprocating plate driving oil cylinder (61)
positioned beneath the distributing vehicle (4) and used for horizontally pushing and pulling the supporting plate (6) which i s con
nected to the piston head of the plate driving oil cylinder (61). The apparatus requires only one supporting plate (6), so tha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 s increased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i s decreased. A compression molding method for bricks using the appa
ratus i 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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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57) 摘要 :

一种砌块压制成型设备 ，艽包括机架 （ ) 、成型模箱 （3 ) 、上压头 （2 1 ) 、托板机构 以及相对布设在机架

( 1) 两侧的布料车 （4) 、接砖机 （5 ) ，机架 ( 1 ) 底端装设水平工作 台 （11) ，上压头 （21 ) 设在成型模箱 （3)

上 方，上压 ¾ (21 ) 上方连接有上压 ¾ 油缸 （2) ，托板机构包括一个活动叠置在成型模箱 （3 ) 下方的水平工作

台 （11) 上 并可将成型模箱 （3) 底 部封 闭的托板 （6) 和装设在布料车 （4) 下方用于水平推拉托板 （6 ) 的忭复

式送板油缸 ( 6 1 ) ，托板 （6 ) 与送板油 T ( 6 1 ) 的活塞头连接 。该设备只需配置一块托板 （6 ) ，提高 了生产效

率 ，降低 了生产成本 。还公丌了使用该设备的砌块压制成型方法 。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砌块压制成型设备及使用其的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用砌块的压制成型方法及其设备，特别是成型机托板的改

进。

背景技术

[2] 现有的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主要包括供料装置、布料装置、振动装置、成型模

箱和送托板装置及砌块输送装置，供料装置提供水泥、沙子、石粉等原料组成

的混合物料，布料装置将混合物均匀分布于成型模箱内，振动装置和上压头共

同工作将混合粉料压实成型，最后将成型的砌块脱模后通过砌块输送装置送入

下一道加工程序。

[3] 如中国发明专利CN2574867Y 公开一种砌块成型机，包括机架、油缸、上压头

、成型模箱、供料装置、送托板装置、传送成品装置等部件，机架底端设放置

托板的水平工作台，上压头设在成型模箱上方，上压头上方连接有上压头油缸

并可滑动地设置于机架两端的柱体上，成型模箱连接有成型模箱油缸并可滑动

地设置于机架两端的柱体上。使用该一种砌块成型机进行工作吋，首先将托板

放在成型模箱下方的水平工作台上，启动供料装置将物料倒入成型模箱，加压

振动成型，再将成型砌块脱模处理。脱模过程中，启动成型模箱油缸，带动成

型模箱向上运动，同吋启动上压头油缸，带动上压头向下运动，上压头和成型

模箱的相对运动将砌块推放到托板上，最后将装有砌块的托板通过传送成品装

置送入下一道加工工序。

[4] 上述现有技术的一种砌块成型机都有其缺陷：首先，生产过程中需要准备大量

托板，并通过送板机连续不断的供给，同吋需及吋回收托板利用人工操作重新

置入送板机，使工艺程序和操作难度加大，操作人员的劳动量大，降低了生产

效率，并加大了设备投入和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其克服了现有技术的



砌块成型机需要连续不断地通过送板机供给托板、人工装配托板而导致的工序

复杂、效率降低、成本加大、费吋费力等缺陷。

[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

[7] 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8] (1) 设定各部件的初始状态，首先把成型模箱定位在成型模箱上方的机架立

柱上；并将一可水平移动的托板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与成型模箱之间，此吋的托

板将成型模箱的底部封闭处于压制工位；调整上压头使其处于成型模箱的上方

[9] (2) 推进布料车至成型模箱的上部，对成型模箱进行强制布料，布料完成后

，布料车回位；

[10] (3) 启动上压头油缸，带动上压头下行压制成型模箱内的粉料，将成型模箱

内的粉料压制成型，制成砖坯，上压头油缸停止工作，并使上压头保持该压持

状态；

[11] (4) 启动托板油缸，托板油缸活塞回缩，带动托板水平移动直至完全离开成

型模箱而处于脱模工位；

[12] (5) 通过上压头、成型模箱相配合对压制后的成型砖坯进行脱模，直至成型

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置于水平工作台上；脱模完成后，上压头上行复位；

[13] (6) 启动托板油缸，将托板推进活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与成型模箱之间使其

处于压制工位，托板移动过程的同吋将所有脱模后的成型砖坯推送至接砖机上

，接砖机输出成型砖坯，完成一个工作过程；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停机。

[14] 进一步，上述成型模箱固定在机架立柱上，所述水平工作平台与成型模箱之间

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成型模箱所述步骤 （5) 中的脱模过程

包括：再次启动上压头油缸，带动上压头下行将成型砖坯推出成型模箱，成型

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置于水平工作台上。

[15] 上述成型模箱滑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立柱上，所述机架上装设有与

成型模箱相连接的升降油缸，升降油缸可带动成型模箱沿立柱上下移动；压制

工位的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间的间距小于成型砖坯的高度；所述步骤 （5)

中的脱模过程包括：启动升降油缸，带动成型模箱上行，上压头同吋下降使成



型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并置于水平工作台上，此吋处于脱模工位的成型模箱

与水平工作平台之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所述步骤 （6) 中

的托板推送到位而叠置在水平工作台而处于压制工位后，及吋启动升降油缸促

使成型模箱下行叠置在托板上恢复压制工位。

[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实现上述方法的砌块压制成型机，包括机架、成型模箱、

上压头、托板机构以及相对布设在机架两侧的布料车、接砖机，机架底端装设

水平工作台，上压头设在成型模箱上方，上压头上方连接有上压头油缸，其特

征在于：所述托板机构包括一个活动叠置在成型模箱下方的水平工作台上并可

将成型模箱底部封闭的托板和装设在布料车下方用于水平推拉托板的往复式送

板油缸，托板与送板油缸的活塞头连接。

[17] 上述成型模箱固定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上，所述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

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所述托板的厚度与成型模箱与水平

工作台之间的间距相当。

[18] 作为另一种结构形式，上述成型模箱滑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立柱上

，所述机架上装设有与成型模箱相连接的升降油缸，升降油缸可带动成型模箱

沿立柱上下移动。

[19] 本机只需布设一个托板，托板通过设在布料车下方的往复式送板油缸带动水平

进出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间，压制砌块吋，送板油缸将托板推置于水平工

作台上以封闭成型模箱下端口，压制成型后，送板油缸活塞回缩将托板回拉使

托板脱离成型模箱，成型砖坯完成脱模后置放于水平工作台上，送板油缸再次

将托板推送至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间，托板推进的过程中同吋将水平工作

台上的成型砖坯推到接砖机上，托板被推送到位吋即封闭成型模箱下端口并将

水平工作台上的所有成型砖坯推上接砖机送出，如此重复上述动作，直至压制

工作完成。

附图说明

[20] 图1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21] 图2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脱模状态示意图。

[22] 图3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输出砖坯状态示意图。



[23] 图4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脱模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24] 下面参照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25] 实施例一：

[26] 参照图1至图3。本发明的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包括机架 1、固定在机架 1顶部

的上压头油缸2、上压头2 1、成型模箱3、布料车4、接砖机5、托板6以及往复式

送板油缸6 1，机架 1底端设水平工作台11，上压头2 1设在成型模箱3的上方且与

上压头油缸2活塞连接；布料车4、接砖机5相对布设在机架 1的两侧。成型模箱3

通过锁定装置固定安装水平工作台11与上压头2 1之间的机架 1立柱上，固定后的

成型模箱3与水平工作平台11之间具有可供成型砖坯通过的间距，且该间距与成

型模箱3的高度相当。托板6的厚度与成型模箱3相当，托板6可水平移动地配合

在水平工作台11与成型模箱3之间，并将成型模箱3的底部封闭；布料车4下方的

机架 1上固装有水平轨道60，该水平轨道60的顶面与水平工作台11顶面齐平；上

述托板油缸6 1固定在水平轨道60的后端部，托板油缸6 1的活塞与托板6固定连接

。托板油缸6 1可水平推拉托板6，促使托板6滑动配合在水平轨道60上进出水平

工作台11与成型模箱3之间。

[27] 参考图1至图3。使用本砌块压制成型机制备砌块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28] (1) 参照图1，设定各部件的初始状态，首先把成型模箱3调整至机架 1立柱上

的适当位置，用锁定装置将其两端锁紧在立柱上，此吋处于压制工位的成型模

箱3与水平工作平台11之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7通过的间距；并使托板6活动

配合在水平工作台11与成型模箱3之间，此吋的托板6将成型模箱3的底部封闭处

于压制工位；调整上压头使其处于成型模箱3的上方；

[29] (2) 推进布料车4至成型模箱3的上部，对成型模箱3进行强制布料，布料完成

后，布料车4回位；

[30] (3) 启动上压头油缸2，带动上压头2 1下行压制成型模箱3内的粉料，将成型

模箱3内的粉料压制成型，制成砖坯，上压头油缸2停止工作，并使上压头保持

该压持状态；

[31] (4) 启动托板油缸6 1，托板油缸6 1活塞回缩，带动托板6沿水平轨道顶面滑动



水平移动直至完全离开成型模箱3处于脱模工位；

[32] (5) 参照图2。再次启动上压头油缸6 1，带动上压头下行将成型砖坯7推出成

型模箱，成型砖坯7完全脱离成型模箱置于水平工作台11上；成型砖坯7脱模后

，上压头油缸6 1活塞回缩带动上压头6上行复位；

[33] (6) 参照图3。启动托板油缸6 1，将托板6推至水平工作台11与成型模箱3之间

使其处于压制工位，托板6移动过程的同吋将所有脱模后的成型砖坯7推送至接

砖机5上，接砖机5输出成型砖坯7，完成一个工作过程；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停

机。

[34] 实施例二：

[35] 参照图4。本实施实例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成型模箱3滑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

上方的机架 1立柱上，机架 1上装设有与成型模箱3相连接的升降油缸3 1，升降油

缸3 1可带动成型模箱3沿立柱上下移动，以完成配合上压头2 1压制成型砖坯的脱

模。托板6为常规托板，处于压制工位的成型模箱3与水平工作平台11之间的间

距小于成型砖坯7的高度。

[36] 参照图4并参考图1至图3。本实施例二提供的砌块压制成型机的工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37] (1) 设定各部件的初始状态，首先通过升降油缸3 1将成型模箱3调整至机架 1

立柱上的适当位置，此吋处于压制工位的成型模箱3与水平工作台11之间的间距

；并将一常规托板6活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11与成型模箱3之间，此吋的托板6将

成型模箱3的底部封闭处于压制工位；调整上压头使其处于成型模箱3的上方；

[38] (2) 推进布料车4至成型模箱3的上部，对成型模箱3进行强制布料，布料完成

后，布料车4回位；

[39] (3) 启动上压头油缸2，带动上压头2 1下行压制成型模箱3内的粉料，将成型

模箱3内的粉料压制成型，制成砖坯，上压头油缸2停止工作，并使上压头保持

该压持状态；

[40] (4) 启动托板油缸6 1，托板油缸6 1活塞回缩，带动托板6沿水平轨道60顶面滑

动水平移动直至完全离开成型模箱3；

[41] (5) 参照图4。启动升降油缸3 1，带动成型模箱3上行，上压头2 1同吋下降使



成型砖坯7完全脱离成型模箱3并置于水平工作台11上；成型砖坯7脱模后，上压

头油缸6 1活塞回缩带动上压头6上行复位；

[42] (6) 启动托板油缸6 1，将托板6推至水平工作台11上使其处于压制工位，托板

6移动过程的同吋将所有脱模后的成型砖坯7推送至接砖机5上，接砖机5输出成

型砖坯7 ;

[43] (7) 启动升降油缸3 1，带动成型模箱3复位而叠置在托板6上处于压制工位，

完成一个工作过程；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停机。

[44]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

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工业实用性

[45] 本机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设置连续输送托板的送板机和大量的托板，也无需为托

板的收集、分发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了设备投入和生产成本；与传统

技术相比，简化了工艺程序和操作难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方法，由砌块压制成型机成型制作，成型机包

括机架、成型模箱、上压头、托板机构以及相对布设在机架两侧

的布料车、接砖机，机架底端装设水平工作台，上压头设在成型

模箱上方，上压头上方连接有上压头油缸，所述托板机构包括一

个活动叠置在成型模箱下方的水平工作台上并可将成型模箱底部

封闭的托板和装设在布料车下方用于水平推拉托板的往复式送板

油缸，托板与送板油缸的活塞头连接；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 设定各部件的初始状态，首先把成型模箱定位在成型模箱上

方的机架立柱上；并将一可水平移动的托板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与

成型模箱之间，此吋的托板将成型模箱的底部封闭处于压制工位

；调整上压头使其处于成型模箱的上方；

(2) 推进布料车至成型模箱的上部，对成型模箱进行强制布料，

布料完成后，布料车回位；

(3) 启动上压头油缸，带动上压头下行压制成型模箱内的粉料，

将成型模箱内的粉料压制成型，制成砖坯，上压头油缸停止工作

，并使上压头保持该压持状态；

(4) 启动托板油缸，托板油缸活塞回缩，带动托板水平移动直至

完全离开成型模箱而处于脱模工位；

(5) 通过上压头、成型模箱相配合对压制后的成型砖坯进行脱模

，直至成型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置于水平工作台上；脱模完成

后，上压头上行复位；

(6) 启动托板油缸，将托板推进活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与成型模

箱之间使其处于压制工位，托板移动过程的同吋将所有脱模后的

成型砖坯推送至接砖机上，接砖机输出成型砖坯，完成一个工作

过程；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停机。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模箱固定在机



架立柱上，所述水平工作平台与成型模箱之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

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成型模箱所述步骤 （5) 中的脱模过程包括

：再次启动上压头油缸，带动上压头下行将成型砖坯推出成型模

箱，成型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置于水平工作台上。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模箱滑动配合

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立柱上，所述机架上装设有与成型模箱

相连接的升降油缸，升降油缸可带动成型模箱沿立柱上下移动；

压制工位的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间的间距小于成型砖坯的高

度；所述步骤 （5) 中的脱模过程包括：启动升降油缸，带动成型

模箱上行，上压头同吋下降使成型砖坯完全脱离成型模箱并置于

水平工作台上，此吋处于脱模工位的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平台之

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所述步骤 （6) 中的托

板推送到位而叠置在水平工作台而处于压制工位后，及吋启动升

降油缸促使成型模箱下行叠置在托板上恢复压制工位。

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包括机架、成型模箱、上压头、托板机构

以及相对布设在机架两侧的布料车、接砖机，机架底端装设水平

工作台，上压头设在成型模箱上方，上压头上方连接有上压头油

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板机构包括一个活动叠置在成型模箱下

方的水平工作台上并可将成型模箱底部封闭的托板和装设在布料

车下方用于水平推拉托板的往复式送板油缸，托板与送板油缸的

活塞头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成

型模箱固定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上，所述成型模箱与水平工

作台之间具有可供单块成型砖坯 自由通过的间距，所述托板的厚

度与成型模箱与水平工作台之间的间距相当。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砌块压制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成

型模箱滑动配合在水平工作台上方的机架立柱上，所述机架上装

设有与成型模箱相连接的升降油缸，升降油缸可带动成型模箱沿



立柱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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