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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

机，包括第一安装座、平衡气缸、升降臂、第二安

装座，所述第一安装座上设有竖直线轨，升降臂

可沿竖直线轨上下滑移；第一安装座一侧设置平

衡气缸，另一侧设置丝杆传动机构；所述第二安

装座一侧与升降臂固定连接，另一侧设有水平线

轨；所述第二安装座上设有水平线轨的一侧还连

接有取件机构和喷雾机构；所述取件机构包括第

三安装座、取件倍速机构，第三安装座可沿水平

线轨左右平移；所述喷雾机构包括第四安装座、

喷雾倍速机构，第四安装座可沿水平线轨左右平

移。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结

构小巧美观重量轻，方便设备维护保养；可实现

上下、左右、前后多方位移动，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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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安装座（1）、平衡气缸（5）、升降臂

（6）、第二安装座（2），所述第一安装座（1）上设有竖直线轨（11），升降臂（6）内侧设有第一滑

块，第一滑块可沿竖直线轨（11）上下滑移；第一安装座（1）一侧设置平衡气缸（5），另一侧设

置丝杆传动机构；

所述第二安装座（2）一侧与升降臂（6）固定连接，另一侧设有水平线轨（21）；所述第二

安装座（2）上设有水平线轨（21）的一侧还连接有取件机构（3）和喷雾机构（4）；所述取件机

构（3）包括第三安装座（31）、取件倍速机构，第三安装座（31）后侧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

可沿水平线轨（21）左右平移；所述喷雾机构（4）包括第四安装座（41）、喷雾倍速机构，第四

安装座（41）后侧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可沿水平线轨（21）左右平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取件倍速机构包

括取件主臂（32）、取件副臂（34）、第一伺服电机（33）、第一同步轮，第一伺服电机（33）输出

轴连接第一同步轮，通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动取件主臂（32）前后

移动；取件主臂（32）外侧设有第一固定板（35），取件副臂（34）安装在第一固定板（35）上，第

一固定板（35）与第三安装座（31）之间设有第一从传动同步带；所述取件副臂（34）端部设有

取件夹头（3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主传动同步

带绕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同步轮啮合，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取件主臂（32）上；

所述第一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三安装座（31）连接，下侧与第一固定板（35）连接；第三

安装座（31）上设有第三滑块，取件主臂（32）面向第三安装座（31）的一侧设有第一主臂线轨

（38），第三滑块可沿第一主臂线轨（38）滑动；第一固定板（35）内侧设有第四滑块，取件主臂

（32）面向第一固定板（35）的一侧设有第一副臂线轨（36），第四滑块可沿第一副臂线轨（36）

滑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雾倍速机构包

括喷雾主臂（42）、喷雾副臂（44）、第二伺服电机（43）、第二同步轮，第二伺服电机（43）输出

轴连接第二同步轮，通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动喷雾主臂（42）前后

移动；喷雾主臂（42）外侧设有第二固定板（45），喷雾副臂（44）安装在第二固定板（45）上，第

二固定板（45）与第四安装座（41）之间设有第二从传动同步带；所述喷雾副臂（44）端部设有

喷头组件（4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主传动同步

带绕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同步轮啮合，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喷雾主臂（42）上；

第二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四安装座（41）连接，下侧与第二固定板（45）连接；第四安装

座（41）上设有第五滑块，喷雾主臂（42）面向第四安装座（41）的一侧设有第二主臂线轨

（48），第五滑块可沿第二主臂线轨（48）滑动；第二固定板（45）内侧设有第六滑块，喷雾主臂

（42）面向第二固定板（45）的一侧设有第二副臂线轨（46），第六滑块可沿第二副臂线轨（46）

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组件（47）设

有多个喷雾回路和一个吹气回路。

7.根据权利要求1、3、5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三滑块、第四滑块、第五滑块、第六滑块表面均设有凹形槽，滑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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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凹形槽与线轨嵌合，滑块可沿着线轨滑动；具体地第一滑块与竖直线轨嵌合，第二滑块与

水平线轨嵌合，第三滑块与第一主臂线轨嵌合，第四滑块与第一副臂线轨嵌合，第五滑块与

第二主臂线轨嵌合，第六滑块与第二副臂线轨嵌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杆传动机构包

括固定板（71）、传动丝杆（73）、主传动电机（72）、螺母与螺母座（77）、传动带（76）、主动轮

（74）、从动轮（75），主传动电机（72）固定在固定板（71）上，主传动电机（72）输出轴连接主动

轮（74），传动带（76）位于主动轮（74）与从动轮（75）之间，从动轮（75）连接传动丝杆（73），螺

母套置在传动丝杆（73）上，螺母座（77）设置在螺母外；所述螺母座（77）与升降臂（6）固定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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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属于压铸机械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压铸机就是在压力作用下把熔融金属液压射到模具中冷却成型，开模后得到固体

金属铸件的一系列工业铸造机械，最初用于压铸铅字。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进步，尤

其是随着汽车、摩托车以及家用电器等工业的发展，又从节能、节省原材料诸方面出发，压

铸技术已获得极其迅速的发展。

[0003] 目前，国内压铸机压铸岛周边自动化设备中，压铸后产品取件和喷雾方式主要有

三类，第一类是普通取件机和二轴喷雾或三轴喷雾机，第二类是取件和喷雾集成在一起的

四轴喷雾机，第三类是工业机器人进行喷雾取件。这三类方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类的

喷雾机只能机械地从上面进入模具型腔进行喷涂，喷涂时可上下运动、前后或左右运动，每

个方向不能联动，不能适应复杂模具及喷涂工艺要求高的场合，取件机固定的运行轨迹，运

行区域不能有干涉物，占用空间大；第二类是四周取喷一体机，能进行喷雾和取件，压铸机

上方有可能有集成罩、油管、抽芯油缸或者安全门等影响设备的安装及运行的因素；第三类

是使用工业机器人装上喷头组和取件夹爪进行喷涂和取件，机器人喷雾取件机对复杂模具

适应性好，但价格高，使用要求高，在大型模具或复杂模具上使用时效率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

机，采用平衡气缸和倍速机构，有效降低能耗，提高运行速度，提高生产效率。

[0005]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包括第一安装座、平衡气缸、升降臂、第二安装座，所述

第一安装座上设有竖直线轨，升降臂内侧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可沿竖直线轨上下滑移；

第一安装座一侧设置平衡气缸，另一侧设置丝杆传动机构；

[0007] 所述第二安装座一侧与升降臂固定连接，另一侧设有水平线轨；所述第二安装座

上设有水平线轨的一侧还连接有取件机构和喷雾机构；所述取件机构包括第三安装座、取

件倍速机构，第三安装座后侧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可沿水平线轨左右平移；所述喷雾机

构包括第四安装座、喷雾倍速机构，第四安装座后侧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可沿水平线轨

左右平移。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取件倍速机构包括取件主臂、取件副臂、第一伺服电机、第一同步

轮，第一伺服电机输出轴连接第一同步轮，通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

动取件主臂前后移动；取件主臂外侧设有第一固定板，取件副臂安装在第一固定板上，第一

固定板与第三安装座之间设有第一从传动同步带；取件副臂端部设有取件夹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绕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同步轮啮合，第一主传

动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取件主臂上；第一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三安装座连接，下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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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固定板连接；第三安装座上设有第三滑块，取件主臂面向第三安装座的一侧设有第一

主臂线轨，第三滑块可沿第一主臂线轨滑动；第一固定板内侧设有第四滑块，取件主臂面向

第一固定板的一侧设有第一副臂线轨，第四滑块可沿第一副臂线轨滑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喷雾倍速机构包括喷雾主臂、喷雾副臂、第二伺服电机、第二同步

轮，第二伺服电机输出轴连接第二同步轮，通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

动喷雾主臂前后移动；喷雾主臂外侧设有第二固定板，喷雾副臂安装在第二固定板上，第二

固定板与第四安装座之间设有第二从传动同步带；喷雾副臂端部设有喷头组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绕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同步轮啮合，第二主传

动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喷雾主臂上；第二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四安装座连接，下侧与

第二固定板连接；第四安装座上设有第五滑块，喷雾主臂面向第四安装座的一侧设有第二

主臂线轨，第五滑块可沿第二主臂线轨滑动；第二固定板内侧设有第六滑块，喷雾主臂面向

第二固定板的一侧设有第二副臂线轨，第六滑块可沿第二副臂线轨滑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喷头组件设有多个喷雾回路和一个吹气回路。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三滑块、第四滑块、第五滑块、第六滑块表

面均设有凹形槽，滑块表面的凹形槽与线轨嵌合，滑块可沿着线轨滑动；具体地第一滑块与

竖直线轨嵌合，第二滑块与水平线轨嵌合，第三滑块与第一主臂线轨嵌合，第四滑块与第一

副臂线轨嵌合，第五滑块与第二主臂线轨嵌合，第六滑块与第二副臂线轨嵌合。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丝杆传动机构包括固定板、传动丝杆、主传动电机、螺母与螺母座、

传动带、主动轮、从动轮，主传动电机固定在固定板上，主传动电机输出轴连接主动轮，传动

带位于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从动轮连接传动丝杆，螺母套置在传动丝杆上，螺母座设置在

螺母外；所述螺母座与升降臂固定连接。

[0015]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结构小巧美观重量轻，方

便设备维护保养；专业设计运动路线，实现上下、左右、前后多方位移动，生产效率比工业机

器人喷雾机高，能取代普通二轴或三轴喷雾机和取件机在高端领域的应用。采用平衡气缸

机构，有效地减小电机功率，降低能耗；采用同步带倍速机构，运行速度快、噪音小，取件喷

雾运行节拍短，提高生产效率，减小生产成本。喷雾喷头组件具有多个喷雾回路和一个吹气

回路，每个回路可单独控制喷雾量及喷雾时间，用户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各个回路的喷雾

情况，比如用户可以使用多种液体进行喷涂，在喷雾前期对模具冷却时可以使用清水或低

比例脱模剂，然后在使用高比例脱模剂度模具表面进行喷涂，能大大减少喷雾时间，同时减

少脱模剂使用量，降低成本，利于环保。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的第一视角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的第二视角的立体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平衡气缸及丝杆传动机构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平衡气缸及丝杆传动机构的正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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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如图1~图5所示，一种压铸取件喷雾一体机，包括第一安装座1、平衡气缸5、升降臂

6、第二安装座2，所述第一安装座1上设有竖直线轨11，升降臂6内侧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

块可沿竖直线轨11上下滑移；第一安装座1一侧设置平衡气缸5，另一侧设置丝杆传动机构。

[0025] 如图6~图7所示，所述丝杆传动机构包括固定板71、传动丝杆73、主传动电机72、螺

母与螺母座77、传动带76、主动轮74、从动轮75，主传动电机72固定在固定板71上，主传动电

机72输出轴连接主动轮74，传动带76位于主动轮74与从动轮75之间，从动轮75连接传动丝

杆73，螺母套置在传动丝杆73上，螺母座77设置在螺母外；所述螺母座77与升降臂6固定连

接。

[0026] 所述第二安装座2一侧与升降臂6固定连接，另一侧设有水平线轨21；第二安装座2

上设有水平线轨21的一侧还连接有取件机构3和喷雾机构4。

[0027] 所述取件机构3包括第三安装座31、取件倍速机构；第三安装座31后侧设有第二滑

块，第二滑块可沿水平线轨21左右平移，从而带动取件机构左右平移。

[0028] 所述取件倍速机构包括取件主臂32、取件副臂34、第一伺服电机33、第一同步轮，

第一伺服电机33输出轴连接第一同步轮，通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

动取件主臂前后移动。第一主传动同步带绕过第一同步轮，与第一同步轮啮合，第一主传动

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取件主臂上。第三安装座31上设有第三滑块，取件主臂32面向第三安

装座31的一侧设有第一主臂线轨38，第三滑块可沿第一主臂线轨38滑动。第一同步轮在第

一伺服电机33驱动下转动，第一主传动同步带前后移动，从而带动取件主臂32相对于第三

安装座31前后移动。

[0029] 取件主臂32外侧设第一固定板35，取件副臂34安装在第一固定板35上，第一固定

板35与第三安装座31之间设有第一从传动同步带。第一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三安装座

31连接，下侧与第一固定板35连接。第一固定板35内侧设有第四滑块，取件主臂32面向第一

固定板35的一侧设有第一副臂线轨36，第四滑块可沿第一副臂线轨36滑动。当取件主臂32

相对于第三安装座31前后移动时，取件副臂34跟随主臂相对于第三安装座31前后移动，同

时由于第一从动同步带的设置，取件副臂34与取件主臂32之间存在相对移动，于是最终取

件副臂34的移动速度达到取件主臂移动速度的两倍，从而达到提高机械臂运行速度的目

的。

[0030] 所述取件副臂34端部设有取件夹头37。

[0031] 所述喷雾机构4包括第四安装座41、喷雾倍速机构；第四安装座41后侧设有第二滑

块，第二滑块可沿水平线轨21左右平移，从而带动喷雾机构左右平移。

[0032] 所述喷雾倍速机构包括喷雾主臂42、喷雾副臂44、第二伺服电机43、第二同步轮，

第二伺服电机43输出轴连接第二同步轮，通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的传动，带

动喷雾主臂42前后移动。第二主传动同步带绕过第二同步轮，与第二同步轮啮合，第二主传

动同步带的两端固定在喷雾主臂42上。第四安装座41内侧设有第五滑块，喷雾主臂42面向

第四安装座41的一侧设有第二主臂线轨48，第五滑块可沿第二主臂线轨48滑动。第二同步

轮在第二伺服电机驱动下转动，第二主传动同步带前后移动，从而带动喷雾主臂42相对于

第四安装座41前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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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喷雾主臂42上设第二固定板45，喷雾副臂44安装在第二固定板45上，第二固定板

45与第四安装座41之间设有第二从传动同步带。第二从传动同步带的上侧与第四安装座41

连接，下侧与第二固定板45连接。第二固定板45内侧设有第六滑块，喷雾主臂42面向第二固

定板45的一侧设有第二副臂线轨46，第六滑块可沿第二副臂线轨46滑动。当喷雾主臂42相

对于第四安装座41前后移动时，喷雾副臂44跟随主臂相对于第四安装座41前后移动，同时

由于第二从动同步带的设置，喷雾副臂44与喷雾主臂42之间存在相对移动，于是最终喷雾

副臂44的移动速度达到喷雾主臂42移动速度的两倍，从而达到提高机械臂运行速度的目

的。

[0034] 所述喷雾副臂44端部设有喷头组件47。所述喷头组件47设有多个喷雾回路和一个

吹气回路，每个回路可单独控制喷雾量及喷雾时间，用户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各个回路的

喷雾情况，比如用户可以使用多种液体进行喷涂，在喷雾前期对模具冷却时可以使用清水

或低比例脱模剂，然后在使用高比例脱模剂度模具表面进行喷涂，能大大减少喷雾时间，同

时减少脱模剂使用量，降低成本，利于环保。

[0035] 所述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三滑块、第四滑块、第五滑块、第六滑块表面均设有凹

形槽，滑块表面的凹形槽与线轨嵌合，滑块可沿着线轨滑动；具体地第一滑块与竖直线轨嵌

合，第二滑块与水平线轨嵌合，第三滑块与第一主臂线轨嵌合，第四滑块与第一副臂线轨嵌

合，第五滑块与第二主臂线轨嵌合，第六滑块与第二副臂线轨嵌合。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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