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44328.7

(22)申请日 2019.08.13

(71)申请人 常州润邦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3133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

旺田路19号

(72)发明人 梁军　孙曙光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市品创专利商标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3247

代理人 洪中清

(51)Int.Cl.

B29C 45/18(2006.01)

B29C 45/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注塑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包括注塑机构、注塑机构

左端的填料上料机构、注塑机构右端的定位输送

机构与定位输送机构右端的嵌件上料机构，所述

注塑机构的侧面设有注塑机支撑座，且在注塑机

支撑座的侧上方固定安装有注塑机本体，所述注

塑机本体的上端设有料斗，且在注塑机本体的下

端固定安装有上注塑模；整个系统通过填料上料

机构、定位输送机构与嵌件上料机构实现自动供

料，免除人工劳动，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

本；通过填料上料机构、定位输送机构与嵌件上

料机构实现精准供料，提高了给料的精度与可控

性，使整个系统运行的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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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包括注塑机构(1)、注塑机构(1)左端的填料上料机构

(2)、注塑机构(1)右端的定位输送机构(3)与定位输送机构(3)右端的嵌件上料机构(4)，其

特征在于：所述注塑机构(1)的侧面设有注塑机支撑座(106)，且在注塑机支撑座(106)的侧

上方固定安装有注塑机本体(105)，所述注塑机本体(105)的上端设有料斗(102)，且在注塑

机本体(105)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上注塑模(101)，所述上注塑模(101)的下端设有下注塑模

(103)，且在下注塑模(103)的上端开设有注塑模腔(104)，所述定位输送机构(3)的下端设

有旋转座(301)，且在旋转座(301)的底部开设有电机安装槽(308)，所述电机安装槽(308)

内固定安装有电机(309)，所述旋转座(301)的上端并且在电机(309)的主轴上固定套接有

旋转盘(302)，所述旋转盘(302)的侧面固定连接有输送板(303)，所述嵌件上料机构(4)的

后端设有支撑座(401)，且在支撑座(401)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投料板(402)，所述投料板

(402)的壁体内自上而下开设有投料槽(4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板(303)的

中间开设有定位槽(305)，所述输送板(303)的外侧面上固定安装有气缸I(304)，所述定位

槽(305)的内侧面上并且在气缸I(304)的活塞杆上固定安装有压板(306)，所述输送板

(303)的中间并且在定位槽(305)的侧臂上固定嵌配有接近传感器I(30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投料板(402)的

侧面开设有与投料槽(403)相连通的导向槽(407)，所述投料板(402)的侧面固定安装有气

缸II(404)，且在气缸II(404)活塞杆的端部固定安装有竖直连接板(405)，且在竖直连接板

(405)的下端垂直固定连接有与导向槽(407)相插配的伸缩定位板(40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投料板(402)的

下端并且在支撑座(401)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定位支撑板(408)，且在定位支撑板(408)的中

间固定嵌配有接近传感器II(40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填料上料机

构(2)的底部设有填料桶支撑座(201)，且在填料桶支撑座(201)的上端固定安装有填料桶

(202)，所述填料桶(202)与料斗(102)之间固定连通有输送管(203)，且在输送管(203)的中

间固定连通有输送风机(204)。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II(404)对

应安装在投料槽(403)槽体的两端位置，且气缸II(404)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投料板(402)

的侧面。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支撑板

(408)的上端面与输送板(303)的上端面相贴合，且在定位支撑板(408)与支撑座(401)的侧

面之间固定焊接有加强筋板。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槽(305)与

注塑模腔(104)的位置相对应，所述投料槽(403)与定位槽(305)的位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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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注塑是通过注塑机将塑性原料加热融化，然后再注射到注塑模具内成型，经过冷

却降温，模具内的注塑体固化后形成注塑制品。在注塑过程中，需要多道注塑工序才能完成

注塑制品的加工，其整个加工过程为上料、加热、填充、冷却、脱模等多个阶段，其中上料过

程往往需要专人操作，通过专业化的操作能够实现整个注塑工序的正常进行，但它在实际

使用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弊端：

[0003] 1.采用人工上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成本，提高整个产品的制作成本；

[0004] 2.采用人工上料，上料的多少无法进行精确的把控，往往会造成加料过少，导致整

个注塑环节的连贯性被破坏，需要重新加料，因此人工上料的可控性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包括注塑

机构、注塑机构左端的填料上料机构、注塑机构右端的定位输送机构与定位输送机构右端

的嵌件上料机构，所述注塑机构的侧面设有注塑机支撑座，且在注塑机支撑座的侧上方固

定安装有注塑机本体，所述注塑机本体的上端设有料斗，且在注塑机本体的下端固定安装

有上注塑模，所述上注塑模的下端设有下注塑模，且在下注塑模的上端开设有注塑模腔，所

述定位输送机构的下端设有旋转座，且在旋转座的底部开设有电机安装槽，所述电机安装

槽内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旋转座的上端并且在电机的主轴上固定套接有旋转盘，所述旋

转盘的侧面固定连接有输送板，所述嵌件上料机构的后端设有支撑座，且在支撑座的上端

固定安装有投料板，所述投料板的壁体内自上而下开设有投料槽。

[0007] 优选的，所述输送板的中间开设有定位槽，所述输送板的外侧面上固定安装有气

缸I，所述定位槽的内侧面上并且在气缸I的活塞杆上固定安装有压板，所述输送板的中间

并且在定位槽的侧臂上固定嵌配有接近传感器I。

[0008] 优选的，所述投料板的侧面开设有与投料槽相连通的导向槽，所述投料板的侧面

固定安装有气缸II，且在气缸II活塞杆的端部固定安装有竖直连接板，且在竖直连接板的

下端垂直固定连接有与导向槽相插配的伸缩定位板。

[0009] 优选的，所述投料板的下端并且在支撑座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定位支撑板，且在定

位支撑板的中间固定嵌配有接近传感器II。

[0010] 优选的，所述所述填料上料机构的底部设有填料桶支撑座，且在填料桶支撑座的

上端固定安装有填料桶，所述填料桶与料斗之间固定连通有输送管，且在输送管的中间固

定连通有输送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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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气缸II对应安装在投料槽槽体的两端位置，且气缸II通过螺栓固定

安装在投料板的侧面。

[0012] 优选的，所述定位支撑板的上端面与输送板的上端面相贴合，且在定位支撑板与

支撑座的侧面之间固定焊接有加强筋板。

[0013] 优选的，所述定位槽与注塑模腔的位置相对应，所述投料槽与定位槽的位置相对

应。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 .整个系统通过填料上料机构、定位输送机构与嵌件上料机构实现自动供料，免

除人工劳动，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本；

[0016] 2.整个系统中，通过填料上料机构、定位输送机构与嵌件上料机构实现精准供料，

提高了给料的精度与可控性，使整个系统运行的更加稳定。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结构轴侧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结构主视图；

[0019] 图3为图2中A-A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发明结构左视图；

[0021] 图5为图4中B-B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5中C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中：1、注塑机构；2、填料上料机构；3、定位输送机构；4、嵌件上料机构；101、上注

塑模；102、料斗；103、下注塑模；104、注塑模腔；105、注塑机本体；106、注塑机支撑座；201、

填料桶支撑座；202、填料桶；203、输送管；204、输送风机；301、旋转座；302、旋转盘；303、输

送板；304、气缸I；305、定位槽；306、压板；307、接近传感器I；308、电机安装槽；309、电机；

401、支撑座；402、投料板；403、投料槽；404、气缸II；405、竖直连接板；406、伸缩定位板；

407、导向槽；408、定位支撑板；409、接近传感器II。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注塑自动化上料系统,包括注塑

机构1、注塑机构1左端的填料上料机构2、注塑机构1右端的定位输送机构3与定位输送机构

3右端的嵌件上料机构4，注塑机构1的侧面设有注塑机支撑座106，且在注塑机支撑座106的

侧上方固定安装有注塑机本体105，注塑机本体105的上端设有料斗102，且在注塑机本体

105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上注塑模101，上注塑模101的下端设有下注塑模103，且在下注塑模

103的上端开设有注塑模腔104，定位输送机构3的下端设有旋转座301，且在旋转座301的底

部开设有电机安装槽308，电机安装槽308内固定安装有电机309，此处电机309可选为

80AEA07530-SC3型伺服电机，旋转座301的上端并且在电机309的主轴上固定套接有旋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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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旋转盘302的侧面固定连接有输送板303，嵌件上料机构4的后端设有支撑座401，且在

支撑座401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投料板402，投料板402的壁体内自上而下开设有投料槽403。

[0026] 进一步的，输送板303的中间开设有定位槽305，输送板303的外侧面上固定安装有

气缸I  304，此处气缸I  304可选为TN20型双轴双杆气缸，定位槽305的内侧面上并且在气缸

I  304的活塞杆上固定安装有压板306，输送板303的中间并且在定位槽305的侧臂上固定嵌

配有接近传感器I  307，此处接近传感器I  307可选为E2S-H4N1型接近传感器，当物料落入

到定位槽305内时，接近传感器I  307会感应到物料接近，此时接近传感器I  307会控制气缸

I  304启动，通过气缸I  304可使压板306向定位槽305的侧壁压紧，进而将工件固定在定位

槽305内。

[0027] 进一步的，投料板402的侧面开设有与投料槽403相连通的导向槽407，投料板402

的侧面固定安装有气缸II  404，此处气缸II  404可选为SDA40-50型气缸，且在气缸II  404

活塞杆的端部固定安装有竖直连接板405，且在竖直连接板405的下端垂直固定连接有与导

向槽407相插配的伸缩定位板406，通过气缸II  404的伸缩可以控制竖直连接板405带动伸

缩定位板406在导向槽407内伸缩动作。

[0028] 进一步的，投料板402的下端并且在支撑座401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定位支撑板408，

且在定位支撑板408的中间固定嵌配有接近传感器II  409，此处接近传感器II  409可选为

LJA18M型接近开关，当物料接近接近传感器II  409使，通过接近传感器II  409可驱动气缸

II  404自动打开，进而使投料槽403内的嵌件落入到定位支撑板408上。

[0029] 进一步的，填料上料机构2的底部设有填料桶支撑座201，且在填料桶支撑座201的

上端固定安装有填料桶202，填料桶202与料斗102之间固定连通有输送管203，且在输送管

203的中间固定连通有输送风机204，此处输送风机204可选为XGB-6G型高压风机，启动输送

风机204可将填料桶202内的填料经由输送管203输送到料斗102内。

[0030] 进一步的，气缸II  404对应安装在投料槽403槽体的两端位置，且气缸II  404通过

螺栓固定安装在投料板402的侧面，保证伸缩定位板406从导向槽407内拉出时，投料槽403

内嵌件的两端均能同步落入到定位槽305内。

[0031] 进一步的，定位支撑板408的上端面与输送板303的上端面相贴合，当输送板303旋

转到定位支撑板408的上端时，投料槽403内的嵌件会落入到输送板303中间的定位槽305

内，此时定位支撑板408对定位槽305内的嵌件起到一个良好的底面支撑限位作用，且在定

位支撑板408与支撑座401的侧面之间固定焊接有加强筋板，这种结构增强了定位支撑板

408的支撑强度与支撑的稳定性。

[0032] 进一步的，定位槽305与注塑模腔104的位置相对应，投料槽403与定位槽305的位

置相对应，当输送板303旋转到注塑模腔104的上端时保证嵌件能够准确的落入到注塑模腔

104内，使嵌件能够在注塑工位进行准确的定位，当定位槽305旋转到投料槽403的下端时，

使嵌件能够准确的从投料槽403内落入到定位槽305中，使嵌件能够在旋转工位进行准确的

定位。

[0033] 工作原理：先将填料放入填料桶202中，并将嵌件放入到投料槽403内，当填料需要

供料时，启动输送风机204将填料桶202内的填料经由输送管203输送到料斗102内，启动电

机309连带旋转盘302将输送板303旋转到定位支撑板408的上端，此时触发接近传感器II 

409使气缸II  404启动连带竖直连接板405将伸缩定位板406从导向槽407内拉出，进而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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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槽403内的嵌件落入到定位支撑板408上的定位槽305内，此时触发接近传感器I  307使气

缸I  304启动带动压板306将嵌件在定位槽305内被压紧，此时电机309驱动输送板303旋转

到下注塑模103上端，然后气缸I  304松开，将定位槽305内夹装的嵌件放入到注塑模腔104

内，然后气缸I  304重复启动一次，将嵌件剩余在定位槽305内的部分再次夹紧，上注塑模

101在注塑机本体105的驱动下与下注塑模103对合，然后注塑机本体105启动注射，将融化

的填料注入到上注塑模101与下注塑模103形成的模腔内，冷却后取出工件，完成嵌件端部

的包塑，整个过程中，填料与嵌件的上料均实现自动化上料，整个过程无需人工操作，提高

了劳动效率，同时提高了过程的可控性。

[003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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