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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包

括安装在机座上的输送装置、注浆装置、倒浆装

置和开模取坯装置，多个模具夹具在输送通道上

循环移动，注浆装置对模具进行注浆，注浆完的

模具夹具输送至注浆烘干室进行烘干，然后开模

取坯装置通过翻转机构对模具夹具进行翻转，使

得模具翻转把坯体内的浆料倒出，回转机构把模

具夹具回转到原状态，再输送至取坯烘干室进行

烘干，开模取坯装置通过开模机构对模具进行开

模，取坯机构把坯体从模具夹具中取出，模具夹

具被输送至模具烘干室，再进入到注浆装置上进

行注浆，如此循环运作，从而可实现陶瓷注浆成

型的自动化生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

产效率。本发明用于陶瓷的注浆成型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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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座，安装在机座上的输送装置、注

浆装置、倒浆装置和开模取坯装置；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呈环形状设置的输送通道、安装在输送通道上输送驱动机构，所述

输送通道呈左右延伸设置，在所述输送通道上滑动安装有多个模具夹具，多个模具夹具沿

输送通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排列设置，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分别与多个模具夹具传动连接，

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可驱动多个模具夹具在输送通道上循环移动，在所述输送通道上设有取

坯烘干室、模具烘干室和注浆烘干室，所述取坯烘干室、模具烘干室和注浆烘干室沿输送通

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排列设置；

所述注浆装置安装于模具烘干室与注浆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道上，所述倒浆装置安装

于注浆烘干室与取坯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道上，所述开模取坯装置安装于取坯烘干室与模

具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道上；

所述倒浆装置包括沿输送通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设置的翻转机构、回转机构，当所述

模具夹具被输送至翻转机构时，所述翻转机构可实现模具夹具的翻转，当所述模具夹具被

输送至回转机构时，所述回转机构可实现模具夹具的回转；

所述开模取坯装置包括开模机构、取坯机构，所述取坯机构安装与开模机构的上方，所

述开模机构包括两个开模组件，两个开模组件呈前后相对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两旁侧；

所述注浆装置包括注浆管，所述注浆管的出口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上方，所述注浆管的

进口连接有供料设备；

所述模具夹具包括与输送驱动机构传动连接的支架，所述支架连接有呈左右相对设置

的两个固定臂，在两个固定臂之间设有呈横向设置的旋转板，在所述旋转板的左侧中心和

右侧中心均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轴线呈左右延伸设置，所述旋转板通过两个旋转

轴分别与两个固定臂的转动连接，在其中一个旋转板的外端固定连接有转动块，在所述旋

转板的上表面上设有呈前后相对设置的两个夹持组件；

所述翻转机构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翻转架，所述翻转架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下方，所述

翻转架安装有翻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翻转升降导轨、与翻转升降导轨滑动连接

的翻转升降座，所述翻转升降座与翻转升降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升降座安装有翻

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匹配的翻转夹，所述翻转夹可转动安装在翻转升降座上，所述翻转夹

与翻转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夹设置在输送通道的正下方，当所述翻转夹与转动块

卡接时，所述翻转驱动单元驱动翻转夹在翻转升降座上转动，使得所述翻转夹带动转动块

旋转，令所述转动块带动旋转板翻转；

所述回转机构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回转架，所述回转架设置在输送通道的旁侧，所述

回转架安装有回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回转升降导轨、与回转升降导轨滑动连接

的回转升降座，所述回转升降座呈前后延伸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上方，所述回转升降座的一

端与回转升降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回转升降座安装有回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匹配的

回转夹，所述回转夹可转动安装在回转升降座的另一端上，所述回转夹与回转驱动单元传

动连接，所述回转夹设置在输送通道的正上方，当所述回转夹与转动块卡接时，所述回转驱

动单元驱动回转夹在回转升降座上转动，使得所述回转夹带动转动块往反方向旋转，令所

述转动块带动旋转板回转；

所述夹持组件包括固定安装在旋转板上表面上的夹持导轨、呈横向设置在翻转板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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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夹持滑动板、安装在夹持滑动板上的夹持座，所述夹持导轨呈前后延伸设置，所述夹

持滑动板与夹持导轨滑动连接，在两个夹持滑动板之间设有固定安装在旋转板上的定位

座，所述夹持滑动板设有呈前后延伸设置的导向槽，在导向槽下方的旋转板上设有呈前后

延伸设置的齿条，所述夹持座呈竖向设置，所述夹持座的下部与导向槽滑动连接，在所述夹

持座的下端安装有与齿条匹配的自锁构件，所述自锁构件与齿条啮合卡接，在所述夹持座

的上部安装有夹紧构件，在两个夹持滑动板相互远离的边沿上均设有卡口；

所述开模组件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开模固定座、呈横向设置在开模固定座上方的开模

滑动板、固定安装在开模固定座上的开模驱动单元，所述开模驱动单元与开模滑动板传动

连接，所述开模驱动单元可驱动开模滑动板前后移动，在两个开模滑动板相向的边沿上均

设有拉钩单元，所述拉钩单元包括呈前后延伸设置的拉片，所述拉片的一端连接有钩体，所

述拉片与钩体连接的一端向对侧的开模滑动板往外延伸，所述拉片的另一端与开模滑动板

连接，两个开模驱动单元分别驱动两个开模滑动板相向移动，可使所述钩体勾住卡口，在所

述开模滑动板的上表面安装有夹具打开构件，所述夹具打开构件包括安装在开模滑动板的

上表面上的连接座、安装在连接座上的打开驱动单元、与打开驱动单元传动连接的活动架，

所述活动架设置在两个连接座相互靠近的一侧，在两个活动架相向的侧面上均安装有顶

块，所述打开驱动单元可驱动活动架前后移动，使得所述顶块与自锁构件抵接，令自锁构件

与齿条分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取坯机构包括

与机座连接的取坯架、安装在取坯架上的升降组件、呈竖向设置的充气管，所述升降组件与

充气管传动连接，所述升降组件可驱动充气管上下移动，所述充气管设置在两个开模组件

之间的输送通道的正上方，所述充气管的下端连接有膨胀体，所述充气管的上端连接有第

二供气设备，所述第二供气设备可往充气管内充入气体，气体进入到膨胀体内，并使膨胀体

膨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取坯架上安

装有转运组件，所述转运组件包括转运座、呈横向安装在取坯架上的转运滑轨、安装在机座

上的转运驱动单元，所述转运滑轨呈前后延伸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上方，所述升降组件包括

呈竖向设置的转运升降气缸、与转运升降气缸的下端传动连接的转运升降座，所述转运升

降座与充气管连接，所述转运升降气缸与转运座连接，所述转运座与转运滑轨滑动连接，所

述转运驱动单元与转运座传动连接，所述转运驱动单元可驱动转运座沿转运滑轨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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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成型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注浆成型在日常陶瓷、工业美术瓷、现代陶瓷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陶瓷的

大致生产过程：模具灌浆—成型—干燥—倒浆—成品，现有注浆成型工艺流程，一般向对烘

干后的模具内注浆，然后进行烘干，泥浆分散地黏附在模具的内壁面，并形成和模型相同形

状的坯泥层，当坯泥层达到一定的厚度，将坯体内多余的浆倒出，然后对带有坯泥层的模具

再进行烘干，最后分模将坯体取出，目前整个生产过程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的手工生

产，部分陶瓷自动注浆成型设备虽然存在，但由于生产过程复杂，各工序分散、设备独立，整

个过程均需要操作人员参与，手工操作较多、连续性差、生产效率低、产品一致性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可实现自动化生

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0005] 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包括机座，安装在机座上的输送装置、注浆装置、倒

浆装置和开模取坯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呈环形状设置的输送通道、安装在输送通道上

输送驱动机构，所述输送通道呈左右延伸设置，在所述输送通道上滑动安装有多个模具夹

具，多个模具夹具沿输送通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排列设置，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分别与多个

模具夹具传动连接，所述输送驱动机构可驱动多个模具夹具在输送通道上循环移动，在所

述输送通道上设有取坯烘干室、模具烘干室和注浆烘干室，所述取坯烘干室、模具烘干室和

注浆烘干室沿输送通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排列设置；所述注浆装置安装于模具烘干室与注

浆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道上，所述倒浆装置安装于注浆烘干室与取坯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

道上，所述开模取坯装置安装于取坯烘干室与模具烘干室之间的输送通道上；所述倒浆装

置包括沿输送通道的输送方向呈间隔设置的翻转机构、回转机构，当所述模具夹具被输送

至翻转机构时，所述翻转机构可实现模具夹具的翻转，当所述模具夹具被输送至回转机构

时，所述回转机构可实现模具夹具的回转；所述开模取坯装置包括开模机构、取坯机构，所

述取坯机构安装与开模机构的上方，所述开模机构包括两个开模组件，两个开模组件呈前

后相对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两旁侧；所述注浆装置包括注浆管，所述注浆管的出口设置在输

送通道的上方，所述注浆管的进口连接有供料设备。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取坯机构与机座连接的取坯架、安装在取坯架

上的升降组件、呈竖向设置的充气管，所述升降组件与充气管传动连接，所述升降组件可驱

动充气管上下移动，所述充气管设置在两个开模组件之间的输送通道的正上方，所述充气

管的下端连接有膨胀体，所述充气管的上端连接有第二供气设备，所述第二供气设备可往

充气管内充入气体，气体进入到膨胀体内，并使膨胀体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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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所述取坯架上安装有转运组件，所述转运组件包

括转运座、呈横向安装在取坯架上的转运滑轨、安装在机座上的转运驱动单元，所述转运滑

轨呈前后延伸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上方，所述升降组件包括呈竖向设置的转运升降气缸、与

转运升降气缸的下端传动连接的转运升降座，所述转运升降座与充气管连接，所述转运升

降座与转运座连接，所述转运座与转运滑轨滑动连接，所述转运驱动单元与转运座传动连

接，所述转运驱动单元可驱动转运座沿转运滑轨滑动。

[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模具夹具包括与输送驱动机构传动连接的支

架，所述支架连接有呈左右相对设置的两个固定臂，在两个固定臂之间设有呈横向设置的

旋转板，在所述旋转板的左侧中心和右侧中心均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轴线呈左右

延伸设置，所述旋转板通过两个旋转轴分别与两个固定臂的转动连接，在其中一个旋转板

的外端固定连接有转动块，在所述旋转板的上表面上设有呈前后相对设置的两个夹持组

件。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翻转机构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翻转架，所述翻

转架设置在输送通道的下方，所述翻转架安装有翻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翻转升

降导轨、与翻转升降导轨滑动连接的翻转升降座，所述翻转升降座与翻转升降驱动单元传

动连接，所述翻转升降座安装有翻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匹配的翻转夹，所述翻转夹可转动

安装在翻转升降座上，所述翻转夹与翻转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夹设置在输送通道

的正下方，当所述翻转夹与转动块卡接时，所述翻转驱动单元驱动翻转夹在翻转升降座上

转动，使得所述翻转夹带动转动块旋转，令所述转动块带动旋转板翻转；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回转机构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回转架，所述回

转架设置在输送通道的旁侧，所述回转架安装有回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回转升

降导轨、与回转升降导轨滑动连接的回转升降座，所述回转升降座呈前后延伸设置在输送

通道的上方，所述回转升降座的一端与回转升降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回转升降座安装

有回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匹配的回转夹，所述回转夹可转动安装在回转升降座的另一端

上，所述回转夹与回转驱动单元传动连接，所述回转夹设置在输送通道的正上方，当所述回

转夹与转动块卡接时，所述回转驱动单元驱动回转夹在回转升降座上转动，使得所述回转

夹带动转动块往反方向旋转，令所述转动块带动旋转板回转。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夹持组件包括固定安装在旋转板上表面上的夹

持导轨、呈横向设置在翻转板上表面上的夹持滑动板、安装在夹持滑动板上的夹持座，所述

夹持导轨呈前后延伸设置，所述夹持滑动板与夹持导轨滑动连接，在两个夹持滑动板之间

设有固定安装在旋转板上的定位座，所述夹持滑动板设有呈前后延伸设置的导向槽，在导

向槽下方的旋转板上设有呈前后延伸设置的齿条，所述夹持座呈竖向设置，所述夹持座的

下部与导向槽滑动连接，在所述夹持座的下端安装有与齿条匹配的自锁构件，所述自锁构

件与齿条啮合卡接，在所述夹持座的上部安装有夹紧构件，在两个夹持滑动板相互远离的

边沿上均设有卡口。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开模组件包括安装在机座上的开模固定座、呈

横向设置在开模固定座上方的开模滑动板、固定安装在开模固定座上的开模驱动单元，所

述开模驱动单元与开模滑动板传动连接，所述开模驱动单元可驱动开模滑动板前后移动，

在两个开模滑动板相向的边沿上均设有拉钩单元，所述拉钩单元包括呈前后延伸设置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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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所述拉片的一端连接有钩体，所述拉片与钩体连接的一端向对侧的开模滑动板往外延

伸，所述拉片的另一端与开模滑动板连接，两个开模驱动单元分别驱动两个开模滑动板相

向移动，可使所述钩体勾住卡口，在所述开模滑动板的上表面安装有夹具打开构件，所述夹

具打开构件包括安装在开模滑动板的上表面上的连接座、安装在连接座上的打开驱动单

元、与打开驱动单元传动连接的活动架，所述活动架设置在两个连接座相互靠近的一侧，在

两个活动架相向的侧面上均安装有顶块，所述打开驱动单元可驱动活动架前后移动，使得

所述顶块与自锁构件抵接，令自锁构件与齿条分离。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模具安装于模具夹具上，在输送驱动机构的带动下，使得多

个模具夹具在输送通道上循环移动，首先注浆装置对模具进行注浆，注浆完的模具夹具输

送至注浆烘干室进行烘干，然后倒浆装置通过翻转机构对模具夹具进行翻转，使得模具翻

转把坯体内的浆料倒出，回转机构把模具夹具回转到原状态，再输送至取坯烘干室进行烘

干，然后开模取坯装置通过开模机构对模具进行开模，两个开模组件带动两侧的模具往输

送通道的两旁侧展开，取坯机构把坯体从模具夹具中取出，模具夹具被输送至模具烘干室，

再进入到注浆装置上进行注浆，如此循环运作，从而可实现陶瓷注浆成型的自动化生产，降

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14] 本发明用于陶瓷的注浆成型加工。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说明。显然，所描述的附图只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

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设计

方案和附图。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具夹具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具夹具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夹持座的侧视剖面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翻转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回转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开模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开模组件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取坯机构的主视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以充分地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另外，文中所提到的

所有联接/连接关系，并非单指构件直接相接，而是指可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通过添加或减

少联接辅件，来组成更优的联接结构。本发明中的各个技术特征，在不互相矛盾冲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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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交互组合。

[0026] 参照图1至图9，这是本发明的实施例，具体地：

[0027] 一种陶瓷自动注浆成型系统，模具安装于模具夹具600上，在输送驱动机构的带动

下，使得多个模具夹具600在输送通道500上循环移动，首先注浆装置200上的供料设备通过

注浆管210对模具进行注浆，注浆完的模具夹具600输送至注浆烘干室530进行烘干，然后倒

浆装置300通过翻转机构310对模具夹具600进行翻转，使得模具翻转把坯体内的浆料倒出，

回转机构320把模具夹具600回转到原状态，再输送至取坯烘干室510进行烘干，然后开模取

坯装置400通过开模机构410对模具进行开模，两个开模组件带动两侧的模具往输送通道

500的两旁侧展开，取坯机构420把坯体从模具夹具600中取出，模具夹具600被输送至模具

烘干室520，再进入到注浆装置200上进行注浆，如此循环运作，从而可实现陶瓷注浆成型的

自动化生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28]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取坯机构420与机座100连接的取坯架421、安装在取

坯架421上的升降组件、呈竖向设置的充气管422，升降组件为呈竖向设置的转运升降气缸

425，充气管422的上端连接有第二供气设备，转运升降气缸425通过转运升降座426与充气

管422连接，在取坯时，带有坯体的模具输送至充气管422的正下方，并且坯体口置于膨胀体

423正下方，在转运升降气缸425的驱动下，充气管422下降，使得充气管422下端的膨胀体

423穿过瓶颈后伸进坯体内，第二供气设备往充气管422内充入气体，并使膨胀体423膨胀，

膨胀体423膨胀开的半径大于陶瓷瓶的瓶颈半径，进而实现充气管422与坯体之间的连接，

转运升降气缸425的驱动充气管422上升，转运驱动单元驱动转运座427沿转运滑轨424移

动，转运驱动单元可采用同步轮与同步链的驱动方式或气缸，转运升降气缸425跟随转运座

427移动，进而把坯体转运至下一工位，即可把坯体取出，自动实现取坯，通过膨胀体423的

充气膨胀作用，使得膨胀体423的外表面与坯体的内表面接触，并且膨胀体423在膨胀时向

四周均匀扩展，坯体的内表面与膨胀体423之间的接触面均匀分布，令坯体受力均匀，可避

免坯体破损，提高陶瓷瓶成品的质量。

[0029]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模具夹具600包括与输送驱动机构传动连接的支架

610，支架610连接有呈左右相对设置的两个固定臂620，在两个固定臂620之间设有呈横向

设置的旋转板630，在旋转板630的左侧中心和右侧中心均连接有旋转轴631，旋转轴631的

轴线呈左右延伸设置，旋转板630通过两个旋转轴631分别与两个固定臂620的转动连接，在

其中一个旋转板630的外端固定连接有转动块632，在旋转板630的上表面上设有呈前后相

对设置的两个夹持组件；

[0030] 翻转机构310包括安装在机座100上的翻转架330，翻转架330设置在输送通道500

的下方，翻转架330安装有翻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翻转升降导轨331、与翻转升降

导轨331滑动连接的翻转升降座332，翻转升降座332与翻转升降驱动单元传动连接，翻转升

降座332安装有翻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632匹配的翻转夹333，翻转夹333可转动安装在翻

转升降座332上，翻转夹333与翻转驱动单元传动连接，翻转夹333设置在输送通道500的正

下方，当翻转夹333与转动块632卡接时，翻转驱动单元驱动翻转夹333在翻转升降座332上

转动，使得翻转夹333带动转动块632旋转，令转动块632带动旋转板630翻转，翻转驱动单元

包括呈竖向设置的翻转链条334，在翻转链条334的两端均设有与翻转升降座332转动连接

的翻转同步齿轮335，其中一个翻转同步齿轮335通过翻转链条334与另外一个翻转同步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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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335传动连接，翻转夹333呈圆盘状设置，在翻转夹333的一侧面上设有与转动块632的形

状大小匹配的翻转槽336，翻转夹333通过翻转槽336与转动块632卡接，翻转夹333连接有翻

转传动带，翻转夹333通过翻转传动带与处于翻转链条334上端的翻转同步齿轮335传动连

接，在翻转升降座332上安装有呈竖向设置的翻转驱动气缸337，翻转驱动气缸337与翻转链

条334的一侧传动连接，翻转驱动气缸337可驱动翻转链条334在两个翻转同步齿轮335之间

转动，翻转链条334带动两个翻转同步齿轮335转动，使得处于翻转链条334上端的翻转同步

齿轮335带动翻转夹333转动，翻转升降驱动单元包括呈竖向设置的翻转升降气缸338，翻转

升降气缸338与翻转升降座332传动连接；回转机构320包括安装在机座100上的回转架340，

回转架340设置在输送通道500的旁侧，回转架340安装有回转升降驱动单元、呈竖向设置的

回转升降导轨341、与回转升降导轨341滑动连接的回转升降座342，回转升降座342呈前后

延伸设置在输送通道500的上方，回转升降座342的一端与回转升降驱动单元传动连接，回

转升降座342安装有回转驱动单元、与转动块632匹配的回转夹343，回转夹343可转动安装

在回转升降座342的另一端上，回转夹343与回转驱动单元传动连接，回转夹343设置在输送

通道500的正上方，当回转夹343与转动块632卡接时，回转驱动单元驱动回转夹343在回转

升降座342上转动，使得回转夹343带动转动块632往反方向旋转，令转动块632带动旋转板

630回转，回转驱动单元包括呈前后延伸设置的回转链条344，在回转链条344的两端均设有

与回转升降座342转动连接的回转同步齿轮345，其中一个回转同步齿轮345通过回转链条

344与另外一个回转同步齿轮345传动连接，回转夹343呈圆盘状设置，在回转夹343的一侧

面上设有与转动块632的形状大小匹配的回转槽346，回转夹343通过回转槽346与转动块

632卡接，回转夹343连接有回转传动带，回转夹343通过回转传动带与回转链条344靠近回

转夹343一端的回转同步齿轮345传动连接，在回转升降座342上安装回转伺服电机，回转伺

服电机的输出轴与回转链条344远离回转夹343一端的回转同步齿轮345传动连接，回转升

降驱动单元包括呈竖向设置的回转升降气缸347，回转升降气缸347与回转升降座342靠近

回转伺服电机的一端传动连接。

[0031]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输送驱动机构包括呈环形的输送链条700，输送链条

700呈左右延伸设置在输送通道500内，在输送链条700的左端和右端内分别连接有从动链

轮710、主动链轮720，输送链条700分别与多个模具夹具600的支架610连接，主动链轮720传

动连接有安装在机座100上的输送伺服电机，从动链轮710连接有安装于机座100上的张紧

构件730。输送伺服电机驱动主动链轮720做间歇的转动，进而输送链条700带动模具夹具

600在输送通道500上做间歇的移动，完成不同的加工工序，所述输送通道500包括呈环形的

第一输送导轨540、第二输送导轨550和第三输送导轨560，所述第一输送导轨540、第二输送

导轨550和第三输送导轨560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所述第一输送导轨540、第二输送导轨

550和第三输送导轨560在输送通道500上依次从内往外布置，在所述旋转板630的底部安装

有呈前后间隔排列设置的两个第一滑轮635，两个第一滑轮635分别与第二输送导轨550、第

三输送导轨560滑动接触，在所述支架610上安装有呈左右间隔排列设置的两个第二滑轮

611，两个第二滑轮611与第一输送导轨540滑动接触，所述的第二输送导轨550和第三输送

导轨560在倒浆装置300所处的输送通道500上均设有断开段。

[0032]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夹持组件包括固定安装在旋转板630上表面上的夹

持导轨633、呈横向设置在翻转板上表面上的夹持滑动板640、安装在夹持滑动板640上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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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座641，夹持导轨633呈前后延伸设置，夹持滑动板640与夹持导轨633滑动连接，在两个夹

持滑动板640之间设有固定安装在旋转板630上的定位座670，夹持滑动板640设有呈前后延

伸设置的导向槽642，在导向槽642下方的旋转板630上设有呈前后延伸设置的齿条634，夹

持座641呈竖向设置，夹持座641的下部与导向槽642滑动连接，在夹持座641的下端安装有

与齿条634匹配的自锁构件，自锁构件与齿条634啮合卡接，进行实现两个夹持座641对模具

的夹持，在夹持座641的上部安装有夹紧构件，在两个夹持滑动板640相互远离的边沿上均

设有卡口643；

[0033] 开模组件包括安装在机座100上的开模固定座430、呈横向设置在开模固定座430

上方的开模滑动板431、固定安装在开模固定座430上的开模驱动单元，开模驱动单元为呈

前后设置的开模驱动气缸，开模驱动气缸与开模滑动板431传动连接，开模驱动气缸可驱动

开模滑动板431前后移动，在两个开模滑动板431相向的边沿上均设有拉钩单元，拉钩单元

包括呈前后延伸设置的拉片440，拉片440的一端连接有钩体441，拉片440与钩体441连接的

一端向对侧的开模滑动板431往外延伸，拉片440的另一端与开模滑动板431连接，两个开模

驱动气缸分别驱动两个开模滑动板431相向移动，可使钩体441勾住卡口643，在开模滑动板

431的上表面安装有夹具打开构件，夹具打开构件包括安装在开模滑动板431的上表面上的

连接座432、安装在连接座432上的打开驱动单元、与打开驱动单元传动连接的活动架433，

打开驱动单元为呈前后设置的打开驱动气缸，活动架433设置在两个连接座432相互靠近的

一侧，在两个活动架433相向的侧面上均安装有顶块434，打开驱动气缸可驱动活动架433前

后移动，使得顶块434与自锁构件抵接，令自锁构件与齿条634分离。

[0034]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夹紧构件包括活动安装在夹持座641上部的夹紧座

套660，在夹紧座套660与夹持座641之间设有呈左右延伸设置的夹持弹簧661，夹持弹簧661

设置在夹持座641的内侧，夹持弹簧661的一端与夹持座641的内侧壁抵接，夹持弹簧661的

另一端与夹紧座套660的侧壁抵接，在夹持弹簧661的作用下，使得两个夹紧座套660相互靠

近，在夹紧座套660上活动安装有两个夹件662，两个夹件662呈左右相对设置，夹件662连接

有呈左右延伸设置的夹紧弹簧663，夹紧弹簧663的一端与夹紧座套660连接，夹紧弹簧663

的另一端与夹件662连接，在夹紧弹簧663的作用下，使得两个夹件662相互靠近，进行实现

对模具两侧的夹紧，防止出现松动的现象。

[0035]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自锁构件包括安装在夹持座641的下端内的卡件

650、顶杆651和自锁弹簧652，卡件650包括抵接端653、卡接端654、设置在抵接端653与卡接

端654之间的转动部，抵接端653与卡接端654呈夹角设置，卡接端654与齿条634匹配，在转

动部上连接有自锁转轴655，卡件650通过自锁转轴655与夹持座641的下端转动连接，自锁

转轴655的轴线呈左右延伸设置，自锁弹簧652的一端与夹持座641连接，自锁弹簧652的另

一端与抵接端653连接，在自锁弹簧652的拉动下，使得卡接端654绕自锁转轴655转动至与

齿条634啮合卡接，顶杆651呈前后延伸设置，顶杆651可前后活动安装在夹持座641上，顶块

434与顶杆651设置在同一水面上，顶块434可推动顶杆651的其中一端，使顶杆651的另一端

与抵接端653抵接，使得卡接端654绕自锁转轴655转动至与齿条634分离。

[0036]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在拉片440的两端之间连接有开模转轴442，开模转

轴442的轴线呈左右延伸设置，拉片440通过开模转轴442与开模滑动板431转动连接，在拉

片440的表面与开模滑动板431的表面之间设有呈竖向设置的开模弹簧443，开模弹簧44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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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开模滑动板431连接，开模弹簧443的另一端与拉片440连接，在开模弹簧443的作用

下，使得钩体441处于勾紧的状态，在拉片440覆盖的开模滑动板431表面上设有通气孔435，

通气孔435设置在开模转轴442的靠近钩体441的一侧或远离钩体441的一侧，通气孔435连

接有第一供气设备，第一供气设备可通过通气孔435来吹动拉片440绕开模转轴442摆动，使

得开模弹簧443被压缩或拉伸，令钩体441处于脱开的状态，可自动地实现钩体441与卡口

643之间的分离，提高自动化程度。

[0037]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于所述实施例，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种种的等同变型或替换，这

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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