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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工

件折弯机构及其方法和弯管设备。一种工件折弯

机构，该机构包括弯管装置和工件夹紧配合装

置；工件夹紧配合装置与弯管装置相配合能将工

件驱动装置上的工件折弯；工件夹紧配合装置包

括夹紧连接板、夹紧铰接架、夹紧滑动块、夹紧滑

动架、夹紧前后气缸、夹紧水平气缸、夹紧水平连

接块和水平移动板。弯管装置包括弯管驱动组

件、弯管转动轴、弯管轴套、弯管连接座、弯管模、

弯管转动架、弯管气缸、弯管配合板和辅助模支

架。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将工件自动折弯；

能够进一步改善弯管效果，提高弯管的质量；通

过弯管装置与工件夹紧配合装置之间用铰接杆

的配合，能够更好起到弯管效果；能够起到更好

的支撑限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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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该机构包括弯管装置（4）和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

所述的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与弯管装置（4）铰接，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与弯管装置（4）相

配合能将工件驱动装置（3）上的工件折弯；所述的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包括夹紧连接板

（51）、夹紧铰接架（52）、夹紧滑动块（53）、夹紧滑动架（54）、夹紧前后气缸（55）、夹紧水平气

缸（56）、夹紧水平连接块（57）和水平移动板（58）；所述的夹紧铰接架（52）设置在夹紧连接

板（51）上，夹紧铰接架（52）的后端设置有铰接配合孔（521），所述的夹紧滑动块（53）设置在

夹紧铰接架（52）上且夹紧滑动块（53）能在夹紧铰接架（52）上移动，所述的夹紧滑动架（54）

设置在夹紧滑动块（53）上，所述的夹紧前后气缸（55）设置夹紧滑动架（54）的前部，所述的

夹紧水平气缸（56）设置在夹紧滑动架（54）的后部，夹紧水平气缸（56）的移动部与所述夹紧

水平连接块（57）固定连接，所述的夹紧水平移动板（58）设置在夹紧水平连接块（57）上，夹

紧水平气缸（56）能带动夹紧水平连接板（58）水平移动；所述的弯管装置（4）包括弯管驱动

组件（41）、弯管转动轴（42）、弯管轴套（43）、弯管连接座（44）、弯管模（45）、弯管转动架

（46）、弯管气缸（47）、弯管配合板（48）和辅助模支架（49）；所述的弯管驱动组件（41）设置在

夹紧铰接架（52）的底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42）连接在弯管驱动组件（41）上，所述的弯管

轴套（43）设置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42）上，弯管轴套（43）的下端设置在弯管驱动组件（41）

上，弯管轴套（43）的上端与所述的弯管连接座（44）底部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弯管模（45）

设置在弯管连接座（44）上，所述的弯管转动架（46）通过弯管转动板设置在弯管轴套（43）

上，所述的弯管气缸（47）设置在弯管转动架（46）的底部，弯管配合板（48）与弯管转动架

（46）的顶部滑动连接，所述的辅助模支架（49）设置在弯管配合板（48）上，且辅助模支架

（49）能在弯管配合板（48）上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弯管气缸（47）的移动

部上连接有U型铰接块（471），U型铰接块（471）上铰接有第一铰接杆（472）和第二铰接杆

（473），所述的第一铰接杆（472）的上端与弯管转动架（46）铰接，所述的第二铰接杆（473）的

上端铰接有铰接升降块（474），所述的铰接升降块（474）与所述的弯管配合板（48）相配合且

能使弯管配合板（48）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紧铰接架（52）的前

部设置有第一铰接支架（521），第一铰接支架（521）的顶部设置有第一铰接轴（522），所述铰

接竖杆（524）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铰接轴（526），所述的第二铰接轴（526）连接有第二铰接配

合杆（527），所述的弯管转动架（46）的前部设置有第二铰接支架（461），第二铰接支架（461）

的顶部设置有第三铰接轴（462），所述的第三铰接轴（462）上设置有第三铰接配合杆（463）；

所述的弯管模（45）的顶部设置有第四铰接轴（451），所述的第四铰接轴（451）上分别设置有

第四铰接配合杆（452）和第五铰接配合杆（45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模支架（49）上设

置有与弯管模相匹配的弯管辅助模（491）；所述的水平移动板（58）上设置有夹紧配合模

（581）；夹紧铰接架（52）的后部设置有铰接竖杆（524），铰接竖杆（524）上设置有铰接辅助模

（52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弯管模（45）与弯管辅

助模（491）相向设置且相匹配，所述的夹紧配合模（581）与弯管辅助模（491）相衔接，所述的

铰接辅助模（525）与弯管模（45）相衔接；夹紧配合模（581）与铰接辅助模（525）相向设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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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弯管轴套（43）通过转

向套与夹紧铰接架（52）铰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铰接配合杆

（523）与第二铰接配合杆（527）铰接，且第一铰接配合杆（523）与第四铰接配合杆（452）固定

连接，所述的第五铰接配合杆（453）与第三铰接配合杆（463）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紧配合模（581）、弯

管模（45）、弯管辅助模（491）和铰接辅助模（525）的数量均为三个。

9.一种弯管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包括机架（1）、工件支撑装置（2）、工件驱动装置

（3）和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件折弯机构；所述的工件支撑装置（2）设置在机架（1）的末端，工

件支撑装置（2）用于支撑工件的末端；所述的工件驱动装置（3）用于驱动工件。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弯管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件支撑装置（2）包括工

件支撑架（21）、支撑升降气缸（22）、支撑升降板（23）、支撑水平气缸（24）和支撑水平移动架

（25）；所述的工件支撑架（21）设置在机架（1）末端顶面上，所述的支撑升降气缸（22）的固定

部设置在工件支撑架（21）的顶部，支撑升降气缸（22）的移动部穿过工件支撑架（21）与所述

的支撑升降板（23）固定连接，支撑升降板（23）通过支撑滑轨设置在工件支撑架（21）上，所

述的支撑水平气缸（24）的固定部设置在支撑升降板（23）上，支撑水平气缸（24）的移动部分

别穿过支撑升降板（23）和工件支撑架（21）与所述的支撑水平移动架（25）固定连接，支撑水

平移动架（25）通过支撑导杆设置在支撑升降板（23）上；所述的水平驱动组件包括水平驱动

支撑架（321）、水平电机（322）、水平转轴（323）和水平齿轮（324）；所述的水平驱动支撑架

（321）固定设置在移动架（31）的下部，所述的水平电机（322）设置在水平驱动支撑架（321）

的前端，所述的水平转轴（323）与水平电机（322）的转动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的水平齿

轮（324）设置在水平转轴（323）上，所述的机架（1）的顶面中部上设置有水平齿轮（324）相啮

合的齿条轨道（101）；所述的旋转升降组件包括内管套（331）、外管套（332）、驱动升降板

（333）、驱动升降气缸（334）、旋转驱动电机（335）、主动导轮（336）、从动导轮（337）、传送带

（338）和夹紧套（339）；所述的内管套（331）设置在所述的外管套（332）内，外管套（332）设置

在所述的驱动升降板（333）上，驱动升降板（333）通过驱动升降滑轨与移动架（31）的起始端

面滑动连接，所述的驱动升降气缸（334）的固定部设置在移动架（31）的顶部，驱动升降气缸

（31）的移动部穿过移动架（31）与驱动升降板（333）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的旋转驱动电机

（335）通过旋转驱动电机连接板固定设置在外管套（332）的末端上方；所述的主动导轮

（336）与旋转驱动电机（335）的转动轴连接，所述的从动导轮（337）通过所述的传送带（338）

与主动导轮（336）张紧连接，从动导轮（337）套设在内管套（331）上且从动导轮（337）能带动

内管套（331）旋转，所述的夹紧套（339）的末端与内管套（331）的起始端相连接；夹紧套

（339）的起始端上设置有用于带动工件旋转的夹紧头（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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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及其方法和弯管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及其方法和弯管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的工业制造中很多复杂的机器都是有人工来组装完成的，其中包括了电子

产业中的手机电脑等，也包括汽车制造和其他的家用电器等。这些工业制造中需要很多小

的组装环节一起组合完成，尤其是在弯管方面，都是通过工人和器械相配合，将工件拿去至

指定的折弯点通过夹紧器械将工件固定，再通过折弯器械将工件折弯到指定的弯曲程度。

通过人工操作折弯后，外形整齐度、一致性、准确度等各方面的效果都不佳，很难保证工件

的折弯情况，并且在折弯过程对工人的手艺以及技术要求非常高，人工成本也非常高。而且

目前的折弯器械都是仅仅只能进行折弯，还是需要人工控制，需要折弯一个角度后，通过人

工将工件进行调整，这样工作效率非常低，而且折弯的过程中也没有支撑装置，很容易让工

件变形，这样很保证生产出来的工件的质量。在弯管过程中容易出现工件的末端变形的问

题、工件定位不准确的问题以及工件折弯处无法限位导致工件折弯处变形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将工件自动折弯，能够自动调整

位置进行多角度折弯、设置多层模提高工件折弯的效果和多样性的一种工件折弯机构及其

方法和弯管设备。

[0004] 为实现本发明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种工件折弯机构，该机构包括弯管装置和工件夹紧配合装置；所述的工件夹紧配合

装置与弯管装置铰接，工件夹紧配合装置与弯管装置相配合能将工件驱动装置上的工件折

弯；所述的工件夹紧配合装置包括夹紧连接板、夹紧铰接架、夹紧滑动块、夹紧滑动架、夹紧

前后气缸、夹紧水平气缸、夹紧水平连接块和水平移动板；所述的夹紧铰接架设置在夹紧连

接板上，夹紧铰接架的后端设置有铰接配合孔，所述的夹紧滑动块设置在夹紧铰接架上且

夹紧滑动块能在夹紧铰接架上移动，所述的夹紧滑动架设置在夹紧滑动块上，所述的夹紧

前后气缸设置夹紧滑动架的前部，所述的夹紧水平气缸设置在夹紧滑动架的后部，夹紧水

平气缸的移动部与所述夹紧水平连接块固定连接，所述的夹紧水平移动板设置在夹紧水平

连接块上，夹紧水平气缸能带动夹紧水平连接板水平移动；所述的弯管装置包括弯管驱动

组件、弯管转动轴、弯管轴套、弯管连接座、弯管模、弯管转动架、弯管气缸、弯管配合板和辅

助模支架；所述的弯管驱动组件设置在夹紧铰接架的底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连接在弯管

驱动组件上，所述的弯管轴套设置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上，弯管轴套的下端设置在弯管驱

动组件上，弯管轴套的上端与所述的弯管连接座底部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弯管模设置在

弯管连接座上，所述的弯管转动架通过弯管转动板设置在弯管轴套上，所述的弯管气缸设

置在弯管转动架的底部，弯管配合板与弯管转动架的顶部滑动连接，所述的辅助模支架设

置在弯管配合板上，且辅助模支架能在弯管配合板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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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所述的弯管气缸的移动部上连接有U型铰接块，U型铰接块上铰接有第一铰接杆和

第二铰接杆，所述的第一铰接杆的上端与弯管转动架铰接，所述的第二铰接杆的上端铰接

有铰接升降块，所述的铰接升降块与所述的弯管配合板相配合且能使弯管配合板移动。

[0006] 所述的夹紧铰接架的前部设置有第一铰接支架，第一铰接支架的顶部设置有第一

铰接轴，所述铰接竖杆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铰接轴，所述的第二铰接轴连接有第二铰接配合

杆，所述的弯管转动架的前部设置有第二铰接支架，第二铰接支架的顶部设置有第三铰接

轴，所述的第三铰接轴上设置有第三铰接配合杆；所述的弯管模的顶部设置有第四铰接轴，

所述的第四铰接轴上分别设置有第四铰接配合杆和第五铰接配合杆。

[0007] 所述的辅助模支架上设置有与弯管模相匹配的弯管辅助模；所述的水平移动板上

设置有夹紧配合模；夹紧铰接架的后部设置有铰接竖杆，铰接竖杆上设置有铰接辅助模。

[0008] 所述的弯管模与弯管辅助模相向设置且相匹配，所述的夹紧配合模与弯管辅助模

相衔接，所述的铰接辅助模与弯管模相衔接；夹紧配合模与铰接辅助模相向设置且相匹配。

[0009] 所述的弯管轴套通过转向套与夹紧铰接架铰接。

[0010] 所述的第一铰接配合杆与第二铰接配合杆铰接，且第一铰接配合杆与第四铰接配

合杆固定连接，所述的第五铰接配合杆与第三铰接配合杆固定连接。

[0011] 所述的夹紧配合模、弯管模、弯管辅助模和铰接辅助模的数量均为三个。

[0012] 一种工件折弯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弯管驱动组件带动弯管转动轴上的弯管轴

套旋转，弯管轴套通过转向套与夹紧铰接架铰接，从带弯管驱动组件驱动时带动与弯管轴

套固定连接的弯管转动架以弯管轴套为轴心旋转；通过弯管气缸带动U型铰接块升降，U型

铰接块带动第一铰接杆和第二铰接杆以U型铰接块为轴心旋转，从而使铰接升降块升降以

及前后移动，从而使辅助模支架上的弯管辅助模能够移到与弯管模相配合的位置，通过弯

管转动架慢慢与夹紧铰接架的夹角增大，通过第四铰接配合杆与第三铰接配合杆相配合，

使弯管辅助模在转动的同时能一直保持与弯管模相匹配的位置，通过第一铰接配合杆与第

二铰接配合杆和第五铰接配合杆分别配合，能够在折弯过程中，使铰接辅助模与弯管辅助

模连接紧密。

[0013] 一种弯管设备，该设备包括机架、工件支撑装置、工件驱动装置和权利要求1所述

的工件折弯机构。所述的工件支撑装置设置在机架的末端，工件支撑装置用于支撑工件的

末端；所述的工件驱动装置用于驱动工件。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通过设置弯管装置能够将工件自动折弯；

（2）通过设置工件夹紧配合装置能够进一步改善弯管效果，提高弯管的质量；

（3）通过弯管装置与工件夹紧配合装置之间用铰接杆的配合，能够更好起到弯管效果；

（4）通过弯管气缸与铰接升降块的配合，能够起到更好的支撑限位作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工件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工件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工件夹紧配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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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为弯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弯管设备，该设备包括机架1、工件支撑装置2、工件驱动装置3、弯

管装置4和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所述的工件支撑装置2设置在机架1的末端，工件支撑装置2

用于支撑工件的末端；所述的工件驱动装置3包括移动架31、水平驱动组件和旋转升降组

件；所述的移动架31通过移动滑轨设置在机架1上，所述的水平驱动组件设置在移动架31

上，且水平驱动组件能带动移动架31移动；所述的旋转升降组件设置在移动架31上，且旋转

升降组件能带动工件旋转和升降；所述的弯管装置4设置在机架1的起始端；所述的工件夹

紧配合装置5设置在弯管装置4上，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与弯管装置4相配合能将工件驱动装

置3上的工件折弯。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工件支撑装置2包括工件支撑架21、支撑升降气缸22、支撑升降

板23、支撑水平气缸24和支撑水平移动架25；所述的工件支撑架21设置在机架1末端顶面

上，所述的支撑升降气缸22的固定部设置在工件支撑架21的顶部，支撑升降气缸22的移动

部穿过工件支撑架21与所述的支撑升降板23固定连接，支撑升降板23通过支撑滑轨设置在

工件支撑架21上，所述的支撑水平气缸24的固定部设置在支撑升降板23上，支撑水平气缸

24的移动部分别穿过支撑升降板23和工件支撑架21与所述的支撑水平移动架25固定连接，

支撑水平移动架25通过支撑导杆设置在支撑升降板23上。

[0023] 工作时，通过支撑升降气缸22带动支撑升降板23上下移动，通过支撑水平气缸24

带动支撑水平移动架25前后，从而调整工件末端的支撑位置。

[0024] 该装置能够解决在折弯过程中工件的末端变形的问题，通过支撑水平移动架25将

工件的末端支撑固定，防止工件末端发现变形。

[0025] 如图1和图3所示，工件驱动装置3包括移动架31、水平驱动组件和旋转升降组件；

所述的移动架31通过移动滑轨设置在机架1上，所述的水平驱动组件设置在移动架31上，且

水平驱动组件能带动移动架31移动；所述的旋转升降组件设置在移动架31上，且旋转升降

组件能带动工件旋转和升降；水平驱动组件包括水平驱动支撑架321、水平电机322、水平转

轴323和水平齿轮324；所述的水平驱动支撑架321固定设置在移动架31的下部，所述的水平

电机322设置在水平驱动支撑架321的前端，所述的水平转轴323与水平电机322的转动轴通

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的水平齿轮324设置在水平转轴323上，所述的机架1的顶面中部上设置

有水平齿轮324相啮合的齿条轨道101。所述的旋转升降组件包括内管套331、外管套332、驱

动升降板333、驱动升降气缸334、旋转驱动电机335、主动导轮336、从动导轮337、传送带338

和夹紧套339；所述的内管套331设置在所述的外管套332内，外管套332设置在所述的驱动

升降板333上，驱动升降板333通过驱动升降滑轨与移动架31的起始端面滑动连接，所述的

驱动升降气缸334的固定部设置在移动架31的顶部，驱动升降气缸31的移动部穿过移动架

31与驱动升降板333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的旋转驱动电机335通过旋转驱动电机连接板固

定设置在外管套332的末端上方；所述的主动导轮336与旋转驱动电机335的转动轴连接，所

述的从动导轮337通过所述的传送带338与主动导轮336张紧连接，从动导轮337套设在内管

套331上且从动导轮337能带动内管套331旋转，所述的夹紧套339的末端与内管套331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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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端相连接。夹紧套339的起始端上设置有用于带动工件旋转的夹紧头3391。

[0026] 工作时，将工件插入到内管套331内，并将工件的末端支撑在工件支撑装置2上，通

过水平电机322带动水平齿轮324旋转，水平齿轮324与机架上的齿条轨道101相啮合，通过

水平齿轮324旋转能够在齿条轨道101上水平移动从而带动工件水平移动。通过驱动升降气

缸334能够带动驱动升降板333升降从而能够控制工件的升降。通过旋转驱动电机335带动

主动导轮336旋转，主动导轮336通过传送带338带动从动导轮337旋转从而能够带动工件旋

转，工件通过水平移动、竖直升降以及旋转能够使工件进行位置调整。

[0027] 该装置能够解决手动调整位置以及工件定位不准确的问题。通过工件能够水平移

动、竖直升降以及旋转能够自动调节到指定位置，并且能够进行多方向的弯折，提高工作效

率和折弯效果。

[0028] 如图1和图4所示，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包括夹紧连接板51、夹紧铰接架52、夹紧滑

动块53、夹紧滑动架54、夹紧前后气缸55、夹紧水平气缸56、夹紧水平连接块57和水平移动

板58；所述的夹紧连接板51通过夹紧滑轨与机架1的起始端面滑动连接，机架1的起始端前

部设置有前后驱动组件102，前后驱动组件102带动能夹紧连接板51前后移动；所述的夹紧

铰接架52设置在夹紧连接板51上，夹紧铰接架52的后端设置有铰接配合孔521，所述的夹紧

滑动块53设置在夹紧铰接架52上且夹紧滑动块53能在夹紧铰接架52上移动，所述的夹紧滑

动架54设置在夹紧滑动块53上，所述的夹紧前后气缸55设置夹紧滑动架54的前部，所述的

夹紧水平气缸56设置在夹紧滑动架54的后部，夹紧水平气缸56的移动部与所述夹紧水平连

接块57固定连接，所述的夹紧水平移动板58设置在夹紧水平连接块57上，夹紧水平气缸56

能带动夹紧水平连接板58水平移动，所述的水平移动板58上设置有夹紧配合模581。夹紧铰

接架52的后部设置有铰接竖杆524，铰接竖杆524上设置有铰接辅助模525。

[0029] 工作时，通过夹紧水平气缸56能够带动夹紧水平连接板58上的夹紧配合模581水

平移动，通过夹紧前后气缸55能够使夹紧水平连接板58在夹紧铰接架52上前后移动；使夹

紧配合模581能够水平前后移动与铰接辅助模525相配合，并且能够将工件限位。

[0030] 该装置能够解决工件折弯处无法限位导致工件折弯处变形的问题，通过夹紧配合

模581与铰接辅助模525相配合，能够起到支撑工件以及防止工件折弯处产生严重的变形，

提高折弯效率和折弯质量。

[0031] 如图1、图4和图5所示，所述的弯管装置4包括弯管驱动组件41、弯管转动轴42、弯

管轴套43、弯管连接座44、弯管模45、弯管转动架46、弯管气缸47、弯管配合板48和辅助模支

架49；所述的弯管驱动组件41设置在夹紧铰接架52的底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42连接在弯

管驱动组件41上，所述的弯管轴套43设置在所述的弯管转动轴42上，弯管轴套43的下端设

置在弯管驱动组件41上，弯管轴套43的上端与所述的弯管连接座44底部通过轴承连接，所

述的弯管模45设置在弯管连接座44上，所述的弯管转动架46通过弯管转动板设置在弯管轴

套43上，所述的弯管气缸47设置在弯管转动架46的底部，弯管气缸47的移动部上连接有U型

铰接块471，U型铰接块471上铰接有第一铰接杆472和第二铰接杆473，所述的第一铰接杆

472的上端与弯管转动架46铰接，所述的第二铰接杆473的上端铰接有铰接升降块474，所述

的铰接升降块474与所述的弯管配合板48相配合且能使弯管配合板48升降；弯管配合板48

与弯管转动架46的顶部滑动连接，所述的辅助模支架49设置在弯管配合板48上，且辅助模

支架49能在弯管配合板48上移动，所述的辅助模支架49上设置有与弯管模相匹配的弯管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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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模491。所述的弯管轴套43通过转向套与夹紧铰接架52铰接。夹紧铰接架52的前部设置有

第一铰接支架521，第一铰接支架521的顶部设置有第一铰接轴522，所述的第一铰接轴522

上铰接有第一铰接配合杆523，夹紧铰接架52的后部设置有铰接竖杆524，铰接竖杆524上设

置有铰接辅助模525，铰接竖杆524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铰接轴526，所述的第二铰接轴526连

接有第二铰接配合杆527，所述的弯管转动架46的前部设置有第二铰接支架461，第二铰接

支架461的顶部设置有第三铰接轴462，所述的第三铰接轴462上设置有第三铰接配合杆

463，所述的弯管模45的顶部设置有第四铰接轴451，所述的第四铰接轴451上分别设置有第

四铰接配合杆452和第五铰接配合杆453；所述的第一铰接配合杆523与第二铰接配合杆527

铰接，且第一铰接配合杆523与第四铰接配合杆452固定连接，所述的第五铰接配合杆453与

第三铰接配合杆463固定连接。所述的夹紧配合模581、弯管模45、弯管辅助模491和铰接辅

助模525的数量均为三个，所述的弯管模45与弯管辅助模491相向设置且相匹配，所述的夹

紧配合模581与弯管辅助模491相衔接，所述的铰接辅助模525与弯管模45相衔接；夹紧配合

模581与铰接辅助模525相向设置且相匹配。

[0032] 工作时，通过弯管驱动组件41带动弯管转动轴42上的弯管轴套43旋转，弯管轴套

43通过转向套与夹紧铰接架52铰接，从带弯管驱动组件41驱动时带动与弯管轴套43固定连

接的弯管转动架46以弯管轴套43为轴心旋转。通过弯管气缸47带动U型铰接块471升降，U型

铰接块471带动第一铰接杆472和第二铰接杆473以U型铰接块471为轴心旋转，从而使铰接

升降块474升降以及前后移动，从而使辅助模支架49上的弯管辅助模491能够移到与弯管模

45相配合的位置，通过弯管转动架46慢慢与夹紧铰接架52的夹角增大，通过第四铰接配合

杆452与第三铰接配合杆463相配合，使弯管辅助模491在转动的同时能一直保持与弯管模

45相匹配的位置，通过第一铰接配合杆523与第二铰接配合杆527和第五铰接配合杆453分

别配合，能够在折弯过程中，使铰接辅助模525与弯管辅助模491连接紧密，防止在折弯过程

中使工件折弯处压扁。

[0033] 该装置能够解决工人手动折弯或设备简单的折弯以及折弯变形的问题。通过弯管

辅助模491与弯管模45在转动过程中时刻保持相匹配的位置，以及铰接辅助模525和弯管辅

助模491相配合，支撑固定折弯处，防止折弯处被压扁导致工件报废，提高折弯效率以及折

弯质量。

[0034] 整个装置工作时，依次包括下述步骤：将工件插入工件驱动装置3中，通过工件支

撑装置2调节位置将工件的末端支撑固定；通过工件驱动装置3将选区折弯位置并将工件输

送至加工位置处；通过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将工件的起始端部的折弯点进行夹紧固定；通过

弯管装置4将工件进行折弯；根据折弯的形状，通过工件驱动装置3不断输送旋转，进行多次

折弯后将产品下料。

[0035] 综上所述,通过设置弯管装置4能够将工件自动折弯；通过设置工件驱动装置3能

够自动将工件输送旋转调整，并且进行多角度折弯；通过设置工件夹紧配合装置5能够进一

步改善弯管效果，提高弯管的质量；通过设置工件支撑装置2防止工件在折弯过程中发生不

必要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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