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340204.2

(22)申请日 2019.04.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92653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25

(73)专利权人 常熟非凡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5557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阳光大道68号

(72)发明人 陈刚　顾志文　陆宇峰　杨建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熟市常新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113

代理人 朱伟军

(51)Int.Cl.

B21J 13/10(2006.01)

B21K 1/02(2006.01)

审查员 简斌

 

(54)发明名称

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

持机构

(57)摘要

一种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

前扶持机构，钢球热压成型装置包括冲压成型

机，冲压成型机包括冲床基座、冲床模架、台架、

上模驱动机构、上模座、上模、下模座和下模，冲

床基座支承在地坪上，冲床模架设在冲床基座的

上部，台架设在冲床模架上，上模驱动机构朝向

下的一侧与冲床基座连接且以腾空状态对应于

冲床基座的上方，上模座与上模驱动机构连接，

上模设在上模座上，下模座设在冲床模架上，下

模设在下模座上；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包括钢球

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总成包括夹具左滑动平

台、夹具右滑动平台、夹具左、右滑动平台复位装

置、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钢球坯

左、右扶持夹爪和滑动平台斥开撑板。确保钢球

的热压成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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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所述的钢球热压成型装置包

括一冲压成型机(1)，该冲压成型机(1)包括冲床基座(11)、冲床模架(12)、台架(13)、上模

驱动机构(14)、上模座(15)、上模(16)、下模座(17)和下模(18)，冲床基座(11)在使用状态

下支承在使用场所的地坪上，冲床模架(12)设置在冲床基座(11)的上部，台架(13)设置在

冲床模架(12)上，上模驱动机构(14)朝向下的一侧通过一组冲床立柱(141)与冲床基座

(11)连接并且以腾空状态对应于冲床基座(11)的上方，上模座(15)与上模驱动机构(14)连

接，上模(16)设置在上模座(15)上，下模座(17)设置在冲床模架(12)上，下模(18)设置在下

模座(17)上并且对应于上模(16)的下方；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包括一钢

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该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包括夹具左滑动平台(81)、夹

具右滑动平台(82)、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4)、钢球坯

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

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和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夹具左滑动平台(81)滑动地设置在所述

的台架(13)的左端，夹具右滑动平台(82)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的状态下滑

动地设置在所述台架(13)的右端，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台

(81)的前侧的位置设置在台架(13)上并且与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连接，夹具右滑动

平台复位装置(84)在对应于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前侧的位置设置在台架(13)上并且与

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连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以卧置状态设置在夹

具左滑动平台(81)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的钢球坯左扶持夹

爪驱动作用缸柱(851)朝向右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左连接头(8511)，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

作用缸(86)以卧置状态设置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

动作用缸(86)的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861)朝向左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右连接头

(8611)，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一端通过左扶持夹爪连接销(871)与所述缸柱左连接头

(8511)铰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中部枢置在左扶持夹爪转轴(872)上，该左扶持夹爪

转轴(872)固定在夹具左滑动平台(81)上，而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另一端构成为自由

端并且对应于所述下模(18)的左侧，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通过右扶持夹爪连接销(881)

与所述缸柱右连接头(8611)铰接，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的中部枢置在右扶持夹爪转轴

(882)上，该右扶持夹爪转轴(882)固定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上，而钢球坯右扶持夹爪

(88)的另一端构成为自由端并且对应于所述下模(18)的右侧，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的上

端与所述上模座(15)固定，下端对应于夹具左、右滑动平台(81、82)的相向一端之间并且延

伸有一滑动平台斥开指(891)；在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朝向上的一侧固定有一

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在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朝向上的一侧通过夹具左

滑动平台滚轮轴(81111)转动地设置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8111)，该夹具左滑动平台

滚轮(8111)的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端面，并且在夹具

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的右侧面上各通过一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轴(81121)转

动地设置有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在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

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的位置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

平台滚轮座(821)，在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821)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所述夹具

左滑动平台滚轮(8111)的位置通过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轴(82111)转动地设置有一夹具

右滑动平台滚轮(8211)，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8211)的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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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端面并且在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821)的左侧面上各通过滑动

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轴(82121)转动地设置有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

(8212)，该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与所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

滚轮(8112)相对应，当所述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随所述上模座(15)下行时，所述滑动平

台斥开指(891)的左侧面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8111)的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接

触，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右侧面与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8211)的夹具右滑动平台

滚轮轮缘接触，而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前侧面同时与所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

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位于前方的一个滑动

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滑动平台斥开指(891)

的后侧面则同时与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

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位于后方的一个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

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在所述冲压成型机(1)的左侧设置有钢球坯中转机构(2)，该钢球坯

中转机构(2)包括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支撑架固定柱(22)、支撑架(23)和钢球坯中转

套(24)，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设置在所述冲床基座  (11)的左侧并且在使用状态下支

承于使用场所的地坪上，支撑架固定柱(22)的底部与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的上部固

定，支撑架(23)与支撑架固定柱(22)的顶部固定并且与所述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

的左端相对应，钢球坯中转套(24)固定在支撑架(23)的上部并且对应于所述冲压成型机

(1)的所述下模(18)的左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台架(13)包括台架底板(131)和夹具固定平台(132)，台架底板(131)与所述冲床模

架(12)的上部固定，在台架底板(131)的左端和右端并且朝向上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固

定平台支承板(1311)，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和右端各与夹具固定平台支承板(1311)

的上部固定并且对应所述下模(18)的前侧，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81)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夹

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而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82)滑动地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132)的

右端；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设置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所述夹具

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4)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右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其特征在

于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132)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循着夹具固定平台(132)的长度方向固定

有一自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延伸至右端的平台导轨(1321)，在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

(81)的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在夹具左滑动平台

(81)的左端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块(813)，该夹具左滑动平

台滑块(813)与所述的平台导轨(1321)滑动配合，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朝向下的

一侧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和右端朝

向下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块(823)，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块(823)同样与所

述的平台导轨(1321)滑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包括左导杆座(831)、左导杆(832)和夹具左滑动平

台复位弹簧(833)，在左导杆座(831)固定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132)上，在该左导杆座

(831)上开设有一左导杆滑动孔(8311)，左导杆(832)的左端与左导杆滑动孔(8311)滑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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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左导杆(832)的右端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固定，夹具左滑动平台

复位弹簧(833)套置在左导杆(832)的中部并且该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的左端支

承在左导杆座(831)的右侧面上，而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的右端支承在夹具左滑

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的左侧面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4)包括右导杆座(841)、右导杆(842)和夹具右滑动平

台复位弹簧(843)，右导杆座(841)固定在所述的夹具固定平台(132)上，在该右导杆座

(841)上开设有一右导杆滑动孔(8411)，右导杆(842)的右端与右导杆滑动孔(8411)滑动配

合，而右导杆(842)的左端与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固定，夹具右滑动平台

复位弹簧(843)套置在右导杆(842)的中部并且该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43)的右端支

承在右导杆座(841)的左侧面上，而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43)的左端支承在夹具右滑

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的右侧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以及缸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为气

缸或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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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球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

压前扶持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前述钢球也称“磨球”，是选矿行业、化工行业以及建材行业等使用的球磨设备研

磨物料的介质，以建材行业如水泥生产厂商为例，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需对由前道工序如

由破碎机破碎并筛分出的矿石进行球磨（业界习惯称“粉磨”），而球磨需要大量使用耐磨性

能理想硬度及韧性优异的钢球。

[0003] 前述钢球的生产过程是：由加热炉将棒材如钢圆棒加热至1100℃左右，出炉后经

钢球成型装置（即钢球成球机构）成球，成球后引入淬火装置淬火，淬火装置如

CN100497666C（钢球淬火机）以及CN100497667C（钢球淬火机的淬火机构），淬火完成后引入

回火炉回火，出回火炉得到成品钢球。

[0004] 前述钢球成型装置的成球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类：一为轧制成型（即热轧成型）；二

为压制成型（即热压成型）。前者的典型的例子如CN100471597C（棒材轧球机的成型机构）、

CN103495685B（轧钢球机的成球装置）、CN101934334B（轧钢球机的成球机构）以及

CN102091750B（轧球辊可快速装卸的轧钢球机的成球机构），等等；后者的典型的例子如

CN101844207A（一种自动钢球铸成型机）、CN205966823U（一种钢球成型机）和CN167414002A

（一种大型卧式剪送一体钢球成型机），等等。轧制成型装置的体积相对较小，但是对于直径

大的钢球的适应性欠缺，即较适合于对小规格钢球的轧制；热压成型装置的体积相对较大，

但是具有对大规格钢球适应性好的长处。

[0005] 成套钢球热压成型装置包括冲压成型机、钢球坯中转机构、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

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移动横梁和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钢球冲压

成型机设置在使用场所即设置在钢球冲压成型场所的地坪上，钢球坯中转机构设置在冲压

成型机的左侧，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设置在钢球坯中转机构的左侧，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

设置在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的左侧，而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设置在冲压成型机的右侧，

移动横梁的左端与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相配合，移动横梁的中部与冲压成型机的后侧相对

应，而移动横梁的右端与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相配合，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设置在移动

横梁上，由该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将钢球坯从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转移至钢球坯中转机构

并且同时将先前位于钢球坯中转机构处的钢球坯转移至前述的冲压成型机。工作时，由钢

球坯接应翻转机构接应由钢球坯输送装置输入的钢球坯并且将接应的钢球坯由卧置状态

翻转至竖直状态，由移动横梁主、辅助驱动机构带动移动横梁左右往复运动，由设置在移动

横梁上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将位于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工位的钢球坯转移至钢球坯中

转机构并且同时将先前位于钢球坯中转机构工位处的钢球坯转移到冲压成型机。

[0006] 上述结构的钢球坯热压成型装置虽然具有良好的动作接力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能满足高效率成球要求，但是由于钢球坯在进入冲压成型机的下模内并且在上模尚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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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球坯接触之前，钢球坯的位置难以保持，具体地讲，钢球坯会出现倒伏情形，无法保障钢

球的热压成型质量。鉴此有必要解决该技术问题，下面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这种背

景下产生的。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供一种有助于将位于冲压成型机的下模内的钢球坯在冲压

成型机动作之前可靠地保持于竖直状态而得以避免倾倒并且保障钢球的热压成型质量的

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

[0008] 本发明的任务是这样来完成的，一种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配套的钢球坯压前扶持

机构，所述的钢球热压成型装置包括一冲压成型机，该冲压成型机包括冲床基座、冲床模

架、台架、上模驱动机构、上模座、上模、下模座和下模，冲床基座在使用状态下支承在使用

场所的地坪上，冲床模架设置在冲床基座的上部，台架设置在冲床模架上，上模驱动机构朝

向下的一侧通过一组冲床立柱与冲床基座连接并且以腾空状态对应于冲床基座的上方，上

模座与上模驱动机构连接，上模设置在上模座上，下模座设置在冲床模架上，下模设置在下

模座上并且对应于上模的下方；所述的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包括一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

成，该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包括夹具左滑动平台、夹具右滑动平台、夹具左滑动平台复

位装置、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

作用缸、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钢球坯右扶持夹爪和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动

地设置在所述的台架的左端，夹具右滑动平台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右端的状态下滑

动地设置在所述台架的右端，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前侧的

位置设置在台架上并且与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右端连接，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在对应于

夹具右滑动平台的前侧的位置设置在台架上并且与夹具右滑动平台的左端连接，钢球坯左

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以卧置状态设置在夹具左滑动平台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左扶持夹

爪驱动作用缸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朝向右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左连接头，钢球

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以卧置状态设置在夹具右滑动平台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右扶

持夹爪驱动作用缸的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朝向左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右连接头，

钢球坯左扶持夹爪的一端通过左扶持夹爪连接销与所述缸柱左连接头铰接，钢球坯左扶持

夹爪的中部枢置在左扶持夹爪转轴上，该左扶持夹爪转轴固定在夹具左滑动平台上，而钢

球坯左扶持夹爪的另一端构成为自由端并且对应于所述下模的左侧，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通

过右扶持夹爪连接销与所述缸柱右连接头铰接，钢球坯右扶持夹爪的中部枢置在右扶持夹

爪转轴上，该右扶持夹爪转轴固定在夹具右滑动平台上，而钢球坯右扶持夹爪的另一端构

成为自由端并且对应于所述下模的右侧，滑动平台斥开撑板的上端与所述上模座固定，下

端对应于夹具左、右滑动平台的相向一端之间并且延伸有一滑动平台斥开指。

[0009]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台架包括台架底板和夹具固定平台，台架

底板与所述冲床模架的上部固定，在台架底板的左端和右端并且朝向上的一侧各固定有一

夹具固定平台支承板，夹具固定平台的左端和右端各与夹具固定平台支承板的上部固定并

且对应所述下模的前侧，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的左端，而

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动地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的右端；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设

置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的左端，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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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0010]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循着

夹具固定平台的长度方向固定有一自夹具固定平台的左端延伸至右端的平台导轨，在所述

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在夹具左滑动

平台的左端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块，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块

与所述的平台导轨滑动配合，在夹具右滑动平台的左端朝向下的一侧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

平台导杆固定座，在夹具右滑动平台的左端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

台滑块，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块同样与所述的平台导轨滑动配合。

[0011] 在本发明的又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在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右端朝向上的一侧

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在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朝向上的一侧通过夹具左滑

动平台滚轮轴转动地设置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的夹具左滑动

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具左滑动平台的右端端面，并且在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的右侧面上

各通过一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轴转动地设置有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

轮；在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的左端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

的位置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在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在

对应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的位置通过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轴转动地设置有一夹

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的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具右滑动平

台的左端端面并且在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的左侧面上各通过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

滚轮轴转动地设置有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该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

轮与所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相对应，当所述滑动平台斥开撑板随所述上

模座下行时，所述滑动平台斥开指的左侧面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的夹具左滑动平台

滚轮轮缘接触，滑动平台斥开指的右侧面与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的夹具右滑动平台滚

轮轮缘接触，而滑动平台斥开指的前侧面同时与所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

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中的位于前方的一个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

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滑动平台斥开指的后侧面则同时与一对滑动平

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中的位于后方的一个滑动

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

[0012] 在本发明的再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包括左导杆

座、左导杆和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在左导杆座固定在所述夹具固定平台上，在该左导

杆座上开设有一左导杆滑动孔，左导杆的左端与左导杆滑动孔滑动配合，而左导杆的右端

与所述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固定，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套置在左导杆的中部并

且该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的左端支承在左导杆座的右侧面上，而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

弹簧的右端支承在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的左侧面上。

[0013] 在本发明的还有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包括右导

杆座、右导杆和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右导杆座固定在所述的夹具固定平台上，在该右

导杆座上开设有一右导杆滑动孔，右导杆的右端与右导杆滑动孔滑动配合，而右导杆的左

端与所述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固定，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套置在右导杆的中部

并且该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的右端支承在右导杆座的左侧面上，而夹具右滑动平台复

位弹簧的左端支承在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的右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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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本发明的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以及

缸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为气缸或油缸。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技术效果在于：由于在上模与钢球坯接触之前，钢球坯

处于由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共同夹住的状态，而在上模与钢球坯接触并在下模的协同下

实施冲压时，随着滑动平台斥开撑板随上模座的下行而使夹具左、右滑动平台相互斥开，并

且与此同时在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的同步动作下使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的

自由端彼此斥开而对钢球坯释放，因而能避免钢球坯在冲压之前出现倒伏，确保钢球的热

压成型质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结构图。

[0017] 图2为图1的后示图。

[0018] 图3为配套有图1结构的钢球热冲压成型装置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所示的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的详细结构图。

[0020] 图5为图3所示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的详细结构图。

[0021] 图6为图5的动作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和有益效果，申请人在下面以实施例

的方式作详细说明，但是对实施例的描述均不是对本发明方案的限制，任何依据本发明构

思所作出的仅仅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等效变换都应视为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范畴。

[0023] 在下面的描述中凡是涉及上、下、左、右、前和后的方向性或称方位性的概念都是

以图示的位置状态为基准的，因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的特别限定。

[0024] 请参见图1和图2并且结合图3，示出了钢球热压成型装置的结构体系的一冲压成

型机1，该冲压成型机1包括冲床基座11、冲床模架12、台架13、上模驱动机构14、上模座15、

上模16、下模座17和下模18，冲床基座11在使用状态下支承在使用场所的地坪上，冲床模架

12设置在冲床基座11的上部，台架13设置在冲床模架12上，上模驱动机构14朝向下的一侧

通过一组冲床立柱141与冲床基座11连接并且以腾空状态对应于冲床基座11的上方，上模

座15与上模驱动机构14连接，上模16设置在上模座15上，下模座17设置在冲床模架12上，下

模18设置在下模座17上并且对应于上模16的下方。由图2所示，在一组冲床立柱141中的位

于前方左侧的一根冲床立柱上设置有一用于将下模18内的冲压成型的钢球逐出下模18的

成型钢球逐出机构9。

[0025] 继续见图1和图2并且结合图3，示出了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技术要点的

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的结构体系的一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该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

总成8包括夹具左滑动平台81、夹具右滑动平台82、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夹具右滑

动平台复位装置84、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钢

球坯左扶持夹爪87、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和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夹具左滑动平台81滑动

地设置在前述的台架13的左端，夹具右滑动平台82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的状

态下滑动地设置在前述台架13的右端，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在对应于夹具左滑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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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81的前侧的位置设置在台架13上并且与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连接，夹具右滑动平台

复位装置84在对应于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前侧的位置设置在台架13上并且与夹具右滑动

平台82的左端连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通过第一缸座Ⅰ852以卧置状态设置在

夹具左滑动平台81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

驱动作用缸柱851朝向右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左连接头8511，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

86通过第二缸座Ⅱ862以卧置状态设置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朝向上的一侧，该钢球坯右扶

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的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861朝向左并且连接有一缸柱右连

接头8611，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一端通过左扶持夹爪连接销871与前述缸柱左连接头

8511铰接，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中部枢置在左扶持夹爪转轴872上，该左扶持夹爪转轴

872固定在夹具左滑动平台81上，而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的另一端构成为自由端并且对应

于前述下模18的上平面的左侧，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通过右扶持夹爪连接销881与前述缸

柱右连接头8611铰接，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的中部枢置在右扶持夹爪转轴882上，该右扶持

夹爪转轴882固定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上，而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的另一端构成为自由端

并且对应于前述下模18的上平面的右侧，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的上端通过撑板固定螺钉

892与前述上模座15固定，下端对应于夹具左、右滑动平台81、82的相向一端之间并且延伸

有一滑动平台斥开指891。

[0026] 请重点见图1，前述台架13包括台架底板131和夹具固定平台132，台架底板131与

前述冲床模架12的上部固定，在台架底板131的左端和右端并且朝向上的一侧各固定有一

夹具固定平台支承板1311，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和右端各与夹具固定平台支承板1311

的上部固定并且对应前述下模18的前侧，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81滑动地设置在前述夹具固

定平台132的左端，而前述夹具右滑动平台82滑动地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右端；前述

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设置在前述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前述夹具右滑动平台复

位装置84设置在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右端。

[0027] 由图1所示，在前述夹具固定平台132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循着夹具固定平台132的

长度方向固定有一自夹具固定平台132的左端延伸至右端的平台导轨1321，在前述夹具左

滑动平台81的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在夹具左滑动

平台81的左端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各固定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滑块813，该夹具左滑动平

台滑块813与前述的平台导轨1321滑动配合，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朝向下的一侧固

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在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

各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块823，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滑块823同样与前述的平台导轨

1321滑动配合。

[0028] 继续见图1和图2，在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朝向上的一侧通过螺钉固定有

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在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朝向上的一侧通过夹具左滑

动平台滚轮轴81111转动地设置有一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8111，该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

8111的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具左滑动平台81的右端端面，并且在夹具左滑动平

台滚轮座811的右侧面上各通过一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轴81121转动地设置有一

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在前述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端朝向上的一侧并且

在对应于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座811的位置通过螺钉固定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

821，在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821朝向上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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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的位置通过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轴82111转动地设置有一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

8211，该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8211的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探出夹具右滑动平台82的左

端端面并且在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座821的左侧面上各通过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

轴82121转动地设置有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该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

导向滚轮8212与前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相对应。

[0029] 由上述说明可知，当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随前述上模座15下行时，前述滑动平台

斥开指891的左侧面与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8111的夹具左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接触，滑

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右侧面与前述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8211的夹具右滑动平台滚轮轮缘接

触，而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前侧面同时与前述的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

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位于前方的一个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

向滚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后侧面则同时与一

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位

于后方的一个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以及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接触。

[0030] 继续见图1和图2并且结合图3，前述的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包括左导杆座

831、左导杆832和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在左导杆座831固定在前述夹具固定平台

132上，在该左导杆座831上开设有一左导杆滑动孔8311，左导杆832的左端与左导杆滑动孔

8311滑动配合，而左导杆832的右端与前述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固定，夹具左滑

动平台复位弹簧833套置在左导杆832的中部并且该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的左端支

承在左导杆座831的右侧面上，而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的右端支承在夹具左滑动平

台导杆固定座812的左侧面上。

[0031] 前述的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4包括右导杆座841、右导杆842和夹具右滑动平

台复位弹簧843，右导杆座841固定在前述的夹具固定平台132上，在该右导杆座841上开设

有一右导杆滑动孔8411，右导杆842的右端与右导杆滑动孔8411滑动配合，而右导杆842的

左端与前述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固定，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43套置在右导

杆842的中部并且该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43的右端支承在右导杆座841的左侧面上，

而夹具右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43的左端支承在夹具右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22的右侧面上。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以及缸球坯右扶持夹爪驱

动作用缸86为气缸，但并不排斥使用油缸。

[0033] 请参见图3，在图3中还示出了属于钢球热压成型装置的结构体系的一钢球坯中转

机构2，该钢球坯中转机构2设置在前述冲压成型机1的左侧；一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一移

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和一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设置在前述钢球

坯中转机构2的左侧，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设置在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的左侧，而移动横

梁辅助驱动机构5设置在前述冲压成型机1的右侧；一移动横梁6，该移动横梁6的左端与移

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相配合，移动横梁6的中部与前述冲压成型机1的后侧相对应，而移动横

梁6的右端与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相配合；一用于将钢球坯10从前述钢球坯接应翻转机

构3转移至钢球坯中转机构2并且同时将先前位于钢球坯中转机构2处的钢球坯10转移至前

述冲压成型机1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该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设置在前述移动横梁6

上。

[0034] 依据专业常识并且依据申请人在上面的背景技术栏的说明可知：前述的钢球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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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钢圆棒经加热炉加热，出炉后经切断机切断后并经钢球坯输送装置输送至前述钢球坯

接应翻转机构3的处于热态的料坯，因此，冲压成型机1是对加热后切断的并处于高温状态

的钢球坯10冲压成钢球。由于前述钢球坯输送装置送入的钢球坯10是处于横卧状态的，而

冲压时需使其呈竖直状态，因而由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将钢球坯10从卧置状态转变为竖

直状态，鉴此还可将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称为钢球坯卧转立姿态改变机构。

[0035] 依据公知的冲床结构并且结合专业常识，上面提及的上模驱动机构14包括油缸柱

（即冲压油缸柱），前述的上模座15与油缸柱连接，由油缸柱的升降带动上模座15相应升降，

从而由上模座15带动上模16升降。前述的一组冲床立柱141通常有四根并且呈井字形分布，

即前侧也即前方和后侧也即后方各有两根，前述的成型钢球逐出机构9设置在前述前侧两

根冲床立柱141中的左方的一根冲床立柱上。

[0036] 由图3所示，前述钢球坯中转机构2设置在前述冲床基座11的左侧并且在使用状态

下支承在使用场所的地坪上；前述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在使用状态下支承在使用场所的

地坪上；前述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设置在前述冲床基座11的右侧；在前述移动横梁6的

左端朝向上的一侧表面固定有一移动横梁左上滑动导轨61，左端朝向下的一侧表面固定有

一移动横梁左下滑动导轨62，在移动横梁6的右端朝向上的一侧表面固定有一移动横梁右

上滑动导轨64，而右端朝向下的一侧表面固定有一移动横梁右下滑动导轨65，该移动横梁

左上、下滑动导轨61、62与前述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滑动配合，而移动横梁右上、下滑动导

轨64、65与前述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滑动配合；前述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设置在移动

横梁6的中部；前述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设置在前述台架13上。

[0037] 继续见图3并且结合图1，前述钢球中转机构2包括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支撑架

固定柱22、支撑架23和钢球坯中转套24，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设置在前述冲床基座  11的

左侧并且在使用状态下支承于使用场所的地坪上，支撑架固定柱22的底部与支撑架固定柱

支承座21的上部固定，支撑架23与支撑架固定柱22的顶部固定并且与前述钢球坯压前扶持

机构总成8的左端相对应，钢球坯中转套24固定在支撑架23的上部并且对应于前述冲压成

型机1的前述下模18的左侧；前述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设置在前述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

的左侧；前述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以及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在使用状态下支承在使用

场所的地坪上；前述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设置在前述移动横梁6的中部的前侧。

[0038] 前述的支撑架23包括支撑架托板231、一组调整螺杆232和一中转套固定板233，支

撑架托板231朝向下的一侧的中央位置与前述支撑架固定立柱22的顶部固定，一组调整螺

杆232的数量有四根并且分布于几何形状呈矩形体的支撑架托板231的四个角部，在该组调

整螺杆232上并且在对应于支撑架托板231的上下两侧的位置各配设有一螺杆调节螺母

2321，一组调整螺杆232的下端伸展到支撑架托板231的下方，而上端伸展到支撑架托板231

的上方，中转套固定板233固定在一组调整螺杆232的上端，前述的钢球坯中转套24固定在

中转套固定板233朝向上的一侧。通过对一组调整螺杆232的向上或向下调整，便可带动中

转套固定板233连同钢球坯中转套24相向向上或向下位移，以适应钢球坯10的规格变化或

满足工艺相应的要求。

[0039] 请重点参见图3，前述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包括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座

31、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32、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钢球

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传动箱35、钢球坯接应座36、推杆座37和推杆驱动作用缸38，钢球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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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座31对应于前述支撑架固定柱支承座21的左侧设置并且支承于使用

场所的地坪上，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32的右端以腾空于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

座31的上方的状态支承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座31的上部，而钢球坯接应回转座

固定架32的右端以水平悬臂状态探出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座31的左侧并且构成

为水平悬臂端，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的前端与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传动箱35传

动连接，而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的后端转动地支承在一对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

支承座331上，该对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支承座331固定在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

架32的右端，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在对应于一对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支承座331之间

的位置固定在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的后端，在该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的上、下、

左、右侧面上并且以垂直于上、下、左、右侧面的状态各固定有一钢球坯接应套管341，钢球

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传动箱35在对应于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的前端的位置设

置在驱动轴传动箱座351的顶部，而该驱动轴传动箱座351在对应于前述支撑架固定柱支承

座21的前方的位置通过一组传动箱座支承脚3511支承在地坪上，钢球坯接应座36在对应于

推杆座37与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之间的位置固定在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32

朝向上的一侧，推杆座37设置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32的左端朝向上的一侧并且与钢

球坯接应回转座34的左侧相对应，推杆驱动作用缸38的右端在对应于推杆座37的左端端面

的位置与推杆座37固定，而推杆驱动作用缸38的左端构成为水平悬臂端并且该推杆驱动作

用缸38的推杆驱动作用缸柱构成为推杆381，该推杆381远离推杆驱动作用缸38的一端与推

杆座37的右端端面滑动配合并且伸展到推杆座37的右端，其中，在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

固定架32的右端并且在对应于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的下方的位置开设有一钢球坯接

应套管让位腔321。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推杆驱动作用缸38为气缸，但也可使用油缸；当前述钢球坯接

应套管341随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转动到处于竖直状态时，该钢球坯接应套管341与前

述钢球坯中转套24纵向并行；在前述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以及前述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

构5的协同作用下带动前述移动横梁6自左向右移动时，由前述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将位

于前述钢球坯接应套管341内的钢球坯10转移到前述钢球坯中转套24，而先前位于钢球坯

中转套24内的钢球坯转移到前述下模18内。

[0041] 作为优选的方案，前述的驱动轴传动箱座351还可兼作本发明的电气控制箱。在使

用状态下，由前述钢球坯输送装置将钢球坯10送至横截面形状呈L字形的即由角铁制成的

钢球坯接应座36，接着由推杆驱动作用缸38工作，使推杆381向右伸展，将钢球坯10推入钢

球坯接应套管341，接着由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传动箱35带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

轴33，由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带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向顺时针方向转动90°，使喂

入有钢球坯10的前述钢球坯接应套管341连同钢球坯10相应转过90°并呈图1所示的状态，

在该状态下钢球坯10的姿态由横卧转为竖直，以便由下面还要详细说明的钢球坯接力转移

机构7转移至下模18。

[0042] 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传动箱35的具体结构是：包括电动机和减速箱，电

动机带动减速箱，由减速箱的动力输出轴带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

[0043] 请参见图4并且继续结合图3，前述的移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包括主箱体41、移动横

梁升降主动驱动装置42、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左导轨固定板44和移动横梁左右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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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驱动装置45，主箱体41设置在前述钢球坯接应回转座固定架支承座31的左侧并且支承

在地坪上，由图1所示，主箱体41的下部的左右两侧各通过一对主箱体固定架414固定在主

箱体支承座415上，而该主箱体支承座415通过调整支撑脚4151支承在使用场所的地坪上，

在主箱体41上并且位于主箱体41的高度方向的中部前侧构成有一主箱体移动横梁升降让

位腔411，移动横梁升降主动驱动装置42包括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移动横梁升降驱

动减速箱422、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动轮424、移动横梁升降

驱动轴425、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426、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427和移动横梁升降驱动

传动带428，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422传动配合，并且由移

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422连同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支承在主箱体41的主箱体腔412

的下部后侧，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422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轴4221朝向右，移动

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固定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轴4221上，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

动轮424在对应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的位置以平键固定方式固定在移动横梁升

降驱动轴425上，该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左端通过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左轴承座4251

转动地支承在主箱体41的左右箱壁上，而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右端伸展到前述的移

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在图中示出了将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左轴承座4251（两个）与主箱

体41的左右箱壁彼此相背的一侧固定的左轴承座固定螺钉42511，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

轮426在对应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427的位置以平键固定方式固定在移动横梁升降驱

动轴425上并且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427啮合，而该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427以纵向

状态固定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前侧，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传动带428的一端套移动

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上，另一端套置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动轮424上，左导轨固定板

44固定在前述主箱体41的主箱体腔412的上部，在该左导轨固定板44的中央区域开设有一

左导轨固定板让位腔441，并且在左导轨固定板44的前侧以纵向状态固定有一左滑动座第

一导轨Ⅰ442和一左滑动座第二导轨Ⅱ443，该左滑动座第一导轨Ⅰ442以及左滑动座第二导

轨Ⅱ443彼此左右对应并且分别位于左导轨固定板让位腔441的左右侧，移动横梁升降左滑

动座43的下部向前折弯而构成有一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平台431，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

动座43的后侧并且在对应于左滑动座第一导轨Ⅰ442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左滑

动座第一滑块Ⅰ432，而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后侧并且在对应于左滑动座第二导轨

Ⅱ443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第二滑块Ⅱ433，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

座第一滑块Ⅰ432与左滑动座第一导轨Ⅰ442滑动配合，而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第二滑

块Ⅱ433与左滑动座第二导轨Ⅱ443滑动配合，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前侧并且在对

应于前述移动横梁左上滑动导轨61的位置各通过一滑块座4342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上滑

动导轨左滑块434，而在前述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平台431上并且在对应于前述移动横梁

左下滑动导轨62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下滑动导轨左滑块435，一对移动横梁上滑动

导轨左滑块434与移动横梁左上滑动导轨61滑动配合，而一对移动横梁下滑动导轨左滑块

435与移动横梁左下滑动导轨62滑动配合，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装置45包括移动横

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451、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减速箱452、移动横梁左右往复

移动驱动齿轮453和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条454，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

451与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减速箱452传动配合并且由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

减速箱452连同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451在对应于前述左导轨固定板让位腔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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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固定在主箱体腔412内，该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减速箱452的驱动减速箱输出

轴4521朝向前述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并且伸展到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前侧，移

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轮453在对应于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前侧的位置固定在

驱动减速箱输出轴4521上并且与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条454啮合，而该移动横梁

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条454与前述移动横梁6的后侧固定，其中，在前述主箱体41的左侧外

壁上设置有两个上下对应的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

置信号采集器413也可以设置在主箱体41的右侧外壁上，还可以在主箱体41的左右侧外壁

上均设置两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在前述一对移动横梁上滑动导轨左

滑块434中的左侧的一个移动横梁上滑动导轨左滑块的前侧设置有一移动横梁左右位移位

置信号采集器4341（也可设置在右侧的一个移动横梁上滑动导轨左滑块434的前侧），而在

前述移动横梁6的前侧面上并且在对应于前述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两侧（左侧和右

侧）的位置各设置有一信号采集器触发块63。

[0044]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以及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动

轮424为同步带轮，相应地，前述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传动带428为同步带。

[0045] 当具有正反转功能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工作时，由其带动移动横梁升降

驱动减速箱422，由该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422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减速箱轴4221带动

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主动轮423，经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传动带428带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动

轮424，由该移动横梁升降驱动从动轮424带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由移动横梁升降驱

动轴425带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426，由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426与移动横梁

升降驱动齿条427相啮合，因而由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426带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

427，由该移动横梁升降驱动齿条427带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循着左滑动座第一导轨

Ⅰ442以及左滑动座第二导轨Ⅱ443向上或向下移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向上或向下

移动时，由其带动移动横梁6连同设置在移动横梁6的中部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相应向

上或向下移动。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向上或向下移动取决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

426的转动方向（正转或反转，即顺时针转动或逆时针转动），而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

426的转动方式取决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转动方向（正转或反转，即顺时针转动或

逆时针转动），而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转动方向取决于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的

工作方向（即正转或反转）。

[0046] 在前述具有正反转功能的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451的工作下，由其带

动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减速箱452，由该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减速箱452的驱

动减速箱输出轴4521带动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轮453，由该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

动驱动齿轮453带动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齿条454，由于该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

动齿条454与前述移动横梁6的长度方向的后侧固定，因而由其带动移动横梁6向左右往复

移动，移动横梁6向左或向右移动最终取决于前述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451的工

作方式（即正转或反转）。

[0047] 作为优选的方案，还可在对应于前述主箱体4的左侧设置一管线链轨架46，在该管

线链轨架46的上端固定一管线拖链链轨461，在管线拖链链轨461上敷设管线拖链4611，由

该管线拖链4611向前述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以及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

451提供工作电源，前述的管线拖链4611受控于设在前述驱动轴传动箱座351内的电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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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0048] 在移动横梁升降主动驱动装置42的工作下使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升降的过

程中，当移动横梁6上升到得以由前述两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中的上部

的一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采集到信号的程度时，则由该移动横梁上下位移

位置信号采集器413将信号反馈给电气控制器，由电气控制器发出指令给移动横梁升降驱

动电机421，使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停止工作；反之，当移动横梁6下降到得以由前述

两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中的下部的一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

集器采集到信号的程度，则与前述相同方式而使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停止工作，从而

由前述的两个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控制移动横梁6的升降行程。

[0049] 在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装置45的工作下而使移动横梁6左右往复移动的过

程中，当移动横梁6向左移动到固定其上的一对信号采集器触发头63中的右边的一个信号

采集器触发头对应于前述移动横梁左右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341的位置时，则由该移动横

梁左右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341采集到信号并将信号反馈给前述的电气控制器，由电气控

制器发出指令而使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451停止工作；反之当移动横梁6向右移

动到一对信号采集器触发头63中的左边的一个信号采集器触发头对应到移动横梁左右位

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341的程度时，则与前述相同方式而使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动驱动电机

451停止工作，从而由一对信号采集器触发头63与移动横梁左右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341

的配合而控制移动横梁6的左右位移行程。

[0050]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的移动横梁上下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13以及移动横梁左右

位移位置信号采集器4341为行程开关，但也可以使用微动开关、位置接近开关或干簧管，乃

至可以使用霍尔感应元件，等等。

[0051] 继续见图3，前述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包括辅助箱体51、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

座52、右导轨固定板53、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轮54和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

齿条55，辅助箱体51设置在前述冲床基座11的右侧并且与前述主箱体41的相同设置方式支

承在地坪上，在辅助箱体51上并且位于辅助箱体51的高度方向的中部构成有一辅助箱体移

动横梁升降让位腔511，前述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右端通过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右轴

承座4252（两个）转动地支承在辅助箱体51的左右箱壁上，右导轨固定板53固定在辅助箱体

51的辅助箱体腔512的上部，在该右导轨固定板53的前侧以彼此纵向状态固定有一右滑动

座第一导轨Ⅰ531和一右滑动座第二导轨Ⅱ532，该右滑动座第一导轨Ⅰ531以及右滑动座第

二导轨Ⅱ532彼此左右对应，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52的下部向前折弯而构成有一移动横

梁右滑动座平台521，而在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52的后侧并且在对应于右滑动座第一导

轨Ⅰ531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第一滑块Ⅰ522，而在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

座52的后侧并且在对应于右滑动座第二导轨Ⅱ532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

座第二滑块Ⅱ523，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第一滑块Ⅰ522与右滑动座第一导轨Ⅰ531滑

动配合，而一对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第二滑块Ⅱ523与右滑动座第二导轨Ⅱ532滑动配

合，在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52的前侧并且在对应于前述移动横梁右上滑动导轨64的位置

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上滑动导轨右滑块524，而在前述移动横梁右滑动座平台521上并且在

对应于前述移动横梁右下滑动导轨65的位置固定有一对移动横梁下滑动导轨右滑块525，

一对移动横梁上滑动导轨右滑块524与移动横梁右上滑动导轨64滑动配合，而一对移动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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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下滑动导轨右滑块525与移动横梁右下滑动导轨65滑动配合，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

动齿轮54位于前述辅助箱体腔512内并且在对应于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条55的位

置固定在前述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的右端并且与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条55啮

合，而该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条55以纵向状态固定在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52的

前侧。

[0052] 上面已提及，前述的移动横梁升降驱动电机421以及前述的移动横梁左右往复移

动驱动电机451为具有正反转功能的伺服电机。

[0053] 在前述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425转动而带动移动横梁升降驱动轴齿轮426转动的

同时带动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轮54，由该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轮54带动

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条55，由移动横梁左右位移辅助驱动齿条55带动移动横梁升

降右滑动座52。由于移动横梁升降左、右滑动座43、52的升降是同步的，又由于在前面已对

移动横梁升降左滑动座43的动作过程作了说明，因而不再对移动横梁升降右滑动座52重复

描述。

[0054] 请参见图5至图6并且结合图3，前述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的数量有结构相同的

一对，该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包括夹臂驱动作用缸71、夹臂座72、夹臂枢转轴73、夹臂致动

轴74、第一夹臂Ⅰ75、第一夹爪Ⅰ76、第二夹臂Ⅱ77和第二夹爪Ⅱ78，夹臂驱动作用缸71与夹

臂驱动作用缸固定板711固定，而该夹臂驱动作用缸固定板711通过螺钉与前述移动横梁6

的中部前侧固定，夹臂座72与夹臂驱动作用缸71的缸体的前侧固定，该夹臂座72的前侧以

水平悬臂状态延伸有一上滑动槽板721和一下滑动槽板722，该上、下滑动槽板721、722彼此

上下对应，并且在上滑动槽板721上以并行于上滑动槽板721的长边方向的状态开设有一夹

臂致动轴上滑动槽7211以及在对应于上滑动槽板721的上方的位置通过上盖板螺钉72121

固定有一上盖板7212，而在下滑动槽板722上以并行于下滑动槽板722的长边方向的状态开

设有一夹臂致动轴下滑动槽7221以及在对应于下滑动槽板722的下方的位置通过下盖板螺

钉固定有一下盖板7222，在上滑动槽板721的前端开设有一夹臂枢转轴上置入孔7213，而在

下滑动槽板722的前端并且在对应于夹臂枢转轴上置入孔7213的位置开设有一夹臂枢转轴

下置入孔7223，前述夹臂致动轴上、下滑动槽7211、7221彼此上下对应，在夹臂座72上并且

在对应于夹臂驱动作用缸71的夹臂驱动作用缸柱712的位置开设有一作用缸柱让位孔723，

夹臂驱动作用缸柱712穿过该作用缸柱让位孔723伸展到前述上、下槽板721、722之间，并且

在该夹臂驱动作用缸柱712的前端螺纹配接有一夹臂驱动作用缸柱连接头7121，第一夹臂Ⅰ

75的右端位于前述上、下滑动槽板721、722之间并且在该第一夹臂Ⅰ75的右端开设有一第一

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51以及一第一夹臂致动轴孔752，第一夹臂Ⅰ75的左端探出夹臂座72的

左侧面并且构成为自由端，第一夹爪Ⅰ76通过第一夹爪固定螺钉Ⅰ761固定在第一夹臂Ⅰ75的

左端，第二夹臂Ⅱ77的结构与第一夹臂Ⅰ75的结构相同，该第二夹臂Ⅱ77的左端位于前述

上、下滑动槽板721、722之间并且对应于第一夹臂Ⅰ75的右端下方，在该第二夹臂Ⅱ77上并

且在分别对应于第一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51和第一夹臂致动轴孔752的位置开设有一第二

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71以及一第二夹臂致动轴孔772，第二夹臂Ⅱ77的右端探出夹臂座72的

右侧面并且构成为自由端，第二夹爪Ⅱ78通过第二夹爪固定螺钉Ⅱ781固定在第二夹臂Ⅱ

77的右端，夹臂枢转轴73自上而下依次插入夹臂枢转轴上置入孔7213、第一夹臂致动轴孔

752、第二夹臂致动轴孔772和夹臂枢转轴下置入孔7223，并且该夹臂枢转轴73的上端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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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上盖板7212朝向下的一侧接触，而夹臂枢转轴73的下端端面与前述下盖板7222朝向

上的一侧接触，夹臂致动轴74的中部在对应于夹臂驱动作用缸柱连接头7121的枢转轴孔

71211的位置与夹臂驱动作用缸柱连接头7121固定，夹臂致动轴74的上端探入前述第一夹

臂枢转轴滑动槽751内与前述第一夹臂Ⅰ75滑动配合，而夹臂致动轴74的下端探入前述第二

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71内与前述第二夹臂Ⅱ77滑动配合，并且夹臂致动轴74的上端端面支

承在前述上盖板7212朝向下的一侧，而夹臂致动轴74的下端端面支承在前述下盖板7222朝

向上的一侧。

[0055] 在图5和图6中还示出了夹臂驱动作用缸进出气接口713，由此可知，在本实施例

中，前述的夹臂驱动作用缸71为气缸。然而如果出于规避本发明的目的而采用油缸替代气

缸，那么应当视为等同的技术手段而依然属于本发明公开的技术内涵范畴。

[0056] 上面已提及，前述的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有两个，图3所示位置状态的左边的一

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的功用是：将由前述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的工位处的并且在钢球

坯接应套管341内处于竖直状态的钢球坯10夹住并在移动横梁6上移的状态下移离（提出）

钢球坯接应套管341，同时在移动横梁6右移的状态下转移到对应于钢球坯中转机构2的钢

球坯中转套24的上方，以及在移动横梁6下移时释放到钢球坯中转套24内。在前述过程中，

先前位于朝向上的一个钢球坯中转套24内的钢球坯10被右边的一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

转移到下模18。如此反复而表现出高的接力效果。

[0057] 申请人在下面简述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的工作原理，夹臂驱动作用缸71工作，夹

臂驱动作用缸柱711向缸体外伸出（伸展），由夹臂驱动作用缸柱711带动夹臂致动轴74，由

夹臂致动轴74同时在第一夹臂Ⅰ75的形状呈Z字形的第一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51以及在第二

夹臂Ⅱ77的形状同样呈Z字形的第二夹臂枢转轴滑动槽771内的滑动而同时带动第一夹臂Ⅰ

75以及第二夹臂Ⅱ77，使第一夹臂Ⅰ75的自由端连同第一夹爪Ⅰ76与第二夹臂Ⅱ77的自由端

连同第二夹爪Ⅱ78彼此斥开。斥开时，两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中的左边的一个钢球坯接

力转移机构7将先前从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的工位夹取的钢球坯10释放到钢球坯中转套

24内，而右边的一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将先前从钢球坯中转套24的工位夹取的钢球坯

10释放到下模18。当移动横梁6左移到两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分别对应于钢球坯接应翻

转机构3的钢球坯接应回转座34的钢球坯接应套管341以及对应于钢球坯中转机构2的钢球

坯中转套24的位置时，夹臂驱动作用缸71反向工作，夹臂驱动作用缸柱712缩向缸体内，与

前述相反的动作过程而使第一夹臂Ⅰ75以及第二夹臂Ⅱ77的前述自由端相向合拢（即相向

位移），第一夹爪Ⅰ76与第二夹爪Ⅱ78合拢（即相向位移）而各自将钢球坯10夹住。不断重复

上述过程而得以体现对钢球坯10的良好的接力式转移效果。

[0058] 通过申请人在上面的说明可知，下模18内的钢球坯10是由前述两个钢球坯接力转

移机构7中的右边的一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从钢球坯中转机构2的钢球坯中转套24的工

位处提取并转移而至的，当钢球坯10进入下模18后，由冲压成型机1冲压成型。具体是：冲压

成型机1工作，由上面提及的冲压成型机的液压油缸柱带动上模座15连同上模16下行，由

上、下模16、18的协同作用而使先前呈圆柱段状的钢球坯10冲压形成钢球。

[0059] 在上模座15连同上模16下行时，由上模座15带动前述钢球坯压前扶持机构总成8

的结构体系的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下行，随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下端的滑动平台斥开指

891进入前述夹具左、右滑动平台81、82的相向一端之间，该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前侧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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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请人在上面所述与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

板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前述的一个滚轮接触，而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后侧面与一对滑动

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导向滚轮8212中的后侧的一

个滚轮接触，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的左、右侧面分别与夹具左、右滑动平台滚轮8111、8211接

触。

[0060] 在上述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使夹具左右滑动平台81、82斥开的同时，钢球坯左扶

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以及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同时工作，具体是：钢球坯左扶

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的钢球坯左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851向缸体外即向右伸展，带动钢

球坯左扶持夹爪87以左扶持夹爪转轴872为回转中心回转一个角度，钢球坯左扶持夹爪87

的前述自由端朝着背离下模18的方向运动，与此同时，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6的

钢球坯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柱861向缸体外即向左伸展，带动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以右

扶持夹爪转轴882为回转中心回转一个角度，钢球坯右扶持夹爪88的前述自由端背离下模

18的方向运动，即前述的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87、88的自由端彼此斥开，解除对处于下模

18内的钢球坯10的扶持，此时在上、下模16、18的共同配合下将下模18内的钢球坯冲压成钢

球。随着冲压成型机1的液压油缸柱带动上模座15的上行，由上模座15带动上模16以及滑动

平台斥开撑板89上行，下模18内的钢球由下面还要说明的成型钢球逐出机构9逐出下模18，

在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上行时，其下端的滑动平台斥开指891离开与前述夹具左、右滑动平

台滚轮8111、8211、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左导向滚轮8112以及一对滑动平台斥开撑板右

导向滚轮8212的接触，此时在夹具左、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84的共同作用下，使夹具左、

右滑动平台81、82相向位移。与此同时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驱动作用缸85、86反向工作，按

前述相反形式而由钢球坯左、右扶持夹爪87、88的自由端的相向合拢将再将由钢球坯接力

转移机构7转移至下模18内的钢球坯10扶持（即夹住），冲压成型机1再次动作，如此反复。

[0061] 由于前述夹具左、右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84的结构及动作原理是相同的，因而申

请人仅对前者作如下说明：在滑动平台斥开撑板89随上模座15下行并且滑动平台斥开指

891进入夹具左、右滑动平台滚轮8111、8211之间时，因夹具左滑动平台81通过其下方的夹

具左滑动平台滑块813循着平台导轨1321向左滑动，由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带动

与其固定的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装置83的结构体系的左导杆832循着开设于左导杆座831

上的左导杆滑动孔8311向左移动（滑动），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压缩而储能。而当滑

动平台斥开撑板89随上模座15上行并退离夹具左、右滑动平台滚轮8111、8211之间时，那么

在夹具左滑动平台复位弹簧833的回复力作用下推动夹具左滑动平台导杆固定座812，使夹

具左滑动平台81恢复向右移动。

[0062] 请重点见图2，前述成型钢球逐出机构9包括钢球坯逐出作用缸座91、钢球坯逐出

作用缸92和逐球头93，钢球坯逐出作用缸座91以焊接或者采用紧固件如螺栓固定在前述的

一组冲床立柱141中的位于前方左侧的一根冲床立柱上，钢球坯逐出作用缸92以倾斜状态

（朝着下模18的方向倾斜）与钢球坯逐出作用缸座91固定，该钢球坯逐出作用缸92的钢球坯

逐出作用缸柱921朝向前述下模18并且对应于下模18的侧上方，逐球头93与钢球坯逐出作

用缸柱921的末端固定。

[0063] 在前述由上、下模16、18的配合而完成了将钢球坯冲压成型为钢球后，当上模向上

位移后，则由钢球坯逐出作用缸92工作，钢球坯逐出作用缸柱921向缸体外伸展，由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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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球坯逐出作用缸柱921的末端的逐球头93将钢球逐出下模并且由图中示出的对应于下模

18右侧设置的钢球导出槽20将钢球引出至下一工序如淬火工序。完成逐球后，钢球坯逐球

作用缸92反向工作，钢球坯逐出作用缸柱921回缩，处于下一逐球的待机状态。

[0064]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的钢球坯逐出作用缸92为气缸，但也可使用油缸。

[0065] 通过申请人对上述说明可知：在上面提及的钢球坯输送装置将切断为坯段的圆柱

体形状的钢球坯送达钢球坯接应座36（以自然滚动方式滚动至钢球坯接应座36），由推杆驱

动作用缸38（气缸）工作而由推杆381将钢球坯接应座36上的处于卧置（横卧）状态的钢球坯

10推向套管口朝向左的钢球坯接应套管341，在钢球坯接应回转座驱动轴33顺时针转动90°

下，使钢球坯10处于纵向竖起状态。

[0066] 钢球坯10自钢球坯接应套管341到达下模18的过程是由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完

成的，在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以接力方式对钢球坯转移的过程中，前述的移动横梁6在移

动横梁主驱动机构4以及在移动横梁辅助驱动机构5的协同（即辅助）下依次作向上、向右和

向下位移动作（动作原理已在上面作了说明，不再赘述）。具体而言，当两个钢球坯接力转移

机构7在分别对应于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以及钢球坯中转机构2的工位处并将钢球坯10夹

住后，移动横梁6便向上，使处于夹住状态的钢球坯10分别向上移离（移出）钢球坯接应套管

341以及钢球坯中转套24，接着移动横梁6右移，使处于由两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夹住状

态的两枚钢球坯10分别对应到钢球坯中转套管24以及下模18的上方的位置，再接着移动横

梁6下行，并且两个钢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将先前处于夹住状态的钢球坯10释放，使前述两

枚钢球坯10分别进入钢球坯中转套管24以及下模18。然后移动横梁6左行到再次使两个钢

球坯接力转移机构7分别对应于钢球坯接应翻转机构3以及钢球坯中转机构2，重复前述过

程。

[0067]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弥补了已有技术中的缺憾，顺利地完成了发明

任务，如实地兑现了申请人在上面的技术效果栏中载述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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