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140961.0

(22)申请日 2019.01.28

(73)专利权人 苏州技泰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新区华山路

158-50号

(72)发明人 李现成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2103

代理人 范晴

(51)Int.Cl.

B21D 35/00(2006.01)

B21D 39/00(2006.01)

B21D 43/12(2006.01)

B21D 43/2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

接设备，包括承载产品的第一料带、第二料带和

冲压铆接装置，所述第一料带、第二料带呈交叉

方式送料，所述冲压铆接装置设置在两条料带的

交汇处；所述第一料带位于第二料带的上方，所

述第一料带运行方向还设置有抽牙装置，所述第

一料经过抽牙装置后运行至冲压铆接装置；所述

第二料带运行方向还设置有倒角装置，所述第二

料带经过倒角装置后进入冲压铆接装置；所述冲

压铆接装置包括设置在同一副冲压模具内的铆

接机构和切断机构。该设备采用第一料带抽牙和

第二料带铆接过孔相匹配的方式进行铆合，并在

铆接过孔的下端面设置倒角，通过铆接冲头将抽

牙下端撑开铆合在铆接过孔的倒角上，该铆接方

式简单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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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包括承载产品的第一料带（1）、第二料带（2）和冲压

铆接装置（3），所述第一料带（1）、第二料带（2）呈交叉方式送料，所述冲压铆接装置（3）设置

在两条料带的交汇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料带（1）位于第二料带（2）的上方，所述第一料

带（1）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抽牙装置（4），所述第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经过抽牙装置（4）

后运行至冲压铆接装置（3）；所述第二料带（2）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倒角装置（5），所述第二

料带（2）上的第二产品经过倒角装置（5）对铆接孔进行倒角工序后进入冲压铆接装置（3）；

所述冲压铆接装置（3）包括设置在同一副冲压模具内的铆接机构和切断机构；当第一料带

（1）的第一产品、第二料带（2）的第二产品运行至冲压铆接装置（3）中时，所述切断机构将第

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切断脱离第一料带（1），并将第一产品与第二产品进行铆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压铆接装置

（3）的下模内设置有多个铆接冲头（3-1）和多个切断冲头（3-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铆接冲头（3-1）

的头部呈子弹头状，其头部的纵向侧边呈弧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抽牙装置（4）的

上模内设置有多个抽牙冲头（4-1）；所述第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经过抽牙装置（4）的抽

牙工序后，形成垂直于料带的抽牙（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倒角装置（5）的

下模内设置有多个倒角冲头（5-1）；所述第二料带（2）上的第二产品经过倒角装置（5）的倒

角工序后，其铆接孔下侧形成倒角（2-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料带（1）上

的抽牙（1-1）的外径直径小于第二料带（2）上与抽牙对应的铆接孔直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料带（1）和

第二料带（2）的运行方向上分别设置有第一折弯装置（6）和第二折弯装置（7）；所述第一折

弯装置（6）位于抽牙装置（4）的前方；所述第二折弯装置（7）位于倒角装置（5）的前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料带（2）的

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整形冲切装置（8），所述整形冲切装置（8）位于冲压铆接装置（3）的后

方。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料带（1）的厚度小于第二料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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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压铆接模具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在折弯件上铆接另一折弯件，一般都是通过二次加工进行，即现将两

个折弯件分别折弯成型，然后在将两个折弯件相互配合通过铆接装置进行铆接，此种作业

方法不能通过冲压一次完成，因此生产效率低，费时费力且铆接后的产品精度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自动上下料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能同时完

成上下两个产品的铆接及其上层料带的切断，生产效率高且加工精度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包括承载产品的第一

料带、第二料带和冲压铆接装置，所述第一料带、第二料带呈交叉方式送料，所述冲压铆接

装置设置在两条料带的交汇处；所述第一料带位于第二料带的上方，所述第一料带运行方

向上还设置有抽牙装置，所述第一料带上的第一产品经过抽牙装置后运行至冲压铆接装

置；所述第二料带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倒角装置，所述第二料带上的第二产品经过倒角装

置对铆接孔进行倒角工序后进入冲压铆接装置；所述冲压铆接装置包括设置在同一副冲压

模具内的铆接机构和切断机构；当第一料带的第一产品、第二料带的第二产品运行至冲压

铆接装置中时，所述切断机构将第一料带上的第一产品切断脱离第一料带，并将第一产品

与第二产品进行铆接。

[0005] 优选的，所述冲压铆接装置的下模内设置有多个铆接冲头和多个切断冲头。

[0006] 优选的，所述铆接冲头的头部呈子弹头状，其头部的纵向侧边呈弧形。

[0007] 优选的，所述抽牙装置的上模内设置有多个抽牙冲头；所述第一料带上的第一产

品经过抽牙装置的抽牙工序后，形成垂直于料带的抽牙。

[0008] 优选的，所述倒角装置的下模内设置有多个倒角冲头；所述第二料带上的第二产

品经过倒角装置的倒角工序后，其铆接孔下侧形成倒角。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料带上的抽牙的外径直径小于第二料带上与抽牙对应的铆接孔

直径。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料带和第二料带的运行方向上分别设置有第一折弯装置和第二

折弯装置；所述第一折弯装置位于抽牙装置的前方；所述第二折弯装置位于倒角装置的前

方。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料带的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整形冲切装置，所述整形冲切装置

位于冲压铆接装置的后方。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料带的厚度小于第二料带。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

[0014] 1．采用第一料带抽牙和第二料带料带铆接过孔相匹配的方式进行铆合，并在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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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孔的下端面设置倒角，通过铆接冲头将抽牙下端撑开铆合在铆接过孔的倒角上，该铆接

方式简单且稳定；

[0015] 2．将铆接装置和切断装置设置在冲压铆接装置的同一副冲压模具中，使得产品铆

接、第一料带的切断能在同一装置中完成，即确保了产品精度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0016] 3．该设备中的铆接冲头，头部呈子弹头状，其头部侧面是弧面，第一料带的抽牙区

域与之接触，抽牙的下端口从点接触到线接触，引起下端口塑性变形，端口直径变大，但不

会形成面接触，铆接冲头对该区域的冲力不会被分散，抽牙的下端口塑性变形会持续到将

产品铆紧，且没有缝隙。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冲压铆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分模状态时）；

[0020] 图3为图2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冲压铆接装置中铆接冲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现有技术中的铆接冲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倒角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抽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铆接过程变化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两条料带铆接状态下折弯处的局部示意图；

[0027] 图10为两条料带铆接切断过程变化图；

[0028] 其中：1、第一料带；1-1、抽牙；2、第二料带；2-1、倒角；3、冲压铆接装置；3-1、铆接

冲头；3-2、切断冲头；3-3、现有技术中的铆接冲头；4、抽牙装置；4-1、抽牙冲头；5、倒角装

置；5-1、倒角冲头；6、第一折弯装置；7、第二折弯装置；8、整形冲切装置；9、气动拉料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

[0030] 一种双料带交叉冲压铆接设备，如图1所示，包括承载产品的第一料带1、第二料带

2和冲压铆接装置3，所述第一料带1、第二料带2呈交叉方式送料，所述冲压铆接装置3设置

在两条料带的交汇处；所述第二料带2的运行方向起始端设置有三合一送料机，另一端设置

有产品输送皮带，用于运送成型后的产品，所述三合一送料机用于对第二料带2进行放料、

整平以及送料；所述第一料带1的运行方向起始端依次设置有放料机和整平机，另一端设置

有气动拉料机9，所述放料机和整平机对进入冲压铆接设备的第一料带1进行放料以及整

平，通过后侧的气动拉料机9拉动第一料带1行进；所述第一料带1位于第二料带2的上方，所

述第一料带1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抽牙装置4，所述第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经过抽牙装置4

后运行至冲压铆接装置3；所述第二料带2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倒角装置5，所述第二料带2

上的第二产品经过倒角装置5对铆接孔进行倒角工序后进入冲压铆接装置3；所述冲压铆接

装置3包括设置在同一副冲压模具内的铆接机构和切断机构；当第一料带1的第一产品、第

二料带2的第二产品运行至冲压铆接装置3中时，所述切断机构将第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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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脱离第一料带1，并将第一产品与第二产品进行铆接。所述第一料带1的厚度小于第二

料带2，该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料带1的厚度为0.1mm，所述第二料带2的厚度为0.5mm。

[0031] 如图2～4所示，所述冲压铆接装置3的下模内设置有多个铆接冲头3-1和多个切断

冲头3-2；所述铆接冲头3-1的头部呈子弹头状，如图4所示，其头部的纵向侧边呈弧形；第一

料带的抽牙区域与之接触，抽牙的下端口从点接触到线接触，引起下端口塑性变形，端口直

径变大，但不会形成面接触，铆接冲头对该区域的冲力不会被分散，抽牙的下端口塑性变形

会持续到将产品铆紧，且没有缝隙。如图5所示，现有技术中的铆接冲头3-3，其头部是斜面

的，当冲头通过0.1mm料厚的抽牙区域时，冲头与抽牙区域的下端口从点接触到线接触，引

起下端口塑性变形，端口直径变大，当端口变形到斜面时，冲头与抽牙区域呈面接触,接触

面大了之后，冲头对该区域的冲力被分散，端口就不足于再产生塑性变形，会把抽牙区域往

上推，导致两层材料铆接后中间形成缝隙，最终影响铆接精度及稳定性。

[0032] 如图7所示，所述抽牙装置4的上模内设置有多个抽牙冲头4-1；所述第一料带1上

的第一产品经过抽牙装置4的抽牙工序后，形成垂直于料带的抽牙1-1。如图6所示，所述倒

角装置5的下模内设置有多个倒角冲头5-1；所述第二料带2上的第二产品经过倒角装置5的

倒角工序后，其铆接孔下侧形成倒角2-1。如图8所示，所述第一料带1上的抽牙1-1的外径直

径小于第二料带2上与抽牙对应的铆接孔直径。该冲压铆接设备，采用第一料带1抽牙和第

二料带2料带铆接过孔相匹配的方式进行铆合，并在铆接过孔的下端面设置倒角，通过铆接

冲头将抽牙下端撑开铆合在铆接过孔的倒角上，该铆接方式简单且稳定。

[0033]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料带1和第二料带2的运行方向上分别设置有第一折弯装置6

和第二折弯装置7；所述第一折弯装置6位于抽牙装置4的前方；所述第二折弯装置7位于倒

角装置5的前方。该设备中两条料带上产品的折弯角度相同但位置不同，在铆接状态时折弯

处呈一定空隙，如图9所示。

[0034] 如图1和10所示，所述第二料带2的运行方向上还设置有整形冲切装置8，所述整形

冲切装置8位于冲压铆接装置3的后方；在图10中可以看出，冲压铆接装置3中有是个切断处

10，将第一料带1上的第一产品切断，但是其切断处仍有多余废料，等运行至整形冲切装置8

时，在进行精准冲切将第一产品上多余的废料切除，如精确冲断处11所示。

[0035]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的。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所揭示的

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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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9 页

9

CN 209597991 U

9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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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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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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