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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包括

外壳、模套和拉拔模，模套适配嵌置于外壳内且

前端外露于外壳之外，拉拔模适配嵌置于模套内

的拉拔模腔中并固定，拉拔模上设有带锥度的模

孔，外壳前设有与拉拔模腔端口对应的拉拔夹

具，外壳上连有润滑清洗液管，润滑清洗液管中

通有水性润滑清洗液，润滑清洗液管连通至拉拔

模腔中，润滑清洗液管在模套前端的拉拔模腔端

口外设有清洗喷淋口。本发明可提高钢管拉拔后

清洗便利性，减少污染，提高钢管拉拔作业的进

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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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包括外壳（1）、模套（2）和拉拔模（3），模套（2）适配嵌置于外

壳（1）内且前端外露于外壳（1）之外，拉拔模（3）适配嵌置于模套（2）内的拉拔模腔（5）中并

固定，拉拔模（3）上设有带锥度的模孔（4），外壳（1）前设有与拉拔模腔（5）端口对应的拉拔

夹具，其特征是外壳（1）上连有润滑清洗液管（6），润滑清洗液管（6）中通有水性润滑清洗

液，润滑清洗液管（6）连通至拉拔模腔（5）中，润滑清洗液管（6）在模套（2）前端的拉拔模腔

（5）端口外设有清洗喷淋口（7），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还包括预缩口模（8）和送管穿模机构，

预缩口模（8）位于外壳（1）后，送管穿模机构位于预缩口模（8）后，预缩口模（8）连接在一预

缩口模油缸（9）的活塞杆上，预缩口模油缸（9）固定于一预缩口模滑台上，预缩口模滑台上

还设有一位于预缩口模（8）和送管穿模机构之间的钢管定位夹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送管穿模机构包括成对设

置的钢管推送轮（10），每对钢管推送轮（10）分处于待拉拔钢管的两侧且对滚，钢管推送轮

（10）的轮面设有与待拉拔钢管周面适配的轮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离合引导套（11），离合引

导套（11）位于模套（2）后端口处，离合引导套（11）包括一对可开合的半锥套，各半锥套分别

对应连接一引导套离合油缸（12），引导套离合油缸（12）固定在外壳（1）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润滑清洗液管（6）中的水性润滑

清洗液为肥皂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外壳（1）设于一水槽内，水槽上

固设有一刮水皮支架，刮水皮支架上固设有一刮水皮（16），刮水皮（16）套接在拉拔后的钢

管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模套（2）转动连接

在外壳（1）内，模套（2）的外露端键连接有链轮（13），链轮（13）与一电机通过链传动机构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其特征是模套（2）上设有贯

通至拉拔模腔（5）的进液槽孔（14），模套（2）内壁设有轴向排液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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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冰箱钢管拉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冰箱配套部件加工装置，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冰箱钢管拉拔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冰箱用钢管是用一种超低碳优质碳钢高频挤压焊接的有缝钢管经过拉拔后制成

的多规格的钢管。现有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的进料部分自动化程度较低，不能直接输入待

拉拔钢管，而是必须在钢管拉拔装置外进行缩口，将待拉拔钢管最前端管径缩小，以便穿过

拉拔模，再用拉拔夹具夹紧固定穿出拉拔模的管头，方能开始进行钢管拉拔。而且现有的冰

箱钢管拉拔装置多采用油性拉拔的工作方式，即拉拔过程中钢管与拉拔模之间用拉拔油进

行润滑，这样拉制的钢管表面存在大量油污，不仅这些废油难以处理，还会粘附大量拉拔产

生的金属粉末，会给后道清洁工序带来较大困难，为清洗这些废油及废渣，又会产生大量废

水，从而产生二次污染问题，并进一步推高了排放物处理成本。公开号为CN207857549U的实

用新型专利于2018年9月14日公开了一种钢管双拉拔润滑装置，包括模体，模体上设有钢

管，钢管上设有拉拔模Ⅰ和拉拔模Ⅱ；拉拔模Ⅰ上设有拉拔模Ⅰ润滑区，拉拔模Ⅱ上设有拉拔

模Ⅱ润滑区；两个拉拔模之间设有隔离板；隔离板上设有油孔，油孔上设有油路。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钢管接拔时，利用隔离板的油孔保证拉拔模Ⅰ和拉拔模Ⅱ的润滑区润滑充分；隔

离板两端面平行，保证钢管拉拔时两个拉拔模在同一直线上；隔离板上设置油孔保证润滑

油从拉拔模Ⅰ润滑区顺利流向拉拔模Ⅱ润滑区，使两个拉拔模润滑充分。但该发明并不涉及

如何提高进料效率，且该装置采用的也是油润滑方式，因此也存在上述油润滑方式的各种

固有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现有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进料部分自动化程度较低，且采用油性拉拔的工作方

式，既影响生产效率，又会造成清洁困难和加重污染的问题，为克服这些缺陷，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可提高钢管拉拔进料效率，清洗便利性，减少污染的冰箱钢管拉拔装置。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冰箱钢管拉拔装置，包括外壳、模套和拉拔模，模套适

配嵌置于外壳内且前端外露于外壳之外，拉拔模适配嵌置于模套内的拉拔模腔中并固定，

拉拔模上设有带锥度的模孔，外壳前设有与拉拔模腔端口对应的拉拔夹具，外壳上连有润

滑清洗液管，润滑清洗液管中通有水性润滑清洗液，润滑清洗液管连通至拉拔模腔中，润滑

清洗液管在模套前端的拉拔模腔端口外设有清洗喷淋口。本发明采用的水性润滑清洗液在

拉拔过程同时具有润滑和清洗功能，一方面对拉拔前的钢管进行浇淋润滑，一方面对拉拔

后的钢管进行喷淋清洗、降温，使钢管在拉拔模中得到液膜润滑，拉拔后钢管表面被及时清

洗，由于水性润滑清洗液的流动性更好，在拉拔过程中产生的铁粉也极易随水性润滑清洗

液流动并排出，使拉拔液始终保持清洁，拉拔的钢管表面非常干净。由于拉拔前的润滑和拉

拔后的清洗都用水性润滑清洗液，可避免油性拉拔方式中油水不容的问题。因此，采用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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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清洗液，除了可以确保拉拔过程中的润滑、降温正常实施，拉拔之后的清洗便利性及清

洗效果远也优于油性拉拔。

[0005] 作为优选，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还包括预缩口模和送管穿模机构，预缩口模位于

外壳后，送管穿模机构位于预缩口模后，预缩口模连接在一预缩口模油缸的活塞杆上，预缩

口模油缸固定于一预缩口模滑台上，预缩口模滑台上还设有一位于预缩口模和送管穿模机

构之间的钢管定位夹具。拉拔前的钢管先在预缩口模处进行缩口加工，使得钢管前端管径

缩小到能够穿进拉拔模上的模孔，然后在送管穿模机构驱动下轴向进给，经过缩口的钢管

穿过拉拔模，钢管端头露出拉拔模腔端口，然后被拉拔夹具夹住，此后即可进行连续拉拔加

工。预缩口模滑台可移动，在进行钢管缩口加工时，预缩口模随预缩口模滑台移动，对准钢

管端口。完成缩口加工后，预缩口模滑台则携预缩口模油缸、预缩口模平移到一旁，让出钢

管前进通道。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集成了缩口功能，使得待拉拔钢管可以直接进料而无需

在线外进行预加工，因此可提高钢管拉拔进料效率。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送管穿模机构包括成对设置的钢管推送轮，每对钢管推送轮分处

于待拉拔钢管的两侧且对滚，钢管推送轮的轮面设有与待拉拔钢管周面适配的轮槽。成对

的钢管推送轮夹住待拉拔钢管并对滚，可通过摩擦力推送待拉拔钢管轴向移动，实现送管

穿模机构的钢管推送功能。

[0007] 作为优选，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还包括离合引导套，离合引导套位于模套后端口

处，离合引导套包括一对可开合的半锥套，各半锥套分别对应连接一引导套离合油缸，引导

套离合油缸固定在外壳上。缩口后的钢管距离拉拔模上的模孔仍有一定距离，受钢管硬度、

送管穿模机构运动精度及震颤程度的影响，缩口后的钢管有可能在轴向进给时对不准拉拔

模上的模孔。而离合引导套为两个半锥套拼合而成的锥形套，锥形套的内锥面可引导缩口

后的钢管准确插入拉拔模上的模孔，进而穿出拉拔模被拉拔夹具夹住。

[0008] 作为优选，润滑清洗液管中的水性润滑清洗液为肥皂水。肥皂水的润滑性能优于

普通水，且肥皂水具有碱性，在钢管表面可产生一定的防锈作用，使产品在转序周期中保持

不生锈。

[0009] 作为优选，外壳设于一水槽内，水槽上固设有一刮水皮支架，刮水皮支架上固设有

一刮水皮，刮水皮套接在拉拔后的钢管上。刮水皮用来刮去清洗喷淋口喷淋到钢管表面多

余水分，使钢管表面在自身热量的加热下迅速干燥。

[0010] 作为优选，模套转动连接在外壳内，模套的外露端键连接有链轮，链轮与一电机通

过链传动机构连接。电机带动链轮转动，进而驱动模套、拉拔模相对于外壳转动，使得钢管

拉拔过程中钢管表面与拉拔模间轴向、周向上都存在相对运动，提高钢管拉拔后表面光洁

度，防止钢管拉拔产生划伤。

[0011] 作为优选，模套上设有贯通至拉拔模腔的进液槽孔，模套内壁设有轴向排液槽。润

滑清洗液管中的水性润滑清洗液经进液槽孔进入拉拔模腔中，浇淋在拉拔前的钢管上，而

轴向排液槽可将沥下的水性润滑清洗液排出。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提高钢管拉拔后清洗便利性，减少污染。本发明采用的水性润滑清洗液的流动性

更好，在拉拔过程中产生的铁粉也极易随水性润滑清洗液流动并排出，使拉拔液始终保持

清洁，而且，拉拔前的润滑和拉拔后的清洗都用水性润滑清洗液，可避免油性拉拔方式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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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容的问题，清洗更便利，清洗效果更好，排放废物更少。

[0014] 提高钢管拉拔作业的进料效率。本发明集成了缩口功能，使得待拉拔钢管可以直

接进料而无需在线外进行预加工，因此可提高钢管拉拔进料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中外壳、模套、拉拔模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中预缩口模和送管穿模机构的一种俯视图。

[0018] 图中，1-外壳，2-模套，3-拉拔模，4-模孔，5-拉拔模腔，6-润滑清洗液管，7-清洗喷

淋口，8-预缩口模，9-预缩口模油缸，10-钢管推送轮，11-离合引导套，12-引导套离合油缸，

13-链轮，14-进液槽孔，15-轴向排液槽，16-刮水皮，17-水槽，18-刮水皮支架，19-机架，20-

润滑浇淋管路，21-钢管，22-预缩口模滑台，23-钢管定位夹具，24-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

25-夹具油缸，26-移动夹头，27-推送轮电机，28-推送轮滑台，29-推送轮滑台油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设于一机架19上，本冰箱钢管拉拔

装置包括外壳1、模套2、拉拔模3和PLC控制系统，模套2适配嵌置于外壳1内且前端外露于外

壳1之外，拉拔模3适配嵌置于模套2内的拉拔模腔5中并固定，拉拔模3上设有带锥度的模孔

4，外壳1前设有与拉拔模腔5端口对应的拉拔夹具，外壳1上连有润滑清洗液管6，润滑清洗

液管6中通有水性润滑清洗液，润滑清洗液管6中的水性润滑清洗液为肥皂水，肥皂水中肥

皂和水的质量比为0.02：1。润滑清洗液管6通过润滑浇淋管路20连通至拉拔模腔5中，润滑

清洗液管6在模套2前端的拉拔模腔5端口外设有清洗喷淋口7，润滑浇淋管路20中和清洗喷

淋口7设有接入PLC控制系统中的电磁阀。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还包括预缩口模8和送管穿

模机构，预缩口模8位于外壳1后，送管穿模机构位于预缩口模8后。预缩口模8上设有缩口模

腔，可使钢管管径缩小，预缩口模8连接在一预缩口模油缸9的活塞杆上，预缩口模油缸9固

定于一预缩口模滑台22上，预缩口模油缸9平行于钢管进给方向，预缩口模滑台22上还设有

一位于预缩口模8和送管穿模机构之间的钢管定位夹具23。预缩口模滑台22滑动连接在机

架19顶部的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滑轨上，预缩口模滑台22与一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24的活

塞杆连接，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24固定在机架19顶部。钢管定位夹具23包括一对夹具油

缸25和一对移动夹头26，两移动夹头26位置相对且可靠拢、分离，两移动夹头26的相对面上

设有与待拉拔钢管适配的管槽，夹具油缸25固定在预缩口模滑台22上，移动夹头26一一对

应地连接在夹具油缸25上。夹具油缸25行程大于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24行程。所述送管

穿模机构包括两对钢管推送轮10，每对钢管推送轮10中的两个钢管推送轮10分处于待拉拔

钢管的两侧对滚，且轮轴平行，四个钢管推送轮10与四个推送轮电机27一一对应连接，钢管

推送轮10的中心与推送轮电机27的输出轴键连接，四个推送轮电机27分别固定在两个推送

轮滑台28上，推送轮滑台28滑动连接在机架19顶部的推送轮滑台滑轨上，每个推送轮滑台

28分别连接一个推送轮滑台油缸29。钢管推送轮10的轮面设有与待拉拔钢管周面适配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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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还包括离合引导套11，离合引导套11位于模套2后端口处，预缩口

模8的下游。离合引导套11包括一对可开合的半锥套，合拢后的离合引导套11与拉拔模3同

轴。各半锥套分别对应连接一引导套离合油缸12，引导套离合油缸12固定在外壳1上，引导

套离合油缸12的活塞杆径向贯穿外壳1。外壳1设于一水槽17内，水槽17固定于机架19上，水

槽17前后端均设有可容钢管或拉拔夹具通过的缺口。水槽17上固设有一刮水皮支架18，刮

水皮支架18上固设有一刮水皮16，刮水皮16过盈套接在拉拔后的钢管上。模套2转动连接在

外壳1内，模套2的外露端键连接有链轮13，链轮13与一电机通过链传动机构连接。模套2上

设有贯通至拉拔模腔5的进液槽孔14，模套2内壁设有轴向排液槽15。所述电磁阀、预缩口模

油缸9、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24、夹具油缸25、推送轮电机27、推送轮滑台油缸29、引导套

离合油缸12均接入所述PLC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中还接有检测钢管是否到达预缩口模处

的钢管缩口就位传感器，检测预缩口模油缸9伸缩状态的预缩口模油缸位置传感器，检测滑

台油缸伸缩状态的滑台油缸位置传感器，检测引导套离合油缸12伸缩状态的引导套离合油

缸12位置传感器，检测缩口后钢管是否穿过拉拔模3和刮水皮16露在刮水皮16前的管头就

位传感器。

[0022] 使用本冰箱钢管拉拔装置进行冰箱钢管拉拔时，先将待拉拔的钢管21在机架上的

走管通道内摆放好，启动后，在PLC控制系统的控制下，每对钢管推送轮10中的两个钢管推

送轮10靠拢，夹紧待拉拔的钢管并轴向推送，到达预缩口模处被钢管缩口就位传感器检测

到后，PLC控制系统控制钢管推送轮10停转，预缩口模滑台横移气缸24活塞杆伸出，推动预

缩口模滑台22，预缩口模随预缩口模滑台22移动，预缩口模滑台22移动到位后，预缩口模8

对准拉拔前的钢管21端口，钢管21则位于处于分离状态的两移动夹头26的正中间，随后夹

具油缸25启动使两移动夹头26合拢夹紧拉拔前的钢管21，接着预缩口模油缸9启动，推动预

缩口模8轴向伸出，将拉拔前的钢管21前端进行挤压缩口，使得钢管前端管径缩小到能够穿

进拉拔模上的模孔，此时引导套离合油缸12也驱动离合引导套11合拢成锥形，预缩口模8伸

出延时一秒后回缩，随后夹具油缸25回缩，两移动夹头26分离，预缩口模滑台22则携预缩口

模油缸9、预缩口模8、钢管定位夹具23平移复位到一旁，让出钢管21前进通道。然后钢管21

在钢管推送轮10驱动下继续轴向进给，经过缩口的钢管在离合引导套11的导向作用下对准

模孔4穿过拉拔模3，钢管端头露出刮水皮16前，被管头就位传感器检测到后，PLC控制系统

控制拉拔夹具启动，夹住管头，同时润滑浇淋管路20中的电磁阀导通，水性润滑清洗液导入

拉拔模腔5，对拉拔前的钢管进行浇淋润滑。此后即可进行连续拉拔加工，拉拔开始后，钢管

21在拉拔模3中得到液膜的润滑，而清洗喷淋口7的电磁阀也导通，水性润滑清洗液从清洗

喷淋口7流出，对拉拔后的钢管进行喷淋，使拉拔后钢管表面被及时清洗、降温。

[0023] 实施例2：

[0024] 钢管推送轮10为三对。其余同实施例1。

[0025] 实施例3：

[0026] 钢管推送轮10为四对。其余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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