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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

构，包括底座、下行部件、下模和模仁，所述底座

后端中部固定设有支架，支架包括立柱和顶板，

立柱底部与底座焊接连接，立柱和顶板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所述下行部件位于立柱前端，下行部

件包括导柱、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和下行板；所

述导柱设有偶数根，本方案中优选为两根，且导

柱对称设置在立柱左右两侧，导柱滑动套设在椭

圆法兰型直线轴承上；本发明通过设置模仁，使

得方管到冲孔工位之后，左侧的模仁插入到方管

内，使方管不能向左侧移动和不能前后、上下移

动；同时，由于模仁插入到方管内、能对方管的管

壁起支撑作用，因此冲孔时方管不易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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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包括底座、下行部件、下模和模仁，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座后端中部固定设有支架，支架包括立柱和顶板，立柱底部与底座焊接连接，立柱和顶板

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下行部件位于立柱前端，下行部件包括导柱、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

和下行板；所述导柱设有偶数根，本方案中优选为两根，且导柱对称设置在立柱左右两侧，

导柱滑动套设在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上，导柱上下两端分别与顶板和底座通过螺栓固定连

接；所述下行板整体呈“凹”字形，下行板下端开设有供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安装的第一沉

头孔；所述冲孔气缸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顶板的前端，且冲孔气缸的输出轴穿过顶板与下

行板顶部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下行板的前端下方固定连接设有冲头，且该冲头位于冲

孔气缸输出轴的正下方；所述下模位于底座上方，下模包括下模座，下模座中部左右方向开

设有进料槽；所述模仁滑动设置在进料槽左侧，模仁上开设有与所开孔适配的阶梯孔；所述

模仁左端通过滑动结构与底座滑动连接，所述滑动结构包括第一滑轨、第一滑块和直线电

机，模仁左端开设有第二沉头孔，模仁通过置于第二沉头孔内的螺钉与第一滑块固定连接，

第一滑轨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直线电机同样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底座上，直

线电机的输出轴驱动连接第一滑块；所述进料槽前端开设有前固定板安装槽，前固定板安

装槽内滑动设有前压板，前固定板安装槽前端开设有压紧气缸安装槽，压紧气缸安装槽内

固定安装有压紧气缸，压紧气缸驱动连接前压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的后侧

与顶板下端之间设有加强筋板，加强筋板通过螺栓分别与立柱与顶板固定连接，加强筋板

整体呈直角三角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椭圆法兰型

直线轴承通过螺钉与下行板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行板的下

方设有下行压紧结构，下行压紧结构包括下压板，下压板呈矩形框状，下压板顶部四角处竖

直向上焊接固定连接有导杆，下行板上开设有与导杆适配的沉头孔，该沉头孔内通过螺钉

安装有导向方法兰型直线轴承，导杆滑动设置在导向方法兰型直线轴承内，导杆上套设有

压缩弹簧，且导杆的顶部还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槽的深

度小于所加工的方管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槽设有

脱料板，进料槽左侧的下模座开设有脱料板安装槽，脱料板通过螺钉安装在脱料板安装槽

内；脱料板整体呈“凹”字形，脱料板的顶部开设有供模仁穿过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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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旅游用品生产领域，具体是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早期的行李箱是以木材或其他重的材料制成，随着航空旅行的普及，行李箱的材

料趋向更为轻便的硬塑胶或布质。大部分的型号亦附有内置小轮，可用拉杆方便拉动，2010

年后亦出现有4个小轮的行李箱，除了可作360度的旋转外，在平地更可以不费力轻易推动。

[0003] 此外，行李箱也可以根据外壳分为硬壳行李箱与软壳行李箱。硬壳行李箱较为耐

摔，适合需要给予较多保护的行李。软壳行李箱重量通常较硬壳行李箱为轻，容量亦较有弹

性。可是，软壳行李箱的拉链位置较有可能因为里面物件过多而爆开。

[0004] 其中拉杆是大多数旅行箱上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部件，生产旅行箱的拉杆时需要在

拉杆上进行冲孔，由于拉杆所采用的方管是中空的，夹持固定方管时容易因夹持力过大而

导致方管变形，现有的冲孔机常通过弹性的垫片对方管进行夹持，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

由于冲孔时冲针由外至内对方管的管壁施力，这过程也容易使方管变形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包括底座、下行部件、下模和模仁，所述底座后端

中部固定设有支架，支架包括立柱和顶板，立柱底部与底座焊接连接，立柱和顶板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所述下行部件位于立柱前端，下行部件包括导柱、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和下行

板；所述导柱设有偶数根，本方案中优选为两根，且导柱对称设置在立柱左右两侧，导柱滑

动套设在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上，导柱上下两端分别与顶板和底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

述下行板整体呈“凹”字形，下行板下端开设有供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安装的第一沉头孔；

所述冲孔气缸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顶板的前端，且冲孔气缸的输出轴穿过顶板与下行板顶

部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下行板的前端下方固定连接设有冲头，且该冲头位于冲孔气缸

输出轴的正下方；所述下模位于底座上方，下模包括下模座，下模座中部左右方向开设有进

料槽；所述模仁滑动设置在进料槽左侧，模仁上开设有与所开孔适配的阶梯孔；所述模仁左

端通过滑动结构与底座滑动连接，所述滑动结构包括第一滑轨、第一滑块和直线电机，模仁

左端开设有第二沉头孔，模仁通过置于第二沉头孔内的螺钉与第一滑块固定连接，第一滑

轨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直线电机同样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底座上，直线电机

的输出轴驱动连接第一滑块；所述进料槽前端开设有前固定板安装槽，前固定板安装槽内

滑动设有前压板，前固定板安装槽前端开设有压紧气缸安装槽，压紧气缸安装槽内固定安

装有压紧气缸，压紧气缸驱动连接前压板。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立柱的后侧与顶板下端之间设有加强筋板，加强筋板通过螺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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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立柱与顶板固定连接，加强筋板整体呈直角三角形。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通过螺钉与下行板固定。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下行板的下方设有下行压紧结构，下行压紧结构包括下压板，下压

板呈矩形框状，下压板顶部四角处竖直向上焊接固定连接有导杆，下行板上开设有与导杆

适配的沉头孔，该沉头孔内通过螺钉安装有导向方法兰型直线轴承，导杆滑动设置在导向

方法兰型直线轴承内，导杆上套设有压缩弹簧，且导杆的顶部还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槽的深度小于所加工的方管的高度。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槽设有脱料板，进料槽左侧的下模座开设有脱料板安装槽，脱

料板通过螺钉安装在脱料板安装槽内；脱料板整体呈“凹”字形，脱料板的顶部开设有供模

仁穿过的凹槽。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X。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X。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工作时，将方管到冲孔工位之后，

压紧气缸驱动连接前压板夹紧方管，左侧的模仁插入到方管内，使方管不能向左侧移动和

不能前后、上下移动(模仁的横截面小于方管内腔的截面，方管不会位移)；冲孔气缸下行带

动下行板下行，首先，下行板的下方的下压板压住待冲孔的方管，下行冲头冲孔；由于模仁

插入到方管内、能对方管的管壁起支撑作用，因此冲孔时方管不易变形；由于不同规格的方

管内径不同，因此选用的模仁需要与方管的内径相匹配；通过设置模仁，使得方管到冲孔工

位之后，左侧的模仁插入到方管内，使方管不能向左侧移动和不能前后、上下移动；同时，由

于模仁插入到方管内、能对方管的管壁起支撑作用，因此冲孔时方管不易变形。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的侧视图。

[0018] 图3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的俯视图。

[0019] 图4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中下压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中脱料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中第一滑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中模仁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4] 请参阅图1-7，一种箱包拉杆用方管冲孔机构，包括底座100、下行部件300、下模

500和模仁600，

[0025] 所述底座100后端中部固定设有支架200，支架200包括立柱201和顶板202，立柱

201底部与底座100焊接连接，立柱201和顶板202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立柱201的后侧与顶板202下端之间设有加强筋板203，加强筋板

203通过螺栓分别与立柱201与顶板202固定连接，加强筋板203整体呈直角三角形；

[0027] 所述下行部件300位于立柱201前端，下行部件300包括导柱301、椭圆法兰型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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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302和下行板303；所述导柱301设有偶数根，本方案中优选为两根，且导柱301对称设置

在立柱201左右两侧，导柱301滑动套设在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302上，导柱301上下两端分

别与顶板202和底座100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28] 所述下行板303整体呈“凹”字形，下行板303下端开设有供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

302安装的第一沉头孔304，椭圆法兰型直线轴承302通过螺钉与下行板303固定；

[0029] 所述冲孔气缸400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顶板202的前端，且冲孔气缸400的输出轴

穿过顶板202与下行板303顶部通过螺钉固定连接；

[0030] 所述下行板303的前端下方固定连接设有冲头700，且该冲头700位于冲孔气缸400

输出轴的正下方，

[0031] 所述下行板303的下方设有下行压紧结构800，下行压紧结构800包括下压板801，

下压板801呈矩形框状，下压板801顶部四角处竖直向上焊接固定连接有导杆802，下行板

303上开设有与导杆802适配的沉头孔，该沉头孔内通过螺钉安装有导向方法兰型直线轴承

803，导杆802滑动设置在导向方法兰型直线轴承803内，导杆802上套设有压缩弹簧804，且

导杆802的顶部还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805；

[0032] 冲孔气缸400下行带动下行板303下行，首先，下行板303的下方的下压板801压住

待冲孔的方管，下行冲头700冲孔；

[0033] 所述下模500位于底座100上方，下模500包括下模座501，下模座501中部左右方向

开设有进料槽502，进料槽502的深度不得大于所加工的方管的高度；同时进料槽502的宽度

略大于所加工的方管的宽度(范围在1-5mm之间)；

[0034] 所述模仁600滑动设置在进料槽502左侧，模仁600上开设有与所开孔适配的阶梯

孔601；通过设置模仁600，使得方管到冲孔工位之后，左侧的模仁600插入到方管内，使方管

不能向左侧移动和不能前后、上下移动；同时，由于模仁600插入到方管内、能对方管的管壁

起支撑作用，因此冲孔时方管不易变形；由于不同规格的方管内径不同，因此选用的模仁

600需要与方管的内径相匹配；

[0035] 所述模仁600左端通过滑动结构610与底座100滑动连接，所述滑动结构610包括第

一滑轨611、第一滑块612和直线电机613，模仁600左端开设有第二沉头孔602，模仁600通过

置于第二沉头孔602内的螺钉与第一滑块612固定连接，第一滑轨611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

底座100上；所述直线电机613同样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底座100上，直线电机613的输出轴

驱动连接第一滑块612；

[0036]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槽502设有脱料板503，进料槽502左侧的下模座501开设有脱

料板安装槽504，脱料板503通过螺钉安装在脱料板安装槽504内；脱料板503整体呈“凹”字

形，脱料板503的顶部开设有供模仁600穿过的凹槽，且该凹槽与进料槽502之间的高度差至

少为所加工的方管的厚度一半；脱料板503上的凹槽可以供模仁600穿过以便模仁600插入

方管内，同时脱料板503上的凹槽限制方管经过；同时通过可以螺钉安装模仁600和脱料板

503以便根据所加工的方管的具体规格，调整模仁600和脱料板503的规格；

[0037] 所述进料槽502前端开设有前固定板安装槽520，前固定板安装槽520内滑动设有

前压板521，前固定板安装槽520前端开设有压紧气缸安装槽522，压紧气缸安装槽522内固

定安装有压紧气缸523，压紧气缸523驱动连接前压板521；

[0038] 本发明工作时，将方管到冲孔工位之后，压紧气缸523驱动连接前压板521夹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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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左侧的模仁600插入到方管内，使方管不能向左侧移动和不能前后、上下移动(模仁600

的横截面小于方管内腔的截面，方管不会位移)；冲孔气缸400下行带动下行板303下行，首

先，下行板303的下方的下压板801压住待冲孔的方管，下行冲头700冲孔；由于模仁600插入

到方管内、能对方管的管壁起支撑作用，因此冲孔时方管不易变形；由于不同规格的方管内

径不同，因此选用的模仁600需要与方管的内径相匹配。

[0039]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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