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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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035907.X

(22)申请日 2019.01.09

(73)专利权人 常州市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3311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埭头镇

工业集中区大华路1号

(72)发明人 赖宗伸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慧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32

代理人 王顺荣　唐爱华

(51)Int.Cl.

D21J 3/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

(57)摘要

一种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由

一下吸浆模进入一浆箱内吸浆形成一胚料层，随

即该下吸浆模吸附住该胚料层上升与一冷压上

模合模挤压，使该胚料层成为一初胚品，然后该

下吸浆模吸附住该初胚品脱开该冷压上模下降，

该冷压上模则与一热压上模在上方沿着一导轨

依需要做横向的往复式移动，将该初胚品转由该

热压上模吸附，再由一热压下模上升与该热压上

模合模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作业，使该初胚

品干燥成为一纸塑产品的成品，完成后该热压下

模下降回位，该热压上模则吸附住该纸塑产品的

成品移动到一接料盘上方，然后该接料盘上升一

距离，该纸塑产品的成品即自该热压上模脱开掉

落于该接料盘上，最后该接料盘下降回位后即可

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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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一浆箱，内部容装浆料，顶面为开口状；

一下吸浆模，受装设支持而存在于该浆箱的顶面开口处，该下吸浆模的模面朝上，归零

状态时该下吸浆模的模面高于该浆箱的浆料面，该下吸浆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于需要

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下吸浆模与一第一抽送装置连接，接受该第一抽送装置的抽吸

作用或吹送作用；

一冷压上模，挂设于一导轨上而存在于该下吸浆模的上方位置，该冷压上模的模面朝

下，该冷压上模的模面与该下吸浆模的模面为形状对称，该冷压上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

动于需要时沿着该导轨做水平横向位移动作，该冷压上模与一第二抽送装置连接，接受该

第二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吹送作用；

一热压上模，与该冷压上模间定距连接共同挂设于该导轨上，该热压上模与该冷压上

模受同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而共同沿着该导轨做水平横向位移动作，该热压上模的模面朝

下，该热压上模的模面与该冷压上模的模面为形状相同，该热压上模与一第四抽送装置连

接，接受该第四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吹送作用；

一热压下模，设置于该浆箱另一侧的另一平台上，该热压下模的模面朝上，该热压下模

的模面与该热压上模的模面为形状对称，该热压下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于需要时做直

立上下位移动作，该热压下模与一第五抽送装置连接，接受该第五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

吹送作用；及

一接料盘，与该热压下模设置于同侧，并存在于该热压下模外部，该接料盘受一外在动

力机构带动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接料盘是有一平台，供接受纸塑产品的成品

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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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关于一种纸塑产品吸浆自动成型机，尤指一种可以提升制造速度，

缩短生产周期，以降低制造成本的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有发展以纸浆纤维材料及/或植物纤维材料混合打浆为浆质材料，由吸浆

模吸浆附着浆料，再经过热压定型技术制造而成的产品，为了与「塑料产品」区分，一般称之

为「纸塑产品」为多，或者称为「模塑产品」或「纸浆模塑产品」，今在本说明书中皆称之为「纸

塑产品」。纸塑产品有容易回收再制造再利用的优势，符合环保再利用及节能减碳的潮流，

因此快速受到工商业界及大众所接受并乐于采用，纸塑产品经常可见的例如：碗、盘、杯盖、

包装材、避震材、垫材等产品都渐有采用，可谓纸塑产品体积上有大有小，各式各样都有。

[0003] 习知纸塑产品的制造过程，一般基本上必须经过「吸浆成形」、「热压定型」、「成品

转移」及「末端整理」多道作业，其中，「吸浆成形」及「热压定型」这二道为纸塑产品主要的制

造成型制程，一般必须经由一「吸浆自动成型机」来完成，至于「成品转移」及「末端整理」这

二道则是完成纸塑产品的制造成型后，进一步将成品收集并转移给末端整理(例如：切边、

检查、包装)的制程。这其中，「吸浆自动成型机」是纸塑产品制造成型的最重要推手，必须要

有良好的「吸浆自动成型机」，并搭配适当的制造方法(制程步骤)才能制造成型出优良的纸

塑产品。

[0004] 习知的吸浆自动成型机，有很多种的构造组成，所搭配的制造方法也颇众。简单来

讲，制造成型体积相对较大的纸塑产品，所采用的吸浆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一定会和制

造成型体积相对较小的纸塑产品所采用者相异，因为体积相对较大和体积相对较小这二种

纸塑产品，在吸浆方式及时间、挤压方式及时间、热压成型方式及时间上都会有所不同，更

简单讲，就是这二种纸塑产品的生产周期一定会不同，因此吸浆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绝

对是无法一体适用，必须根据所要制造成型的纸塑产品不同而做适当的调整。

[0005] 本申请人专业从事各式吸浆自动成型机的设计制造，以及各种纸塑产品的设计制

造工作，经由长时间接触各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及各种纸塑产品的经验，发觉目前习知的各

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应用在制造“轻”、“小”、“薄”的纸塑产品时，存在浪费生产周期的缺失。

原因在于目前已知的各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都是针对成型厚度中等以上的纸塑

产品而设计，有些更是为了纸塑产品的厚度可以加倍而设计，因此当利用习知的吸浆自动

成型机来制造厚度轻小薄的纸塑产品时，在吸浆方式及时间、挤压方式及时间、热压成型方

式及时间上都会有所过多，累积下来次生产周期就相应无法缩短，造成制造成本相对无法

下降的缺失，在时间即金钱的工业时代，努力降低成本已为王道，故发明人对此提出改进，

以缩短生产周期。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在于：1、提供一种构造及制程全新的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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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成型机。2、提供一种可以提升制造速度，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制造成本的纸塑产品上往

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

[0007]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一种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

包括有：一浆箱，内部容装浆料，顶面为开口状；一下吸浆模，受装设支持而存在于该浆箱的

顶面开口处，该下吸浆模的模面朝上，归零状态时该下吸浆模的模面高于该浆箱的浆料面，

该下吸浆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可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下吸浆模与一第一

抽送装置连接，可接受该第一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吹送作用；一冷压上模，挂设于一导轨

上而存在于该下吸浆模的上方位置，该冷压上模的模面朝下，该冷压上模的模面与该下吸

浆模的模面为形状对称，该冷压上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可于需要时沿着该导轨做水平

横向位移动作，该冷压上模与一第二抽送装置连接，可接受该第二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

吹送作用；一热压上模，与该冷压上模间定距连接共同挂设于该导轨上，该热压上模与该冷

压上模受同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而共同沿着该导轨做水平横向位移动作，该热压上模的模

面朝下，该热压上模的模面与该冷压上模的模面为形状相同，该热压上模与一第四抽送装

置连接，可接受该第四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吹送作用；一热压下模，设置于该浆箱另一侧

的另一平台上，该热压下模的模面朝上，该热压下模的模面与该热压上模的模面为形状对

称，该热压下模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可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热压下模与一

第五抽送装置连接，可接受该第五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或吹送作用；及一接料盘，与该热压

下模设置于同侧，并存在于该热压下模外部，该接料盘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可于需要时

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接料盘主要是有一平台，供接受纸塑产品的成品停留。

[0008] 应用本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进行制造成型纸塑产品时，

实行如下步骤：

[0009] (1) .启动该下吸浆模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下吸浆模下降沉浸入该浆箱

的浆料内，并通过所连接的第一抽送装置开始吸浆，以在该下吸浆模的模面上形成一胚料

层；

[0010] (2) .吸浆时间一到，该下吸浆模吸附住该胚料层上移离开浆面回到归零位置，过

程中，该第一抽送装置持续抽吸作用，使该胚料层逐渐脱水降湿；

[0011] (3) .启动该下吸浆模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下吸浆模吸附住该胚料层上

升，进入该冷压上模内合模挤压该胚料层脱水，过程中该冷压上模所连接的第二抽送装置

也启动抽吸作用，使该胚料层脱水降湿成为一初胚品，当合模挤压时间一到，该冷压上模所

连接的第二抽送装置停止抽吸作用，转换成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冷压上模间脱开，该

下吸浆模所连接的第一抽送装置则仍进行抽吸作用以吸附住该初胚品；

[0012] (4) .令该下吸浆模吸附住该初胚品脱开该冷压上模并下降一距离，随即启动该冷

压上模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冷压上模及该热压上模共同沿着该导轨横向移动，

直到该热压上模对正该下吸浆模止；

[0013] (5) .该下吸浆模带动该初胚品上升，进入该热压上模内合模，随即该热压上模通

过所连接的第三抽送装置开启抽吸作用以吸附住该初胚品，同时该下吸浆模停止抽吸作

用，转换成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下吸浆模间脱开；

[0014] (6) .该下吸浆模脱开该热压上模，并下降回到归零位置，过程中，该热压上模吸附

住该初胚品沿着该导轨反向移动回位到该热压下模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也随同沿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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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回位到该下吸浆模正上方；

[0015] (7) .启动该热压下模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热压下模上升与该热压上模

内合模，随即该热压上模与该热压下模共同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作业，使该初胚品干

燥成为一纸塑产品，过程中，该第三、四抽送装置皆启动抽吸作用造成热循环，使该初胚品

尽速干燥成为纸塑产品；

[0016] (8) .热压定型作业时间一到，该热压上模仍吸附住该纸塑产品，该热压下模所连

接的第四抽送装置则停止抽吸作用，转换成吹送作用，使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间脱开，

然后该热压下模向下移动回位；随即该冷压上模与该热压上模所共同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

启动，带动该热压上模沿着该导轨移动到该接料盘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也跟随同步移

动到该热压下模正上方；

[0017] (9) .启动该接料盘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接料盘上升到距该热压上模一

掉落距离的指定位置停留，该掉落距离恰可供该纸塑产品顺利掉落，且不影响该热压上模

后续离开的动作，随即该热压上模所连接的第三抽送装置停止抽吸作用，转换成吹送作用，

使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上模间脱开，因此该纸塑产品的成品即被吹落于该接料盘的平台上

停留；

[0018] (10) .该热压上模与该冷压上模所共同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启动，带动该热压上

模沿着该导轨移动到该热压下模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也跟随同步移动到该下吸浆模正

上方；过程的同时，该接料盘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接料盘下降回到原位，因此即可

将该纸塑产品的成品取离而集合，完成一轮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的循环。

[0019] 应用本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进行制造成型纸塑产品时，

当该热压上模与该热压下模合模进行热压定型作业时，该下吸浆模可再度沉浸入该浆箱内

吸浆，以在该下吸浆模的模面上吸附形成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胚料层，当吸浆时间一到，

该下吸浆模即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胚料层上升回到归零位置停留，等待后续作业

的指令。

[0020] 应用本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进行制造成型纸塑产品时，

当该冷压上模移动回到对正该下吸浆模时，更可令该下吸浆模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

的胚料层上升，进入该冷压上模内合模挤压该胚料层脱水，并随即进行第二生产周期的后

续作业。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可以大幅缩短生产周期，相对的可以

大幅节省生产时间，以降低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所示是本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示意图。

[0023] 图2～11所示是应用本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进行制造成型

纸塑产品时的连续步骤示意图。

[0024] 符号说明如下：

[0025] 自动成型机1            下吸浆模10             导轨11

[0026] 浆箱20                 冷压上模30             热压上模41

[0027] 热压下模42              接料盘50               成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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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实用新型主要请求保护一种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并说明应用本

实用新型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进行制造成型纸塑产品时的制造方法，谨依

序说明如后。

[0029] 本实用新型所请求保护的“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整体构造组成如

图1所示，为一种特别适用于制造出纸塑产品的自动成型机1，构造组成上主要包括有：

[0030] 一浆箱20，内部容装浆料，顶面为开口状；

[0031] 一下吸浆模10，受装设支持而存在于该浆箱20的顶面开口处，该下吸浆模10的模

面朝上，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该下吸浆模10的模面高于该浆箱20的浆料面，该下吸

浆模10的模面为外凸，该下吸浆模10受一外在动力机构(例如动力缸体，但不受限)带动而

可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下吸浆模10与一第一抽送装置连接，可接受该第一抽

送装置的抽吸(真空)作用或吹送(送风)作用；

[0032] 一冷压上模30，挂设于一导轨11上，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存在于对正该下

吸浆模10的上方位置，该冷压上模30的模面朝下，该冷压上模30的模面与该下吸浆模10的

模面为形状对称，故该冷压上模30的模面为内凹，该冷压上模30受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而

可于需要时沿着该导轨11做水平横向位移动作，该冷压上模30与一第二抽送装置连接，可

接受该第二抽送装置的抽吸(真空)作用或吹送(送风)作用；

[0033] 一热压上模41，与该冷压上模30间定距连接而共同挂设于该导轨11上，该热压上

模41与该冷压上模30会受同一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而共同沿着该导轨11做水平横向位移动

作，该热压上模41的模面朝下，该热压上模41的模面与该冷压上模30的模面为形状相同，故

该热压上模41的模面为内凹，该热压上模41与一第三抽送装置连接，可接受该第三抽送装

置的抽吸(真空)作用或吹送(送风)作用；

[0034] 一热压下模42，设置于该浆箱20一侧(例如右侧)较该浆箱20为高的一平台上，该

热压下模42的模面朝上且对正该热压上模41，该热压下模42的模面与该热压上模41的模面

为形状对称，故该热压下模42的模面为外凸，该热压下模42受一外在动力机构(例如动力缸

体，但不受限)带动而可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动作，该热压下模42与一第四抽送装置连

接，可接受该第四抽送装置的抽吸(真空)作用或吹送(送风)作用；

[0035] 一接料盘50，与该热压下模42设置于同一平台上，并存在于该热压下模42外部，该

接料盘50受一外在动力机构(例如动力缸体，但不受限)带动而可于需要时做直立上下位移

动作，该接料盘50主要是有一平台，供接受纸塑产品的成品停留。

[0036] 上述构造即组成本实用新型所请求保护的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其

中，所提及的外在动力机构及第一、二、三、四、五抽送装置因皆非本实用新型的主要构成，

且其作用明显可成立，故未示于图，以免图式过于繁杂难辨。

[0037] 根据上述纸塑产品上往复式吸浆自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应用于制造成型纸塑产

品时，实行如下步骤：

[0038] 1.如图2所示，启动该下吸浆模10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下吸浆模10下降

沉浸入该浆箱20的浆料内，并通过所连接的第一抽送装置开始吸浆，以在该下吸浆模10的

模面上形成一胚料层；

[0039] 2.如图3所示，当吸浆时间一到，该下吸浆模10吸附住该胚料层上移离开浆面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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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零位置(该浆箱20的顶面开口处)；过程中，该第一抽送装置持续抽吸作用，使该胚料层逐

渐脱水降湿；

[0040] 3.如图4所示，启动该下吸浆模10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下吸浆模10吸附

住该胚料层上升，进入该冷压上模30内合模挤压该胚料层脱水，过程中该冷压上模30所连

接的第二抽送装置也启动抽吸作用，助使该胚料层逐渐脱水降湿，当合模挤压时间一到，该

胚料层已降湿成为一初胚品，随即该冷压上模30所连接的第二抽送装置停止抽吸作用，转

换成吹送(送风)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冷压上模30间脱开，该下吸浆模10所连接的第一抽

送装置则仍进行抽吸作用以吸附住该初胚品；

[0041] 4.如图5所示，令该下吸浆模10吸附住该初胚品脱开该冷压上模30并下降一距离，

随即启动该冷压上模30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冷压上模30及该热压上模41共同沿

着该导轨11横向移动，直到该热压上模41向下对正该下吸浆模10即停止；

[0042] 5.如图6所示，该下吸浆模10带动该初胚品上升，进入该热压上模41内合模，随即

该热压上模41通过所连接的第三抽送装置开启抽吸作用以吸附住该初胚品，同时该下吸浆

模10停止抽吸作用，转换成吹送(送风)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下吸浆模10间脱开；

[0043] 6.如图7所示，该下吸浆模10脱开该热压上模41，并下降回到归零位置(该浆箱20

的顶面开口处)，过程中，该热压上模41吸附住该初胚品沿着该导轨11反向移动回位到该热

压下模42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30也随同沿着该导轨11回位到该下吸浆模10正上方；

[0044] 7.如图8所示，启动该热压下模42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热压下模42上升

进入该热压上模41内合模，此时该初胚品即介于该热压上模41与该热压下模41间，随即该

热压上模41与该热压下模42共同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作业一段时间，使该初胚品完全

干燥成为一纸塑产品，过程中，该第三、四抽送装置皆启动抽吸作用造成热循环，使该初胚

品尽速干燥成为纸塑产品；在进行热压定型作业的同时中，并可令该下吸浆模10再度沉浸

入该浆箱20内吸浆，以在该下吸浆模10的模面上形成一胚料层，该下吸浆模10的再度吸浆

是属于另一(第二)生产周期，亦即在此时，该第一生产周期仍在进行，而第二生产周期即已

经展开；

[0045] 8.如图9所示，当热压定型作业时间一到，该热压上模41所连接的第三抽送装置仍

启动抽吸作用，以吸附住该纸塑产品，同时该热压下模42所连接的第四抽送装置启动吹送

(送风)作用，以使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42间脱开，然后该热压下模42向下移动回位；随

即该冷压上模30与该热压上模41所共同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启动，带动该热压上模41沿着

该导轨11移动到该接料盘50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30也跟随同步移动到该热压下模42正

上方；过程中，该下吸浆模10会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胚料层上升回到归零位置停

留，等待后续作业的指令；

[0046] 9.如图10所示，启动该接料盘50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动该接料盘50上升到

距该热压上模41一掉落距离的指定位置停留，该掉落距离恰可供该纸塑产品顺利掉落，且

不影响该热压上模41后续离开的动作，随即该热压上模41所连接的第三抽送装置停止抽吸

作用，转换成吹送(送风)作用，使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上模41间脱开，因此该纸塑产品的成

品P即被吹落于该接料盘50的平台上停留；

[0047] 10.如图11所示，最后，该热压上模41与该冷压上模30所共同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

启动，带动该热压上模41沿着该导轨11移动到该热压下模42正上方，同时该冷压上模30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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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同步移动到该下吸浆模10正上方；过程的同时，该接料盘50所连接的外在动力机构带

动该接料盘50下降回到原位，因此即可将该纸塑产品的成品P取离而集合，以完成一轮属于

第一生产周期的循环，将该纸塑产品的成品P取离的动作可由人工手动直接取离或由机械

手臂自动取离；在该冷压上模30移动到对正该下吸浆模10时，也更可随即令该下吸浆模10

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胚料层上升，进入该冷压上模30内合模挤压该胚料层脱水，

并随即进行第二生产周期的后续作业。

[0048] 经过以上诸项步骤一一进行后，所预期的纸塑产品即可制造成型，且可以大幅缩

短生产周期，相对的可以大幅节省生产时间，以降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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