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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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401283.0

(22)申请日 2017.1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450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12

(73)专利权人 东莞理工学院

地址 523808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路1

号

(72)发明人 尹玲　周梓荣　吴鹏　张斐　

邓世春　杨宇辉　廖梓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惟盛赟鼎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3228

代理人 姚亮梅

(51)Int.Cl.

B21D 28/24(2006.01)

B21D 28/34(2006.01)

审查员 姚寅群

 

(54)发明名称

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冲压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头

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包括有冲压模具和驱动

冲压模具压合的压力机，所述冲压模具包括有上

模和下模，上模包括上模座、压料板和冲头，上模

座和压料板之间设置有用于调换冲头的调换组

件，调换组件包括有用以供冲头滑到上模座的中

心正下方的滑轨和用以限定冲头位置的定位组

件，滑轨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以供冲头安放至滑轨

上的过孔，定位组件包括有竖直设置在冲压模具

旁侧的导向杆、套装于导向杆上的第一连接杆、

与第一连接杆远离导向杆的一端铰接的第二连

接杆和与第二连接杆远离第一连接杆的一端铰

接第三连接杆，本发明的整个更换冲头的过程，

方便快捷，比现有更换冲头的方式更加方便，提

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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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冲压模具(1)和驱动冲压模具

(1)压合的压力机(2)，所述冲压模具(1)包括有上模(3)和下模(4)，上模(3)和下模(4)在竖

直方向相对移动，上模(3)包括上模座(3a)、压料板(3c)和冲头(3d)，上模座(3a)水平设置

且其顶部与压力机(2)固定连接，压料板(3c)设置在上模座(3a)的正下方，冲头(3d)竖直设

置且设置在上模座(3a)和压料板(3c)之间，上模座(3a)和压料板(3c)之间设置有用于调换

冲头(3d)的调换组件(5)，调换组件(5)包括有用以供冲头(3d)滑到上模座(3a)的中心正下

方的滑轨(5a)和用以限定冲头(3d)位置的定位组件(5b)，滑轨(5a)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以供

冲头(3d)安放至滑轨(5a)上的过孔(5a4)，定位组件(5b)包括有竖直设置在冲压模具(1)旁

侧的导向杆(5b4)、套装于导向杆(5b4)上的第一连接杆(5b1)、与第一连接杆(5b1)远离导

向杆(5b4)的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接杆(5b2)和与第二连接杆(5b2)远离第一连接杆(5b1)的

一端铰接的第三连接杆(5b3)，第三连接杆(5b3)远离第二连接杆(5b2)的一端套装于冲头

(3d)上，第一连接杆(5b1)、第二连接杆(5b2)和第三连接杆(5b3)处在同一直线上的状态

下，冲头(3d)正处在上模座(3a)中心的正下方；所述滑轨(5a)水平设置，滑轨(5a)为U形结

构，滑轨(5a)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分轨道(5a1)、第二分轨道(5a2)和第三分轨道(5a3)，第

二分轨道(5a2)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分轨道(5a1)和第三分轨道(5a3)固定连接，第一分轨道

(5a1)长度方向与第三分轨道(5a3)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分轨道(5a1)的长度方向与第二分

轨道(5a2)的长度方向垂直，两个过孔(5a4)分别设置在第一分轨道(5a1)和第三分轨道

(5a3)远离第二分轨道(5a2)的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座(3a)

设置有锁紧螺栓(6)，锁紧螺栓(6)的底端贯穿上模座(3a)与冲头(3d)的顶部螺纹连接，冲

头(3d)的顶部设置有与锁紧螺栓(6)螺纹连接的连接孔，连接孔的上半段设置有内螺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料板(3c)

水平设置，压料板(3c)的底部设置有滑槽(7)和与滑槽(7)滑动配合的第一导向板(3c1)，压

料板(3c)的中心处设置有避让冲头(3d)下落的缺口(3c2)。

4.根据权利要求3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板

(3c1)为方形结构，冲头(3d)的底端设置有压头(3e)，第一导向板(3c1)的中心处设置有供

压头(3e)贯穿的避让孔(3c3)，当第一导向板(3c1)滑至滑槽(7)的里端时，避让孔(3c3)的

中心点、缺口(3c2)的中心点和压头(3e)的中心点处在同一条直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4)包

括水平设置的下模座(4a)和下垫板(4b)，下模座(4a)设置在下垫板(4b)的顶部，下模座

(4a)的中心处设有第二导向板(4c)，下模座(4a)设有供第二导向板(4c)安装的安装槽(8)。

6.根据权利要求5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导向板

(4c)的中心处设置有用于落料的落料孔(4c1)，落料孔(4c1)与避让孔(3c3)的形状和大小

相同，下垫板(4b)在落料孔(4c1)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落料的通孔(4c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座(3a)

和压料板(3c)之间设置有若干缓冲组件(9)，每个缓冲组件(9)包括有导正销(9a)和缓冲弹

簧(9b)，缓冲弹簧(9b)套装于导正销(9a)上，导正销(9a)的底端与上模座(3a)滑动配合，导

正销(9a)的底端与压料板(3c)的顶部固定连接，缓冲弹簧(9b)的顶端与上模座(3a)的底部

抵触连接，缓冲弹簧(9b)与压料板(3c)的顶部抵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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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分轨道

(5a2)的旁侧设置有若干个连接耳(10)，滑轨(5a)通过所有连接耳(10)与上模座(3a)的底

部固定连接，第一分轨道(5a1)和第三分轨道(5a3)靠近过孔(5a4)的一端均设置有竖直设

置的导向柱(5a5)，滑轨(5a)与导向柱(5a5)滑动配合。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垫板(4b)

在下模座(4a)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限位柱(12)，上模座(3a)顶部设置有上垫板

(3b)，上垫板(3b)的底部在上模座(3a)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与所有限位柱(12)一一滑动配

合的限位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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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冲压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

背景技术

[0002] 数控冲床是数字控制冲床的简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该控

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码，从而使冲

床动作并加工零件。

[0003] 数控冲床可用于各类金属薄板零件加工，可以一次性自动完成多种复杂孔型和浅

拉伸成型加工，按要求自动加工不同尺寸和孔距的不同形状的孔，也可用小冲模以步冲方

式冲大的圆孔、方形孔、腰形孔及各种形状的曲线轮廓，也可进行特殊工艺加工，如百叶窗、

浅拉伸、沉孔、翻边孔、加强筋、压印等)，冲出各种形状的孔，就需要各种形状对应的冲头，

现在的冲床对于更换冲头的方式比较繁琐，效率低下，严重拖慢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包括有冲压模具和驱动冲压模具压合的压力机，

所述冲压模具包括有上模和下模，上模和下模在竖直方向相对移动，上模包括上模座、压料

板和冲头，上模座水平设置且其顶部与压力机固定连接，压料板设置在上模座的正下方，冲

头竖直设置且设置在上模座和压料板之间，上模座和压料板之间设置有用于调换冲头的调

换组件，调换组件包括有用以供冲头滑到上模座的中心正下方的滑轨和用以限定冲头位置

的定位组件，滑轨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以供冲头安放至滑轨上的过孔，定位组件包括有竖直

设置在冲压模具旁侧的导向杆、套装于导向杆上的第一连接杆、与第一连接杆远离导向杆

的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接杆和与第二连接杆远离第一连接杆的一端铰接第三连接杆，第三连

接杆远离第二连接杆的一端套装于冲头上，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杆和第三连接杆处在同

一直线上的状态下，冲头正处在上模座中心的正下方。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滑轨水平设置，滑轨为U形结构，滑轨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分轨道、

第二分轨道和第三分轨道，第二分轨道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分轨道和第三分轨道固定连接，

第一分轨道长度方向与第三分轨道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分轨道的长度方向与第二分轨道的

长度方向垂直，两个过孔分别设置在第一分轨道和第三分轨道远离第二分轨道的一端。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上模座设置有锁紧螺栓，锁紧螺栓的底端贯穿上模座与冲头的顶

部螺纹连接，冲头的顶部设置有与锁紧螺栓螺纹连接的连接孔，连接孔的上半段设置有内

螺纹。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压料板水平设置，压料板的底部设置有滑槽和与滑槽滑动配合的

第一导向板，压料板的中心处设置有避让冲头下落的缺口。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导向板为方形结构，冲头的底端设置有压头，第一导向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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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处设置有供压头贯穿的避让孔，当第一导向板滑至滑槽的里端时，避让孔的中心点、缺口

的中心点和压头的中心点处在同一条直线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下模包括水平设置的下模座和下垫板，下模座设置在下垫板的顶

部，下模座的中心处设有第二导向板，下模座设有供第二导向板安装的安装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导向板的中心处设置有用于落料的落料孔，落料孔与避让孔

的形状和大小相同，下垫板在落料孔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落料的通孔。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上模座和压料板之间设置有若干缓冲组件，每个缓冲组件包括有

导正销和缓冲弹簧，缓冲弹簧套装于导正销上，导正销的底端与上模座滑动配合，导正销的

底端与压料板的顶部固定连接，缓冲弹簧的顶端与上模座的底部抵触连接，缓冲弹簧与压

料板的顶部抵触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分轨道的旁侧设置有若干个连接耳，滑轨通过所有连接耳与

上模座的底部固定连接，第一分轨道和第三分轨道靠近过孔的一端均设置有竖直设置的导

向柱，滑轨与导向柱滑动配合。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下垫板在下模座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限位柱，上模座

顶部设置有上垫板，上垫板的底部在上模座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与所有限位柱一一滑动配

合的限位套。

[0016]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根据工件加工要求更换冲头，

旋转锁紧螺栓，锁紧螺栓的底端与冲头分开，冲头向第三分轨道的过孔滑动，然后取出，将

即将要使用的冲头从第一分轨道的过孔放入，然后向第二分轨道滑动，当定位组件的第一

连接杆、第二连接杆和第三连接杆处在同一直线上时，冲头的连接孔正好处在锁紧螺栓的

正下方，旋转锁紧螺栓与连接孔的内螺纹锁紧连接，压力机驱动上模下降，冲头的压头穿过

第一导向板的避让孔和第二导向板的通孔对下模座上的物料进行打孔，整个更换冲头的过

程，方便快捷，比现有更换冲头的方式更加方便，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20] 图4为图3的A处放大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剖视图一；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剖视图二；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结构分解示意图一；

[0024] 图8为本发明的结构分解示意图二；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结构分解示意图三；

[0026] 附图标记说明：冲压模具1，压力机2，上模3，上模座3a，上垫板3b，压料板3c，第一

导向板3c1，缺口3c2，避让孔3c3，冲头3d，压头3e，下模4，下模座4a，下垫板4b，第二导向板

4c，落料孔4c1，通孔4c2，调换组件5，滑轨5a，第一分轨道5a1，第二分轨道5a2，第三分轨道

5a3，过孔5a4，导向柱5a5，定位组件5b，第一连接杆5b1，第二连接杆5b2，第三连接杆5b3，导

向杆5b4，锁紧螺栓6，滑槽7，安装槽8，缓冲组件9，导正销9a，缓冲弹簧9b，连接耳10，限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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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限位柱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参照图1至图9所示的一种头部可调的数控冲压机床，包括有冲压模具1和驱动冲

压模具1压合的压力机2，所述冲压模具1包括有上模3和下模4，上模3和下模4在竖直方向相

对移动，上模3包括上模座3a、压料板3c和冲头3d，上模座3a水平设置且其顶部与压力机2固

定连接，压料板3c设置在上模座3a的正下方，冲头3d竖直设置且设置在上模座3a和压料板

3c之间，上模座3a和压料板3c之间设置有用于调换冲头3d的调换组件5，调换组件5包括有

用以供冲头3d滑到上模座3a的中心正下方的滑轨5a和用以限定冲头3d位置的定位组件5b，

滑轨5a的两端均设置有用以供冲头3d安放至滑轨5a上的过孔5a4，定位组件5b包括有竖直

设置在冲压模具1旁侧的导向杆5b4、套装于导向杆5b4上的第一连接杆5b1、与第一连接杆

5b1远离导向杆5b4的一端铰接的第二连接杆5b2和与第二连接杆5b2远离第一连接杆5b1的

一端铰接的第三连接杆5b3，第三连接杆5b3远离第二连接杆5b2的一端套装于冲头3d上，第

一连接杆5b1、第二连接杆5b2和第三连接杆5b3处在同一直线上的状态下，冲头3d正处在上

模座3a中心的正下方。

[0029] 工作原理：根据工件加工要求更换冲头3d，旋转锁紧螺栓6，锁紧螺栓6的底端与冲

头3d分开，冲头3d向第三分轨道5a3的过孔5a4滑动，然后取出，将即将要使用的冲头3d从第

一分轨道5a1的过孔5a4放入，然后向第二分轨道5a2滑动，当定位组件5b的第一连接杆5b1、

第二连接杆5b2和第三连接杆5b3处在同一直线上时，冲头3d的连接孔正好处在锁紧螺栓6

的正下方，旋转锁紧螺栓6与连接孔的内螺纹锁紧连接，压力机2驱动上模3下降，冲头3d的

压头3e穿过第一导向板3c1的避让孔3c3和第二导向板4c的通孔4c2对下模座4a上的物料进

行打孔。

[0030] 所述滑轨5a水平设置，滑轨5a为U形结构，滑轨5a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分轨道5a1、

第二分轨道5a2和第三分轨道5a3，第二分轨道5a2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分轨道5a1和第三分轨

道5a3固定连接，第一分轨道5a1长度方向与第三分轨道5a3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分轨道5a1

的长度方向与第二分轨道5a2的长度方向垂直，两个过孔5a4分别设置在第一分轨道5a1和

第三分轨道5a3远离第二分轨道5a2的一端。

[0031] 所述上模座3a设置有锁紧螺栓6，锁紧螺栓6的底端贯穿上模座3a与冲头3d的顶部

螺纹连接，冲头3d的顶部设置有与锁紧螺栓6螺纹连接的连接孔，连接孔的上半段设置有内

螺纹，旋转锁紧螺栓6的底端与冲头3d顶部的连接孔螺纹连接将冲头3d的顶部与滑轨5a的

内侧顶部紧密贴合。

[0032] 所述压料板3c水平设置，压料板3c的底部设置有滑槽7和与滑槽7滑动配合的第一

导向板3c1，压料板3c的中心处设置有避让冲头3d下落的缺口3c2，根据需要冲孔的形状和

大小，更换冲头3d，通过更换第一导向板3c1，改变避让孔3c3的大小的形状。

[0033] 所述第一导向板3c1为方形结构，冲头3d的底端设置有压头3e，第一导向板3c1的

中心处设置有供压头3e贯穿的避让孔3c3，当第一导向板3c1滑至滑槽7的里端时，避让孔

3c3的中心点、缺口3c2的中心点和压头3e的中心点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当压头3e穿过避让

孔3c3，冲头3d顶着压料板3c下降，压料板3c压着物料，然后压头3e对物料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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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下模4包括水平设置的下模座4a和下垫板4b，下模座4a设置在下垫板4b的顶

部，下模座4a的中心处设有第二导向板4c，下模座4a设有供第二导向板4c安装的安装槽8，

根据需要冲孔的形状和大小，通过更换第二导向板4c，改变落料孔4c1的大小和形状。

[0035] 所述第二导向板4c的中心处设置有用于落料的落料孔4c1，落料孔4c1与避让孔

3c3的形状和大小相同，下垫板4b在落料孔4c1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落料的通孔4c2，冲头3d

将冲下来的废料穿过落料孔4c1和通孔4c2。

[0036] 所述上模座3a和压料板3c之间设置有若干缓冲组件9，每个缓冲组件9包括有导正

销9a和缓冲弹簧9b，缓冲弹簧9b套装于导正销9a上，导正销9a的底端与上模座3a滑动配合，

导正销9a的底端与压料板3c的顶部固定连接，缓冲弹簧9b的顶端与上模座3a的底部抵触连

接，缓冲弹簧9b与压料板3c的顶部抵触连接，当冲头3d对物料冲压完成后，缓冲组件9将压

料板3c和上模座3a的距离复位到原来的距离。

[0037] 所述第二分轨道5a2的旁侧设置有若干个连接耳10，滑轨5a通过所有连接耳10与

上模座3a的底部固定连接，第一分轨道5a1和第三分轨道5a3靠近过孔5a4的一端均设置有

导向柱5a5，滑轨5a与导向柱5a5滑动配合，压力机2驱动上模座3a下降带动滑轨5a下降，滑

轨5a的两端与竖直设置的导向柱5a5滑动配合，使滑轨5a下降时保持平衡。

[0038] 所述下垫板4b在下模座4a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限位柱12，上模座3a顶

部设置有上垫板3b，上垫板3b的底部在上模座3a的周围设置有若干个与所有限位柱12一一

滑动配合的限位套11，压力机2驱动上模3升降时，上垫板3b的限位套11与下垫板4b的限位

柱12滑动配合，使上模3升降时保持平衡。

[003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出任何限

制，故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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