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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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407855.8

(22)申请日 2021.06.24

(73)专利权人 泉州市生辉电机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62200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池店镇

唐厝西区176号

(72)发明人 邓良生　

(74)专利代理机构 泉州市厦弘冠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70

代理人 王艺伟

(51)Int.Cl.

B21F 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

型装置

(57)摘要

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

型装置，包括工作台，该工作台的上方设有下模

具，该下模具的上方设有可升降的上模具，该上

模具的前侧设有可前后移动且用于装载铜线的

送线装置，所述上模具的左、右侧分别设有左侧

压板、右侧压板，所述左侧压板和右侧压板用于

铜线两侧的成型且均可左、右移动地设置，所述

下模具的前、后侧分别设有前压板、后压板，所述

前压板和后压板用于铜线底部的成型且可作合

拢和分开地设置。所述上模具下压将铜线压至下

模具上进行第一折弯成型，铜线第一次成型后左

侧压板、右侧压板用于对折弯后的铜线的两边进

行第二次压制成型，铜线第二次成型后前压板、

后压板用于对铜线折弯后的底部进行第三次压

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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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该工作

台的上方设有下模具，该下模具的上方设有可升降的上模具，该上模具的前侧设有可前后

移动且用于装载铜线的送线装置，所述上模具的左、右侧分别设有左侧压板、右侧压板，所

述左侧压板和右侧压板用于铜线两侧的成型且均可左、右移动地设置，所述下模具的前、后

侧分别设有前压板、后压板，所述前压板和后压板用于铜线底部的成型且可作合拢和分开

地设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前安装杆和左、右布置的两后安装杆，所述两前安装

杆和两后安装杆的顶面设有顶板，该顶板的底面设有第一安装板，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

安装座，所述两前安装杆上设有第二安装板，所述两后安装杆上设有第三安装板，所述第二

安装板和第三安装板的安装高度相当。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座的顶面中部设有模具安装槽，所述下模具设于具安装槽内，该下模具的顶面中

部设有V型槽，所述下模具的顶面设有两凸部，该两凸部分别位于V型槽的左、右侧，所述两

凸部的后端面均设有支撑部，该支撑部的顶面低于对应凸部的顶面，所述支撑部朝向V型槽

的侧面为圆弧面，所述两支撑部的顶面为倾斜面，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可升降的

上模具安装板，所述上模具设于上模具安装板的后端面，该上模具的底部呈V型且与V型槽

正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一滑轨，所述上模具安装板的前端面设有

左、右布置且与两第一滑轨分别配合的两第一滑块，所述顶板的顶面设有第一气缸，该第一

气缸的活塞杆与上模具安装板的顶面连接。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安装板的后侧设有第四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和第一安装板之间设有左、右布

置的两第一导杆，该两第一导杆穿过第四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的前端面设有第二气缸，

该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第四安装板的前端面连接，所述第四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安装杆，

所述送线装置设于安装杆的后端面。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送线装置包括左放置块和右放置块，所述左放置块的后端面和右放置块的后端面分别

设有左放置槽、右放置槽，所述左放置槽的左端设有左限位块，所述右放置槽的右端设有右

限位块，所述安装杆设有两个，该两个安装杆分别与左放置块和右放置块连接，所述安装座

的左侧设有左限位板，该安装座的右侧设有右限位板。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座上穿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导杆，该两第二导杆上分别设有左安装板、右安装

板，所述两第二导杆分别穿过左安装板、右安装板，所述两后安装杆上设有第五安装板，该

第五安装板设于第一安装板和第三安装板之间，所述第五安装板的前端设有上下贯通的左

安装槽和右安装槽，所述左安装板的顶部设有位于左安装槽内的左安装部，所述右安装板

的顶部设有位于右安装槽内的右安装部，所述左安装部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一倾斜槽，所述

右安装部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二倾斜槽，所述第一倾斜槽和第二倾斜槽呈“八”字型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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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倾斜槽和第二倾斜槽通过铰接轴与第五安装板铰接，所述第一安装板的顶面设有

两第三气缸，该两第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五安装板的顶面连接，所述左安装板的右侧面设

有左侧板槽，所述右安装板的左侧面设有右侧板槽，所述左侧压板的左部位于左侧板槽内，

该左侧压板的右后端面设有左成型槽，所述右侧压板的右部位于右侧板槽内，该右侧压板

的左后端面设有右成型槽，所述左侧压板的上部和右侧压板的上部通过铰接轴分别与左安

装板和右安装板铰接，所述上模具的左、右侧面均设有铜线靠槽，所述第三安装板的后端面

设有两顶紧气缸，该两顶紧气缸的活塞杆可分别顶住左安装板、右安装板的后端面。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第二导杆的前、后端分别固设有第一固定块、后安装块，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滑

台，该滑台的顶面设有滑槽，所述滑台的顶部设有与滑槽滑动配合的滑动块，该滑动块的顶

面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三倾斜槽、第四倾斜槽，所述第三倾斜槽和第四倾斜槽的布置呈左大

右小的喇叭口型，所述第三倾斜槽、第四倾斜槽内均能设有轴承，该轴承的顶部设有连接

杆，所述滑动块的上方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二固定块、前安装块，所述两第二导杆穿过前安

装块和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二固定块与两第二导杆固定连接，所述前压板设于前安装块的

后端面，所述后压板设于后安装块的前端面，所述前压板的后端和后压板的前端均设有波

浪型口，所述滑台的前、后端面分别设有前连接板、后连接板，所述两第二导杆均穿过前连

接板和后连接板，所述滑台的左端面设有第四安装板，该第四安装板的左端面设有第四气

缸，该第四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动块的左端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滑轨，所述滑台的底面设有分别与两第二滑轨

滑动配合的两第二滑块，所述两前安装杆的底部上设有第五安装板，该第五安装板的前端

面设有第五气缸，该第五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台的前端面底部连接。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前端面设有行程气缸，该行程气缸的活塞杆朝右且与一第六安装板

连接，该第六安装板的右端底部设有气动手指，该气动手指的两夹指均设有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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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机线圈生产设备领域，具体的说是指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

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

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

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等。

[0003] 现有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线圈，其包括铁芯和穿设于铁芯上的铜线绕组组

成，铜线绕组由多根铜线组成，每根铜线需要经过剥漆、裁剪、成型等多道工序。每根铜线在

成型时需要先经过折弯，然后再对铜线的两侧和底部进行定型，现有的成型装置只能对铜

线进行折弯及底部的成型，无法对铜线的两侧同时进行定型，使得铜线无法实现在同一道

工序内完成全部的定型加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是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其主要目

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包括工作台，该工作台的上方

设有下模具，该下模具的上方设有可升降的上模具，该上模具的前侧设有可前后移动且用

于装载铜线的送线装置，所述上模具的左、右侧分别设有左侧压板、右侧压板，所述左侧压

板和右侧压板用于铜线两侧的成型且均可左、右移动地设置，所述下模具的前、后侧分别设

有前压板、后压板，所述前压板和后压板用于铜线底部的成型且可作合拢和分开地设置。

[0007] 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前安装杆和左、右布置的两后安装杆，所述

两前安装杆和两后安装杆的顶面设有顶板，该顶板的底面设有第一安装板，所述工作台的

顶面设有安装座，所述两前安装杆上设有第二安装板，所述两后安装杆上设有第三安装板，

所述第二安装板和第三安装板的安装高度相当。

[0008] 所述安装座的顶面中部设有模具安装槽，所述下模具设于具安装槽内，该下模具

的顶面中部设有V型槽，所述下模具的顶面设有两凸部，该两凸部分别位于V型槽的左、右

侧，所述两凸部的后端面均设有支撑部，该支撑部的顶面低于对应凸部的顶面，所述支撑部

朝向V型槽的侧面为圆弧面，所述两支撑部的顶面为倾斜面，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

可升降的上模具安装板，所述上模具设于上模具安装板的后端面，该上模具的底部呈V型且

与V型槽正对。

[0009] 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一滑轨，所述上模具安装板的前

端面设有左、右布置且与两第一滑轨分别配合的两第一滑块，所述顶板的顶面设有第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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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该第一气缸的活塞杆与上模具安装板的顶面连接。

[0010] 所述第二安装板的后侧设有第四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和第一安装板之间设有

左、右布置的两第一导杆，该两第一导杆穿过第四安装板，所述第二安装板的前端面设有第

二气缸，该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第四安装板的前端面连接，所述第四安装板的后端面设有

安装杆，所述送线装置设于安装杆的后端面。

[0011] 所述送线装置包括左放置块和右放置块，所述左放置块的后端面和右放置块的后

端面分别设有左放置槽、右放置槽，所述左放置槽的左端设有左限位块，所述右放置槽的右

端设有右限位块，所述安装杆设有两个，该两个安装杆分别与左放置块和右放置块连接，所

述安装座的左侧设有左限位板，该安装座的右侧设有右限位板。

[0012] 所述安装座上穿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导杆，该两第二导杆上分别设有左安装

板、右安装板，所述两第二导杆分别穿过左安装板、右安装板，所述两后安装杆上设有第五

安装板，该第五安装板设于第一安装板和第三安装板之间，所述第五安装板的前端设有上

下贯通的左安装槽和右安装槽，所述左安装板的顶部设有位于左安装槽内的左安装部，所

述右安装板的顶部设有位于右安装槽内的右安装部，所述左安装部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一倾

斜槽，所述右安装部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二倾斜槽，所述第一倾斜槽和第二倾斜槽呈“八”字

型地设置，所述第一倾斜槽和第二倾斜槽通过铰接轴与第五安装板铰接，所述第一安装板

的顶面设有两第三气缸，该两第三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五安装板的顶面连接，所述左安装板

的右侧面设有左侧板槽，所述右安装板的左侧面设有右侧板槽，所述左侧压板的左部位于

左侧板槽内，该左侧压板的右后端面设有左成型槽，所述右侧压板的右部位于右侧板槽内，

该右侧压板的左后端面设有右成型槽，所述左侧压板的上部和右侧压板的上部通过铰接轴

分别与左安装板和右安装板铰接，所述上模具的左、右侧面均设有铜线靠槽，所述第三安装

板的后端面设有两顶紧气缸，该两顶紧气缸的活塞杆可分别顶住左安装板、右安装板的后

端面。

[0013] 所述两第二导杆的前、后端分别固设有第一固定块、后安装块，所述工作台的顶面

设有滑台，该滑台的顶面设有滑槽，所述滑台的顶部设有与滑槽滑动配合的滑动块，该滑动

块的顶面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三倾斜槽、第四倾斜槽，所述第三倾斜槽和第四倾斜槽的布置

呈左大右小的喇叭口型，所述第三倾斜槽、第四倾斜槽内均能设有轴承，该轴承的顶部设有

连接杆，所述滑动块的上方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二固定块、前安装块，所述两第二导杆穿过

前安装块和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二固定块与两第二导杆固定连接，所述前压板设于前安装

块的后端面，所述后压板设于后安装块的前端面，所述前压板的后端和后压板的前端均设

有波浪型口，所述滑台的前、后端面分别设有前连接板、后连接板，所述两第二导杆均穿过

前连接板和后连接板，所述滑台的左端面设有第四安装板，该第四安装板的左端面设有第

四气缸，该第四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动块的左端连接。

[0014] 所述工作台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滑轨，所述滑台的底面设有分别与两

第二滑轨滑动配合的两第二滑块，所述两前安装杆的底部上设有第五安装板，该第五安装

板的前端面设有第五气缸，该第五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台的前端面底部连接。

[0015] 所述第一安装板的前端面设有行程气缸，该行程气缸的活塞杆朝右且与一第六安

装板连接，该第六安装板的右端底部设有气动手指，该气动手指的两夹指均设有夹块。

[0016]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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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结构新颖、设计巧妙，所述上模具下压将铜线压至下模具上进行第一折弯成型，铜

线第一次成型后左侧压板、右侧压板用于对折弯后的铜线的两边进行第二次压制成型，铜

线第二次成型后前压板、后压板用于对铜线折弯后的底部进行第三次压制成型。本实用新

型将铜线的所有成型工序集于一道，大大提高铜线的成型加工效率，尤其适合大型新能源

货车、卡车的电机线圈的铜线成型。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图。

[0018] 图2为图1在另一角度的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部分结构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成型的结构图。

[0021] 图5为图4在另一角度的结构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下模具的结构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送线装置的结构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前压板和后压板的活动连接结构图。

[0025] 图9为图8在另一角度的结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至图4。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线圈下线机的成型装置，包括工作台1，

该工作台1的上方设有下模具2，该下模具2的上方设有可升降的上模具3，该上模具3的前侧

设有可前后移动且用于装载铜线的送线装置4。所述上模具3的左、右侧分别设有左侧压板

5、右侧压板6，所述左侧压板5和右侧压板6用于铜线两侧的成型且均可左、右移动地设置。

所述下模具2的前、后侧分别设有前压板7、后压板8，所述前压板7和后压板8用于铜线底部

的成型且可作合拢和分开地设置。

[0027] 参照图1和图2。所述工作台1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前安装杆9和左、右布置的

两后安装杆10，所述两前安装杆9和两后安装杆10的顶面设有顶板11，该顶板11的底面设有

第一安装板12。所述工作台1的顶面设有安装座13，所述两前安装杆9上设有第二安装板14，

所述两后安装杆10上设有第三安装板15，所述第二安装板14和第三安装板15的安装高度相

当。

[0028] 参照图1、图2、图3和图6。所述安装座13的顶面中部设有模具安装槽，所述下模具2

设于具安装槽内，该下模具2的顶面中部设有V型槽21，所述下模具2的顶面设有两凸部22，

该两凸部22分别位于V型槽21的左、右侧，所述两凸部22的后端面均设有支撑部23，该支撑

部23的顶面低于对应凸部22的顶面，所述支撑部23朝向V型槽21的侧面为圆弧面，所述两支

撑部23的顶面为倾斜面。所述第一安装板12的后端面设有可升降的上模具安装板16，所述

上模具3设于上模具安装板16的后端面，该上模具3的底部呈V型且与V型槽21正对。所述第

一安装板12的后端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一滑轨121，所述上模具安装板16的前端面设有

左、右布置且与两第一滑轨121分别配合的两第一滑块161，所述顶板11的顶面设有第一气

缸17，该第一气缸17的活塞杆与上模具安装板16的顶面连接。所述上模具3通过第一气缸17

带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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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参照图1、图2、图3和图7。所述第二安装板14的后侧设有第四安装板18，所述第二

安装板14和第一安装板12之间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一导杆19，该两第一导杆19穿过第四

安装板18。所述第二安装板14的前端面设有第二气缸20，该第二气缸20的活塞杆与第四安

装板18的前端面连接，所述第四安装板18的后端面设有安装杆24，所述送线装置4设于安装

杆24的后端面。所述送线装置4包括左放置块41和右放置块42，所述左放置块41的后端面和

右放置块42的后端面分别设有左放置槽43、右放置槽44，所述左放置槽43的左端设有左限

位块45，所述右放置槽44的右端设有右限位块46。所述安装杆24设有两个，该两个安装杆24

分别与左放置块41和右放置块42连接，所述安装座1的左侧设有左限位板25，该安装座1的

右侧设有右限位板26。所述左放置槽43、右放置槽44用于放置铜线，所述左限位块45和右限

位块46用于防止铜线输送时掉落，所述左限位板25和右限位板26用于限制铜线在长度方向

上的位置。

[0030] 参照图1至图5。所述安装座1上穿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导杆27，该两第二导杆

27上分别设有左安装板28、右安装板29，所述两第二导杆27分别穿过左安装板28、右安装板

29。所述两后安装杆10上设有第五安装板30，该第五安装板30设于第一安装板12和第三安

装板15之间，所述第五安装板30的前端设有上下贯通的左安装槽31和右安装槽32。所述左

安装板28的顶部设有位于左安装槽31内的左安装部281，所述右安装板29的顶部设有位于

右安装槽32内的右安装部291，所述左安装部281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一倾斜槽282，所述右安

装部291设有前后贯通的第二倾斜槽292，所述第一倾斜槽282和第二倾斜槽292呈“八”字型

地设置，所述第一倾斜槽282和第二倾斜槽292通过铰接轴与第五安装板30铰接。所述第一

安装板12的顶面设有两第三气缸33，该两第三气缸33的活塞杆与第五安装板30的顶面连

接。所述左安装板28的右侧面设有左侧板槽283，所述右安装板29的左侧面设有右侧板槽

293，所述左侧压板5的左部位于左侧板槽283内，该左侧压板5的右后端面设有左成型槽51，

所述右侧压板6的右部位于右侧板槽293内，该右侧压板6的左后端面设有右成型槽61，所述

左侧压板5的上部和右侧压板6的上部通过铰接轴分别与左安装板28和右安装板29铰接，所

述上模具3的左、右侧面均设有铜线靠槽300。所述第三安装板15的后端面设有两顶紧气缸

34，该两顶紧气缸34的活塞杆可分别顶住左安装板28、右安装板29的后端面。

[0031] 参照图1、图2、图3、图8和图9。所述两第二导杆27的前、后端分别固设有第一固定

块35、后安装块36，所述工作台1的顶面设有滑台37，该滑台37的顶面设有滑槽371，所述滑

台37的顶部设有与滑槽371滑动配合的滑动块38，该滑动块38的顶面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三

倾斜槽39、第四倾斜槽40，所述第三倾斜槽39和第四倾斜槽40的布置呈左大右小的喇叭口

型，所述第三倾斜槽39、第四倾斜槽40内均能设有轴承47，该轴承47的顶部设有连接杆471。

所述滑动块38的上方设有前、后布置的第二固定块48、前安装块49，所述两第二导杆27穿过

前安装块49和第二固定块48，所述第二固定块48与两第二导杆27固定连接。所述前压板7设

于前安装块49的后端面，所述后压板8设于后安装块36的前端面，所述前压板7的后端和后

压板8的前端均设有波浪型口71。所述滑台37的前、后端面分别设有前连接板50、后连接板

51，所述两第二导杆27均穿过前连接板50和后连接板51，所述滑台的左端面37设有第四安

装板52，该第四安装板52的左端面设有第四气缸53，该第四气缸53的活塞杆与滑动块38的

左端连接。

[0032] 参照图1至图3。所述工作台1的顶面设有左、右布置的两第二滑轨54，所述滑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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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面设有分别与两第二滑轨54滑动配合的两第二滑块55，所述两前安装杆9的底部上设

有第五安装板56，该第五安装板56的前端面设有第五气缸57，该第五气缸57的活塞杆与滑

台37的前端面底部连接。所述第五气缸57用于带动滑台37的前后移动。

[0033] 参照图1和图2。所述第一安装板12的前端面设有行程气缸58，该行程气缸58的活

塞杆朝右且与一第六安装板59连接，该第六安装板59的右端底部设有气动手指60，该气动

手指60的两夹指均设有夹块61。当铜线裁剪后，所述气动手指60上的两夹块用于夹紧铜线，

然后行程气缸58再带动气动手指60及铜线向左进行输送，将铜线送至左放置槽43、右放置

槽44内。

[0034] 参照图1至图9。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所述第二气缸20带动左放置块41和

右放置块42向后移动，当铜线送至上模具3的下方时，第一气缸17带动上模具3下降并将铜

线对着V型槽21下压，铜线被下压折弯后铜线的两边顺着对应支撑部23的圆弧面进行第一

次成型，此时铜线的两端上翘与左放置槽43和右放置槽44分离，左放置块41和右放置块42

复位。然后，两第三气缸33带动第五安装板30下降，第五安装板30下降的同时左安装板28和

右安装板29作靠拢夹紧动作，左安装板28和右安装板29作靠拢夹紧动作的同时左侧压板5

和右侧压板6也随着作靠拢夹紧动作，铜线被折弯后的两边分别被压至左成型槽51、右成型

槽61与对应的铜线靠槽300之间，从而进行铜线两边形状的成型，第二次成型完成后，左安

装板28、右安装板29、左侧压板5和右侧压板6复位。最后，第四气缸53推动滑动块38向右移

动，滑动块38在向右移动时前安装块49向后移动，第二固定块48、两第二导杆27和后安装块

36向前移动，从而使得前压板7和后压板8作收拢动作对铜线的底部进行挤压进行第三次成

型，铜线的底部成型后前安装块49、第二固定块48、两第二导杆27和后安装块36复位。至此，

便完成了一根铜线的成型，上述的自动动作由一控制器控制进行。

[0035]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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