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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涉及

冲压技术领域。该冲压板料送设备，包括机架、支

撑座、电机一、大皮带、传动轮一、带轮二、传动轮

二、传送带、固定架一、固定架二、电机二和移动

轮，所述支撑座的底部与机架的底部固定连接，

所述电机一的底部与机架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

带轮二的内壁与传动轮一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

电机二的底部与机架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移动

轮的顶部与支撑座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大皮带

的一端与带轮一的外壁转动连接。该冲压板料送

设备，安装时，通过在支撑座上设置有转动杆一，

并连接齿轮二和直齿条，通过设置电机二工作带

动转动杆一转动，通过电机二正转和反转带动齿

轮二正转和反转，实现移动轮的升起和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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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的外部包括支撑座（2）、电机一

（3）、传动轮一（4）、带轮二（401）、传动轮二（5）、传送带（6）、固定架一（7）、固定架二（8）电机

二（9）和移动轮（17），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2）的底部与机架（1）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

电机一（3）的底部与机架（1）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二（401）的内壁与传动轮一（4）的一

端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轮一（4）的一端与固定架一（7）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轮二（5）的

一端与固定架二（8）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6）的一端与传动轮一（4）的外壁转动连

接，所述传送带（6）的另一端与传送带（6）的另一端与传动轮二（5）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电

机二（9）的底部与机架（1）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移动轮（17）的顶部与支撑座（2）的底部固

定连接，所述机架（1）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一（7）与传动轮一（4）固定连接，所述机架

（1）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二（8）与传动轮二（5）固定连接；

所述支撑座（2）的外部包括转动轮二（903）、转动杆一（10）、转动轮三（102）、转动杆二

（11）、转动轮四（111）、转动轮五（112）、转动杆三（12）、转动轮六（121）、转动轮七（122）、转

动杆四（13）、转动轮八（132）、小皮带一（14）、小皮带二（15）和小皮带三（16），所述转动杆一

（10）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三（102）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

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二（11）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四（111）

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五（112）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

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三（12）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六（121）

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七（122）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

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四（13）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八（132）

的内壁与转动杆四（13）的外壁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压板料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2）的内部包括齿

轮一（101）、齿轮二（103）、齿轮三（113）、齿轮四（114）齿轮五（123）、齿轮六（124）、齿轮七

（131）、齿轮八（133）、移动轮（17）、支撑腿（171）、销钉（172）、直齿条（173）、方槽，所述齿轮

一（101）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二（103）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

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三（113）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四

（114）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五（123）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

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六（124）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七

（131）的内壁与转动杆四（13）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八（133）的内壁与转动杆四（13）的

外壁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压板料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皮带一（14）的一端与转

动轮三（102）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一（14）的另一端与转动轮四（111）的外壁转动连

接，所述小皮带二（15）的一端与转动轮五（112）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二（15）的另一

端与转动轮七（122）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三（16）的一端与转动轮六（121）的外壁转

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三（16）的另一端与转动轮八（132）的外壁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压板料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一（3）的外部包括转

动轴（301）、带轮一（302）和大皮带（303），所述电机一（3）的一端与转动轴（301）的一端固定

连接，所述带轮一（302）的内壁与转动轴（301）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大皮带（303）的一端与

带轮一（302）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大皮带（303）的另一端与带轮二（401）的外壁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压板料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二（9）的外部包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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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一（901）、皮带（902）和转动轮二（903），所述转动轮一（901）的内壁与电机二（9）的一端

固定连接，所述皮带（902）的一端与转动轮一（901）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皮带（902）的另一

端与转动轮二（903）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电机二（9）通过设置在其上的皮带（902）与转动

轮二（903）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二（903）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冲压板料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2）的表面开设有

方槽，所述支撑腿（171）的底部与销钉（172）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销钉（172）的外壁与移动

轮（17）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支撑腿（171）通过设置在其下的销钉（172）与移动轮（17）固定

连接，所述直齿条（173）的表面与支撑腿（171）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二（103）的外壁与

直齿条（173）的外壁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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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冲压板材生产线加工的工作现场，大部分仍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进行搬运，

例如，通过行车配合吊钩吊起板材，操作人员控制行车遥控器缓慢将板搬运至加工机。

[0003] 此种方式，还是以人工操作为主，劳动强度大、搬运效率低，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而且对于一些面积较大，厚度较薄的板材，采用此种方式，很难进行搬运，且板料容易变

形，降低板材质量，因此很难满足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试图克服以上缺陷，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

种冲压板料送设备，以达到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便于移动的效果。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

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外部包括支撑座、电机一、传动轮一、带轮二、传动轮二、传送带、固定

架一、固定架二电机二和移动轮，所述支撑座的底部与机架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一的

底部与机架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二的内壁与传动轮一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轮

一的一端与固定架一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轮二的一端与固定架二的顶部固定连接，

所述传送带的一端与传动轮一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传送带的另一端与传送带的另一端与

传动轮二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电机二的底部与机架的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移动轮的顶部

与支撑座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机架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一与传动轮一固定连接，所

述机架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二与传动轮二固定连接。

[0008] 所述支撑座的外部包括转动轮二、转动杆一、转动轮三、转动杆二、转动轮四、转动

轮五、转动杆三、转动轮六、转动轮七、转动杆四、转动轮八、小皮带一、小皮带二和小皮带

三，所述转动杆一的两端与支撑座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三的内壁与转动杆一的外

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二的两端与支撑座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四的内壁与转动

杆二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五的内壁与转动杆二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三的

两端与支撑座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轮六的内壁与转动杆三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

动轮七的内壁与转动杆三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杆四的两端与支撑座的内壁固定连

接，所述转动轮八的内壁与转动杆四的外壁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支撑座的内部包括齿轮一、齿轮二、齿轮三、齿轮四齿轮五、齿轮六、

齿轮七、齿轮八、移动轮、支撑腿、销钉、直齿条、方槽，所述齿轮一的内壁与转动杆一的外壁

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二的内壁与转动杆一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三的内壁与转动杆二

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四的内壁与转动杆二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五的内壁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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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杆三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六的内壁与转动杆三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七的内

壁与转动杆四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八的内壁与转动杆四的外壁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所述小皮带一的一端与转动轮三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一的另一

端与转动轮四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二的一端与转动轮五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

皮带二的另一端与转动轮七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小皮带三的一端与转动轮六的外壁转动

连接，所述小皮带三的另一端与转动轮八的外壁转动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电机一的外部包括转动轴、带轮一和大皮带，所述电机一的一端与转

动轴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带轮一的内壁与转动轴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大皮带的一端与

带轮一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大皮带的另一端与带轮二的外壁转动连接。

[0012] 进一步，所述电机二的外部包括转动轮一、皮带和转动轮二，所述转动轮一的内壁

与电机二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皮带的一端与转动轮一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皮带的另一

端与转动轮二的外壁转动连接，所述电机二通过设置在其上的皮带与转动轮二固定连接，

所述转动轮二的内壁与转动杆一的外壁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支撑座的表面开设有方槽，所述支撑腿的底部与销钉的外壁固定连

接，所述销钉的外壁与移动轮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支撑腿通过设置在其下的销钉与移动

轮固定连接，所述直齿条的表面与支撑腿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齿轮二的外壁与直齿条的

外壁啮合。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该冲压板料送设备，通过设置电机一工作带动设置在电机一上的带轮一，通过

带轮一转动带动设置在其上的大皮带转动，设置在大皮带另一端的带轮二随之转动，带动

设置在其上的传动轮一转动，并将带动设置在其上的传送带运动输送需要的冲压板料。

[0017] 2、该冲压板料送设备，安装时，通过在支撑座上设置有转动杆一，并连接齿轮二和

直齿条，通过设置电机二工作带动转动杆一转动，通过电机二正转和反转带动齿轮二正转

和反转，实现移动轮的升起和降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转动杆的放大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右视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支撑腿的局部剖视图。

[0022] 图中：1机架、2支撑座、3电机一、301转动轴、302带轮一、303大皮带、4传动轮一、

401带轮二、5传动轮二、6传送带、7固定架一、8固定架二、9电机二、901转动轮一、902皮带、

903转动轮二、10转动杆一、101齿轮一、102转动轮三、103齿轮二、11转动杆二、111转动轮

四、112转动轮五、113齿轮三、114齿轮四、12转动杆三、121转动轮六、122转动轮七、123齿轮

五、124齿轮六、13转动杆四、131齿轮七、132转动轮八、133齿轮八、14小皮带一、15小皮带

二、16小皮带三、17移动轮、171支撑腿、172销钉、173直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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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冲压板料送设备，如图1-4所

示，包括机架1，机架1的外部包括支撑座2、电机一3、传动轮一4、带轮二401、传动轮二5、传

送带6、固定架一7、固定架二8电机二9和移动轮17，支撑座2的底部与机架1的底部固定连

接，电机一3的底部与机架1的表面固定连接，带轮二401的内壁与传动轮一4的一端固定连

接，传动轮一4的一端与固定架一7的顶部固定连接，传动轮二5的一端与固定架二8的顶部

固定连接，传送带6的一端与传动轮一4的外壁转动连接，传送带6的另一端与传送带6的另

一端与传动轮二5的外壁转动连接，电机二9的底部与机架1的表面固定连接，移动轮17的顶

部与支撑座2的底部固定连接，机架1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一7与传动轮一4固定连接，

机架1通过设置在其上的固定架二8与传动轮二5固定连接。

[0024] 支撑座2的外部包括转动轮二903、转动杆一10、转动轮三102、转动杆二11、转动轮

四111、转动轮五112、转动杆三12、转动轮六121、转动轮七122、转动杆四13、转动轮八132、

小皮带一14、小皮带二15和小皮带三16，转动杆一10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转

动轮三102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固定连接，转动杆二11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

连接，转动轮四111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接，转动轮五112的内壁与转动杆二

11的外壁固定连接，转动杆三12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转动轮六121的内壁与

转动杆三12的外壁固定连接，转动轮七122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壁固定连接，转动杆四

13的两端与支撑座2的内壁固定连接，转动轮八132的内壁与转动杆四13的外壁固定连接，

支撑座2的内部包括齿轮一101、齿轮二103、齿轮三113、齿轮四114齿轮五123、齿轮六124、

齿轮七131、齿轮八133、移动轮17、支撑腿171、销钉172、直齿条173、方槽，齿轮一101的内壁

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二103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三

113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四114的内壁与转动杆二11的外壁固定连

接，齿轮五123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六124的内壁与转动杆三12的外

壁固定连接，齿轮七131的内壁与转动杆四13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八133的内壁与转动杆

四13的外壁固定连接，小皮带一14的一端与转动轮三102的外壁转动连接，小皮带一14的另

一端与转动轮四111的外壁转动连接，小皮带二15的一端与转动轮五112的外壁转动连接，

小皮带二15的另一端与转动轮七122的外壁转动连接，小皮带三16的一端与转动轮六121的

外壁转动连接，小皮带三16的另一端与转动轮八132的外壁转动连接，电机一3的外部包括

转动轴301、带轮一302和大皮带303，电机一3的一端与转动轴301的一端固定连接，带轮一

302的内壁与转动轴301的外壁固定连接，大皮带303的一端与带轮一302的外壁转动连接，

大皮带303的另一端与带轮二401的外壁转动连接，电机二9的外部包括转动轮一901、皮带

902和转动轮二903，转动轮一901的内壁与电机二9的一端固定连接，皮带902的一端与转动

轮一901的外壁转动连接，皮带902的另一端与转动轮二903的外壁转动连接，电机二9通过

设置在其上的皮带902与转动轮二903固定连接，转动轮二903的内壁与转动杆一10的外壁

固定连接，支撑座2的表面开设有方槽，支撑腿171的底部与销钉172的外壁固定连接，销钉

172的外壁与移动轮17的内壁固定连接，支撑腿171通过设置在其下的销钉172与移动轮17

固定连接，直齿条173的表面与支撑腿171的外壁固定连接，齿轮二103的外壁与直齿条173

的外壁啮合。

[0025]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设置电机一3工作带动设置在电机一3上的带轮一302，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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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带轮一302转动带动设置在其上的大皮带303转动，设置在大皮带303另一端的带轮二401

随之转动，带动设置在其上的传动轮一4转动，并将带动设置在其上的传送带6运动输送需

要的冲压板料，安装时，通过在支撑座2上设置有转动杆一10，并连接齿轮二103和直齿条

173，通过设置电机二9工作带动转动杆一10转动，通过电机二9正转和反转带动齿轮二103

正转和反转，实现移动轮17的升起和降落。

[0026] 综上所述，该冲压板料送设备，通过设置移动轮17，为了方便设备移动。

[0027] 并且，该冲压板料送设备，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便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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