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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全自动音圈补强纸

覆铜贴纸机，包括台板(1)和设置在所述台板(1)

上的控制系统(9)，所述台板(1)左右两侧对称设

置有第一牵引机构(2)和第二牵引机构(2＇)；所

述台板(1)上依次设置有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

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二涂酒精机构

(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

引机构(7)和切痕机构(8)，通过所述控制系统

(9)中央控制，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自动运载和

音圈补强纸覆铜全自动生产，保证音圈补强纸覆

铜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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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包括台板(1)和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控制系

统(9)，其特征在于：所述台板(1)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第一牵引机构(2)和第二牵引机构

(2＇)；所述台板(1)上依次设置有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

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和切痕机构(8)；所

述第一牵引机构(2)、第二牵引机构(2＇)、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

(5)、第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和切痕机构

(8)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9)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系统(9)中央控制,基材音圈补强纸在所

述第二牵引机构(2＇)与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相互牵引下，基材音圈补强纸从所述第二牵

引机构(2＇)排料，并依次途径所述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

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切痕机构(8)和所

述第一牵引机构(2)，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冲孔、涂酒精、覆铜和热压工艺，并沿所述第

一牵引机构(2)方向收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牵引机

构(2)和第二牵引机构(2＇)结构相同，包括有立架(21)、电机卷料机构(22)、助力卷料机构

(23)、重力张紧机构(24)和多个转轴(25)；所述立架(21)与所述台板(1)固定连接，所述重

力张紧机构(24)设置在所述立架(21)与所述台板(1)固定连接的一端上，所述电机卷料机

构(22)设置在所述立架(21)的另一端上，所述助力卷料机构(23)设置在所述立架(21)上且

位于所述重力张紧机构(24)和所述电机卷料机构(22)之间，所述立架(21)上设置有多个转

轴(25)，所述电机卷料机构(22)包括有电机(221)和由所述电机(221)驱动旋转的圆带盒

(222)，所述重力张紧机构(24)包括有支架、设置在支架上的直线导向机构(241)和设置在

所述直线导向机构(241)上的转轴(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孔机构

(3)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滑台(31)，所述滑台(31)上设置有固定架(32)，所述固定

架(32)的内腔设置有回收框(33)，所述固定架(32)的上表面设置有气动冲孔机构(34)，所

述气动冲孔机构(34)的两侧各设置有一个转轴(25)；所述气动冲孔机构(34)包括有底板

(341)、第一气缸(342)和冲切柄(343)，所述第一气缸(342)固定设置在所述底板(341)上，

所述第一气缸(34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冲切柄(343)，所述底板(341)和所述固定架

(32)上设置有与所述冲切柄(343)对应的通孔，所述底板(341)的底面设置有限位过槽

(34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涂酒精

机构(4)和第二涂酒精机构(4＇)结构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第一支撑架(41)，

所述第一支撑架(41)上设置有第一下压气缸(42)和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所述第一导

向轴随动机构(43)上设置有压轴(44)，所述压轴(44)的内腔设置有棉花(45)，所述第一支

撑架(41)的一侧设置有酒精输液机构(46)，所述酒精输液机构(46)通过控制阀(461)调控

酒精量随输液管(462)流至所述压轴(44)内腔的所述棉花(4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覆铜机

构(5)和第二覆铜机构(5＇)结构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立板(51)，所述立板

(51)左右两端对称设置有第二牵引机构(52)，所述立板(51)上还设置有多个位于两个所述

第二牵引机构(52)之间的多个转轴(25)，所述立板(51)的中部设置有气缸覆铜机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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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气缸覆铜机构(53)包括下模(531)、座板(532)、气缸固定板(534)、第二气缸(535)和上

模(536)，所述座板(532)设置在所述下模(531)上方，所述座板(532)上方通过四个支撑杆

(533)固定所述气缸固定板(534)，所述气缸固定板(534)上方固定设置有所述第二气缸

(535)，所述第二气缸(535)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上模(536)，所述座板(532)的底面设有

第一限位凹槽(5321)，所述下模(531)顶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限位凹槽(5321)互相垂直的

第二限位凹槽(53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压机构

(6)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第二支撑架(61)，所述第二支撑架(61)上设置有第二下压

气缸(62)和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所述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固定连接有一压板

(64)，所述第二支撑架(61)上位于所述压板(64)的正下方设置有加热板(65)，所述加热板

(65)内置由加热棒(6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力牵引机

构(7)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H型固定架(71)，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下部内壁设置有

伺服电机(72)，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侧壁设置有与所述伺服电机(72)的输出轴连接的同

步带传动机构(73)，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上部内壁设置有与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73)连

接的转柱(74)，所述转柱(74)套设有第一滚轴(75)，所述第一滚轴(75)下方设置有与所述

第一滚轴(75)平行的第二转轴(7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痕机构

(8)包括两个固定台(82)、双轴气缸(81)、平板(83)和刃板(84)，所述双轴气缸(81)设置在

两个所述固定台(82)的中间，所述双轴气缸(81)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平板(83)，所述平

板(83)的一侧设置有所述刃板(84)，两个所述固定台(82)的上表面均设置有限位卡槽；所

述刃板(84)的下端呈锯齿状。

9.根据权利要求2-3、5任一项所述的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转轴(25)的圆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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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音圈补强纸贴纸机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

铜贴纸机。

背景技术

[0002] 音圈是通过音频电流的线圈，是电动式扬声器振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音圈的

性能会影响扬声器的声压频率特性，如声压级，阻抗曲线、失真、瞬态特性、扬声器参数、音

质等特性，特别是关系扬声器的承受功率和寿命。

[0003] 现有音圈主要由音圈骨架、漆包线、补强纸和锦丝线构成，其中现有音圈补强纸主

要用来固定引线和增强音圈骨架刚性，通过实验，我们得知通过增强音圈补强纸的电性可

提高现有音圈整体性能。

[0004] 现有基材音圈补强纸需要在其表面压合铜箔增强其电性，并且可实现导线焊接在

铜箔表面；现有基材音圈补强纸的制造采用多个独立夹具进行单工序加工，比如冲孔、压合

等等；完成单工序之后进行再加工，需要对基材音圈补强纸进行人工位移和人工定位，多个

独立夹具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人工移动占据一定工作时间，并且不能实现大量同时移动；

现有基材音圈补强纸采用多个独立夹具进行加工不能保证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以解决上述背景中现有基材

音圈补强纸采用多个独立夹具进行加工不能保证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的不足；所述全自动

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包括台板和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控制系统，所述台板左右两侧对称

设置有第一牵引机构和第二牵引机构；所述台板上依次设置有冲孔机构、第一涂酒精机构、

第一覆铜机构、第二涂酒精机构、第二覆铜机构、热压机构、助力牵引机构和切痕机构；所述

第一牵引机构、第二牵引机构、冲孔机构、第一涂酒精机构、第一覆铜机构、第二涂酒精机

构、第二覆铜机构、热压机构、助力牵引机构和切痕机构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连接；通过

所述第二牵引机构和所述第一牵引机构的牵引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自动运载，并且依次通

过多个加工工序在线加工；通过所述控制系统中央控制，共同协作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覆

铜全自动生产，保证音圈补强纸覆铜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包括台板和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控制系统，所述台

板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第一牵引机构和第二牵引机构；所述台板上依次设置有冲孔机构、

第一涂酒精机构、第一覆铜机构、第二涂酒精机构、第二覆铜机构、热压机构、助力牵引机构

和切痕机构；所述第一牵引机构、第二牵引机构、冲孔机构、第一涂酒精机构、第一覆铜机

构、第二涂酒精机构、第二覆铜机构、热压机构、助力牵引机构和切痕机构分别与所述控制

系统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系统中央控制,基材音圈补强纸在所述第二牵引机构与所述第

一牵引机构相互牵引下，基材音圈补强纸从所述第二牵引机构排料，并依次途径所述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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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第一涂酒精机构、第一覆铜机构、第二涂酒精机构、第二覆铜机构、热压机构、助力牵

引机构、切痕机构和所述第一牵引机构，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冲孔、涂酒精、覆铜和热

压工艺，并沿所述第一牵引机构方向收料，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完成多个加工工艺，从

而实现音圈补强纸覆铜全自动生产，保证音圈补强纸覆铜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0008] 进一步，所述第一牵引机构和第二牵引机构结构相同，包括有立架、电机卷料机

构、助力卷料机构、重力张紧机构和多个转轴；所述立架与所述台板固定连接，所述重力张

紧机构设置在所述立架与所述台板固定连接的一端上，所述电机卷料机构设置在所述立架

的另一端上，所述助力卷料机构设置在所述立架上且位于所述重力张紧机构和所述电机卷

料机构之间，所述立架上设置有多个转轴，所述电机卷料机构包括有电机和由所述电机驱

动旋转的圆带盒，所述重力张紧机构包括有支架、设置在支架上的直线导向机构和设置在

所述直线导向机构上的转轴；设置所述冲孔机构一侧的所述第二牵引机构实现基材音圈补

强纸的排料；设置所述切痕机构一侧的所述第一牵引机构实现成品覆铜纸带的收料；通过

所述第二牵引机构和所述第一牵引机构的牵引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自动运载，多个所述转

轴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进行微调，保证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所述

重力张紧机构实时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张紧控制。

[0009] 进一步，所述冲孔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滑台，所述滑台上设置有固定架，

所述固定架的内腔设置有回收框，所述固定架的上表面设置有气动冲孔机构，所述气动冲

孔机构的两侧各设置有一个转轴，所述气动冲孔机构包括有底板、第一气缸和冲切柄，所述

第一气缸固定设置在所述底板上，所述第一气缸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冲切柄，所述底板

和所述固定架上设置有与所述冲切柄对应的通孔，所述底板的底面设置有限位过槽；所述

滑台实现所述冲孔机构位置微调；通过所述气动冲孔机构实现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冲

孔，且所述回收框及时回收废料。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涂酒精机构和第二涂酒精机构结构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

上的第一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上设置有第一下压气缸和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所述第

一导向轴随动机构上设置有压轴，所述压轴的内腔设置有棉花，所述第一支撑架的一侧设

置有酒精输液机构，所述酒精输液机构通过控制阀调控酒精量随输液管流至所述压轴内腔

的所述棉花；通过所述第一下压气缸和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实现所述压轴顺畅压合基

材音圈补强纸表面并对基材音圈补强纸表面进行涂酒精处理。

[0011] 进一步，所述第一覆铜机构和第二覆铜机构结构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

立板，所述立板左右两端对称设置有第二牵引机构，所述立板上还设置有多个位于两个所

述第二牵引机构之间的多个转轴，所述立板的中部设置有气缸覆铜机构，所述气缸覆铜机

构包括下模、座板、气缸固定板、第二气缸和上模，所述座板设置在所述下模上方，所述座板

上方通过四个支撑杆设置有所述气缸固定板，所述气缸固定板上方固定设置有所述气缸，

所述第二气缸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上模，所述座板的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凹槽，所述下模

顶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限位凹槽互相垂直的第二限位凹槽；所述所述第一覆铜机构和所述

第二覆铜机构通过所述气缸覆铜机构实现所述上模压合置于基材音圈补强纸上方的铜箔；

两个所述第二牵引机构实现铜箔带料的自动输送。

[0012] 进一步，所述热压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二支撑架上

设置有第二下压气缸和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所述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固定连接有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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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述第二支撑架上位于所述压板的正下方设置有加热板，所述加热板内置由加热棒；所

述加热棒通过所述加热板实现热传导，所述第二下压气缸和所述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实现

所述压板对基材音圈补强纸的压合；通过热压基材音圈补强纸提高铜箔对基材音圈补强纸

的附着力。

[0013] 进一步，所述助力牵引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上的H型固定架，所述H  型固定架

的下部内壁设置有伺服电机，所述H型固定架的侧壁设置有与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的同步带传动机构，所述H型固定架的上部内壁设置有与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连接的转柱，

所述转柱套设有第一滚轴，所述第一滚轴下方设置有与所述第一滚轴平行的第二转轴；通

过所述伺服电机旋转带动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传动，实现第一滚轴旋转，从而增加基材音

圈补强纸向前的输送力。

[0014] 进一步，所述切痕机构包括两个固定台、双轴气缸、平板和刃板，所述双轴气缸设

置在两个所述固定台的中间，所述双轴气缸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平板，所述平板的一侧

设置有所述刃板，两个所述固定台的上表面均设置有限位卡槽；所述刃板的下端呈锯齿状；

通过所述双轴气缸伸出带动所述刃板下压，实现所述刃板对基材音圈补强纸预压，从而实

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表面形成压痕。

[0015] 进一步，所述转轴的圆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

进行微调，保证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通过所述控制系统中央控制，所述第一牵引机构和所述第二牵引机构的牵引实

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自动运载，基材音圈补强纸依次通过所述冲孔机构、所述第一涂酒精机

构、所述第一覆铜机构、所述第二涂酒精机构、所述第二覆铜机构、所述热压机构、所述助力

牵引机构和所述切痕机构，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完成多个加工工艺，从而实现音圈补

强纸覆铜全自动生产，保证音圈补强纸覆铜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0018] 2、通过所述第一牵引机构和所述第二牵引机构的牵引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自动

运载，多个所述转轴的限位槽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进行微调，保证基材音圈

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通过所述重力张紧机构实时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张紧控制。

[0019] 3、所述酒精输液机构通过控制阀调控酒精量随输液管流至所述压轴内腔的所述

棉花；通过所述第一下压气缸和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实现所述压轴顺畅压合基材音圈

补强纸表面并对基材音圈补强纸表面进行涂酒精处理。

[0020] 4、通过所述伺服电机旋转带动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传动，实现第一滚轴旋转，从

而增加基材音圈补强纸向前的输送力。

[0021] 5、所述座板的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凹槽，所述下模顶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限位凹槽

互相垂直的第二限位凹槽；所述所述第一覆铜机构和所述第二覆铜机构通过所述气缸覆铜

机构实现所述上模压合置于基材音圈补强纸上方的铜箔；两个所述第二牵引机构实现铜箔

带料的自动输送。

[0022] 6、所述加热棒通过所述加热板实现热传导且所述第二下压气缸和所述第二导向

轴随动机构实现所述压板对基材音圈补强纸的压合，通过热压基材音圈补强纸提高铜箔对

基材音圈补强纸的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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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立体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主视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俯视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第一牵引机构的立体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转轴的结构图；

[0028] 图6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冲孔机构的立体图；

[0029] 图7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冲孔机构的俯视图；

[0030] 图8是沿图7中A-A线的剖视图；

[0031] 图9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涂酒精机构的立体图；

[0032]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涂酒精机构的主视图；

[0033] 图11是沿图10中B-B线的剖视图；

[0034] 图12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覆铜机构的立体图；

[0035] 图13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覆铜机构的俯视图；

[0036] 图14是沿图12中C-C线的剖视图；

[0037] 图15是沿图13中D向的局部放大图；

[0038] 图16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热压机构的立体图；

[0039] 图17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热压机构的结构图；

[0040] 图18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助力牵引机构的立体图；

[0041] 图19是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的切痕机构的立体图。

[0042] 台板1、第一牵引机构2、第二牵引机构2＇、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二涂酒

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切痕机构8、控制

系统9、立架21、电机卷料机构22、电机221、圆带盒222、助力卷料机构23、重力张紧机构24、

支架241、直线导向机构242、转轴25、限位槽251、滑台31、固定架32、回收框33、气动冲孔机

构34、底板341、限位过槽3411、第一气缸342、冲切柄343、第一支撑架41、第一下压气缸42、

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压轴44、棉花45、酒精输液机构46、控制阀461、输液管462、立板51、

第二牵引机构52、气缸覆铜机构53、下模531、第二限位凹槽5311、座板532、第一限位凹槽

5321、支撑杆533、气缸固定板  534、第二气缸535、上模536、第二支撑架61、第二下压气缸

62、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压板64、加热板65、加热棒66、H型固定架71、伺服电机72、同步

带传动机构73、转柱74、第一滚轴75、第二转轴76、双轴气缸81、固定台82、平板83、刃板84。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4] 参照图1-3，全自动音圈补强纸覆铜贴纸机包括台板1和设置在所述台板1  上的控

制系统9，所述台板1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第一牵引机构2和第二牵引机构2＇；所述台板1上

依次设置有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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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  和切痕机构8；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第二牵引机构2＇、冲

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机构5、第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

构6、助力牵引机构7和切痕机构8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9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系统9中央控

制,基材音圈补强纸在所述第二牵引机构2＇与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相互牵引下，基材音圈补

强纸从所述第二牵引机构2＇排料，并依次途径所述冲孔机构3、第一涂酒精机构4、第一覆铜

机构5、第二涂酒精机构4＇、第二覆铜机构5＇、热压机构6、助力牵引机构7、切痕机构8和所述

第一牵引机构2，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冲孔、涂酒精、覆铜和热压工艺，并沿所述第一牵

引机构2方向收料。

[0045] 参照图4和5，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和第二牵引机构2＇结构相同，包括有立架21、电

机卷料机构22、助力卷料机构23、重力张紧机构24和多个转轴25；所述立架21与所述台板1

固定连接，所述重力张紧机构24设置在所述立架21  与所述台板1固定连接的一端上，所述

电机卷料机构22设置在所述立架21的另一端上，所述助力卷料机构23设置在所述立架21上

且位于所述重力张紧机构24和所述电机卷料机构22之间，所述立架21上设置有多个转轴

25，所述电机卷料机构22包括有电机221和由所述电机221驱动旋转的圆带盒222，所述重力

张紧机构24包括有支架241、设置在所述支架241上的直线导向机构242  和设置在所述直线

导向机构242上的转轴25；所述电机卷料机构22通过电机  221旋转带动被定位螺丝固定的

圆带盒222旋转，从而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的牵引；设置所述冲孔机构3一侧的所述第二牵

引机构2＇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的排料；设置所述切痕机构8一侧的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实现

成品覆铜纸带的收料；由于基材音圈补强纸长距离的牵引，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运载容易折

弯，在基材音圈补强纸运载的过程中设置多个所述转轴25承载与限位，有效校准了基材音

圈补强纸运载路径；所述重力张紧机构24通过所述转轴25的自重实现所述转轴25沿直线导

向机构242下压，实时张紧基材音圈补强纸，使得基材音圈补强纸在允许运载的强度下保持

绷直状态；所述转轴25的圆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251，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进

行微调，保证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

[0046] 参照图6-8，对于所述冲孔机构3，所述冲孔机构3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  上的滑台

31，所述滑台31上设置有固定架32，所述固定架32的内腔设置有回收框33，所述固定架32的

上表面设置有气动冲孔机构34，所述气动冲孔机构  34的两侧各设置有一个转轴25，所述气

动冲孔机构34包括有底板341、第一气缸342和冲切柄343，所述第一气缸342固定设置在所

述底板341上，所述第一气缸34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冲切柄343，所述底板341和所述固

定架32上设置有与所述冲切柄343对应的通孔，所述底板341的底面设置有限位过槽  3411；

两个所述转轴25牵引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运载；所述转轴25的圆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251，对

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进行微调，保证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所述滑台

31通过电机丝杆机构驱动所述固定架32的前后移动，从而实现所述气动冲孔机构34前后移

动，适应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运载轨道；基材音圈补强纸贯穿所述气动冲孔机构34的底板

341，并受所述底板341 的限位过槽3411限位；所述气动冲孔机构34通过所述第一气缸342

输出轴伸出带动与所述第一气缸342输出轴固定连接的冲切柄343下压，直至所述冲切柄

343贯穿基材音圈补强纸，使得基材音圈补强纸表面形成方孔；基材音圈补强纸的废料贯穿

所述固定架32的中心孔并存储在所述回收框33内；待所述回收框33满载时，可通过抽拉所

述回收框33实现废料清理和所述回收框33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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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参照图9-11，对于所述涂酒精机构4，所述第一涂酒精机构4和第二涂酒精机构4＇

结构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第一支撑架41，所述第一支撑架上41上设置有第一下

压气缸42和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上设置有压轴44，所述压

轴44的内腔设置有棉花45，所述第一支撑架41的一侧设置有酒精输液机构46，所述酒精输

液机构46通过控制阀461  调控酒精量随输液管462流至所述压轴43内腔的所述棉花45；通

过所述棉花  45吸附酒精，从而使得所述压轴44沿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压合基材音

圈补强纸的同时在基材音圈补强纸表面涂定量酒精；所述第一下压气缸42的伸缩带动所述

压轴44沿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升降；所述第一下压气缸42  伸出，所述压轴44沿所述

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下压，直至所述压轴44沿所述第一导向轴随动机构43压合基材音圈

补强纸，而吸附酒精的所述棉花45贴合所述压轴44表面，从而使得所述压轴44在基材音圈

补强纸表面涂定量酒精。

[0048] 参照图12-15，对于所述覆铜机构5，所述第一覆铜机构5和第二覆铜机构  5＇结构

相同，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的立板51，所述立板51左右两端对称设置有第二牵引机构

52，所述立板51上还设置有多个位于两个所述第二牵引机构52之间的多个转轴25，所述立

板51的中部设置有气缸覆铜机构53，所述气缸覆铜机构53包括下模531、座板532、气缸固定

板534、第二气缸535和上模  536，所述座板532设置在所述下模531上方，所述座板532上方

通过四个支撑杆533设置有所述气缸固定板534，所述气缸固定板534上方固定设置有所述

第二气缸535，所述第二气缸535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上模536，所述座板532 的底面设有

第一限位凹槽5321，所述下模531顶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限位凹槽5321互相垂直的第二限

位凹槽5311；两个所述第二牵引机构52、多个所述转轴  25和所述第二限位凹槽5311处于同

一轴面上；所述第一覆铜机构5和第二覆铜机构5＇两侧设置对称分布的两个所述转轴25；所

述转轴25的圆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251，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在线输送的位置进行微调，保证

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输出顺畅性。

[0049] 通过所述第二牵引机构2＇和所述第一牵引机构2之间的牵引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

的运载，经过所述冲孔机构3和所述涂酒精机构4，并贯穿所述第一限位凹槽5321和受所述

第一限位凹槽5321限位；通过两个所述第二牵引机构52之间的牵引实现铜箔的运载，经过

多个所述转轴25，并贯穿所述第二限位凹槽5311  和受所述第二限位凹槽5311限位；铜箔置

于基材音圈补强纸上方，所述气缸覆铜机构53通过所述第二气缸535输出轴伸出带动所述

上模536下压，直至将铜箔压合基材音圈补强纸的表面，实现铜箔的贴合；所述转轴25的圆

周面上设置有限位槽251，对基材音圈补强纸和铜箔在线输送的位置进行微调，保证基材音

圈补强纸和铜箔的输出顺畅性。

[0050] 参照图16-17，对于所述热压机构6，所述热压机构6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  1上的第

二支撑架61，所述第二支撑架61上设置有第二下压气缸62和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所述

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固定连接有一压板64，所述第二支撑架61上位于所述压板64的正下

方设置有加热板65，所述加热板65内置加热棒66；所述加热板65具有良好热传导性；通过所

述加热棒66加热，所述加热板65将热量传导至所述加热板65表面，使得所述加热板65具有

一定温度；通过所述第二下压气缸62输出轴伸缩实现所述压板64沿所述第二导向轴随动机

构63升降；所述第二下压气缸62输出轴伸出，所述压板64沿所述第二导向轴随动机构63下

压，直至将基材音圈补强纸贴所述加热板65表面，使得基材音圈补强纸实现热压；通过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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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音圈补强纸提高铜箔对基材音圈补强纸的附着力。

[0051] 参照图18，对于所述助力牵引机构7，所述助力牵引机构7包括设置在所述台板1上

的H型固定架71，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下部内壁设置有伺服电机  72，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侧

壁设置有与所述伺服电机72的输出轴连接的同步带传动机构73，所述H型固定架71的上部

内壁设置有与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  73连接的转柱74，所述转柱74套设有第一滚轴75，所述

第一滚轴75下方设置有与所述第一滚轴75平行的第二转轴76；通过所述伺服电机72输出轴

旋转带动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73传动，实现所述转柱74和所述第一滚轴75的旋转；通过所

述第一滚轴75旋转和所述第二转轴76对基材音圈补强纸的支撑，使得基材音圈补强纸获得

向前推进的动力；由于基材音圈补强纸通过所述第二牵引机构2＇和所述第一牵引机构之间

的牵引实现基材音圈补强纸长距离运载，基材音圈补强纸局部会受力不均匀导致基材音圈

补强纸运载不顺畅，故通过所述助力牵引机构7使得基材音圈补强纸获得向前推进的动力，

保证基材音圈补强纸运载顺畅。

[0052] 参照图19，对于所述切痕机构8，所述切痕机构8包括两个固定台82、双轴气缸81、

平板83和刃板84，所述双轴气缸81设置在两个所述固定台82的中间，所述双轴气缸81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平板83，所述平板83的一侧设置有所述刃板84，两个所述固定台82的上

表面均设置有限位卡槽；所述刃板  84的下端呈锯齿状；通过所述双轴气缸81输出轴的升降

实现所述平板83和所述刃板84升降；所述双轴气缸81输出轴下降，所述平板83和所述刃板

84下压，直至所述刃板84与所述固定台82贴合，基材音圈补强纸受到所述刃板84 的压合形

成切痕。

[0053]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

发，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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