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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所述

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包括安装座、冲压组件与供

料组件，所述安装座包括底板、底座与垫设体，所

述底座及所述垫设体相互间隔地设置于所述底

板上，所述冲压组件包括安装臂、冲压气缸与冲

压头，所述安装臂安装于所述底座上，所述冲压

气缸安装于所述安装臂的顶端，所述冲压头安装

于所述冲压气缸上并对准所述垫设体，所述供料

组件安装于所述底板上并夹持母板，以使所述母

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所述冲压头用于在所述

冲压气缸的带动下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

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

的顶盖。所述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对原材料母板

的利用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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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座、冲压组件与供料组件，所述安

装座包括底板、底座与垫设体，所述底座及所述垫设体相互间隔地设置于所述底板上，所述

冲压组件包括安装臂、冲压气缸与冲压头，所述安装臂安装于所述底座上，所述冲压气缸安

装于所述安装臂的顶端，所述冲压头安装于所述冲压气缸上并对准所述垫设体，所述供料

组件安装于所述底板上并夹持母板，以使所述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所述冲压头用于

在所述冲压气缸的带动下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

形成气雾罐的顶盖，所述母板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用于定位多个气雾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包括矩形板与圆

形台，所述矩形板安装于所述底板上，所述圆形台安装于所述矩形板上，所述安装臂的底端

固定于所述圆形台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臂包括竖立杆与

横梁，所述竖立杆固定于所述圆形台上，所述横梁的端部垂直设置于所述竖立杆的顶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压气缸安装于所述

横梁远离所述竖立杆的端部，所述冲压气缸上安装有冲压主轴，所述冲压头安装于所述冲

压主轴的底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包括基板部、第

一折板、第二折板与支撑基体，所述第一折板与所述支撑基体分别垂直凸设于所述基板部

的相对两侧，所述第二折板凸设于所述基板部上，并位于所述第一折板部与所述支撑基体

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板安装于所述第

一折板上，所述垫设体安装于所述第二折板上，所述供料组件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上，所述

第一折板与所述第二折板之间形成有收料空间，所述第二折板与所述支撑基体之间形成有

暂存空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组件包括横移轨

道、联动台、驱动履带与驱动件，所述横移轨道滑动地设置于所述支撑基体的顶部，所述联

动台设置于所述横移轨道远离所述第二折板的一端，所述驱动履带与所述联动台连接，所

述驱动件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的侧壁上，并用于驱动所述驱动履带旋转。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基体上设置有两

个驱动轮，所述驱动履带的相对两端分别套设于所述两个驱动轮上，其中一个所述驱动轮

连接于所述驱动件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组件还包括推动

气缸与推料板，所述推动气缸安装于所述横移轨道上，所述推料板包括基条与推料板体，所

述基条连接于所述推动气缸的输出轴上，并滑动地支撑于所述横移轨道上，所述推料板凸

设于所述基条的顶部边缘，所述推料板与所述横移轨道之间形成有推料间隙，所述母板的

边缘夹持于所述推料间隙中，所述横移轨道相对所述支撑基体的移动方向为第一方向，所

述推料板相对所述横移轨道的移动方向为第二方向，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垂直。

10.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的气雾罐顶盖冲压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所述母板并将所述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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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冲压气缸带动所述冲压头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

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顶盖；

所述供料组件带动所述母板横向移动以利用所述冲压头顺次冲压所述母板，以于所述

母板上形成多个定位网孔；以及

所述母板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以定位多个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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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及冲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雾罐冲压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医疗或者农药领域经常需要利用到气雾剂，气雾剂产品内有压力等特殊原

因,需要利用灌液机在常温常压下把定量液体灌入气雾罐内。灌气机是把定量的、有一定压

力的气体(或液化气体)灌入气雾罐内。又因为气雾产品要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在充气之前

必须封闭气雾罐口。灌气机是通过气雾罐顶阀门囗把气灌入的。

[0003] 例如，中国实用新型公布号CN204747252U揭示了一种气雾罐面盖冲压成型及圆边

装置。所述气雾罐面盖冲压成型及圆边装置包括可上下运动的上模组件和固定设置的下模

组件，所述上模组件包括上模座和上模芯，所述的上模座和上模芯固定连接，下模座通过下

固定板与下模座盖板连接，所述的下模组件包括下模座和下模芯，所述的下模座顶部固定

安装有下模芯，下模座盖板内嵌入有环形圆边模具，下模座盖板顶部安装有用于固定圆边

模具的下模圆边芯盖板。

[0004] 然而，上述现有技术存在以下缺陷：这种冲压成型设备冲压后所剩下的原料母板

即为废料，使得对原料的利用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原料利用率较高的气雾

罐顶盖冲压设备及冲压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包括安装座、冲压组件与供料组件，所述安装座包括底板、

底座与垫设体，所述底座及所述垫设体相互间隔地设置于所述底板上，所述冲压组件包括

安装臂、冲压气缸与冲压头，所述安装臂安装于所述底座上，所述冲压气缸安装于所述安装

臂的顶端，所述冲压头安装于所述冲压气缸上并对准所述垫设体，所述供料组件安装于所

述底板上并夹持母板，以使所述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所述冲压头用于在所述冲压气

缸的带动下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

顶盖，所述母板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用于定位多个气雾罐。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使用时，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

所述冲压气缸带动所述冲压头朝所述垫设体移动，并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落

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顶盖，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所述母板继续移动，并

利用所述冲压头进行下一次冲压，而经过多次冲压后的母板由于脱落有多个圆形板材，因

此其上形成有多个孔，使得所述母板变成了定位网孔板，可以将气雾罐的中部穿设于所述

母板的孔中，继而利用所述母板夹持定位多个气雾罐，使得母板在冲压后并未变成废料，而

是变成了定位网孔板，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而且所述母板上的孔的直径与所述气雾罐的

直径相等，提高了使用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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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包括矩形板与圆形台，所述矩形板安装于所述底板上，所述圆

形台安装于所述矩形板上，所述安装臂的底端固定于所述圆形台上。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了所述安装臂的安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臂包括竖立杆与横梁，所述竖立杆固定于所述圆形台上，所述

横梁的端部垂直设置于所述竖立杆的顶端。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所述冲压气缸能够远离所述竖立杆，提高了其冲压

的活动空间。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冲压气缸安装于所述横梁远离所述竖立杆的端部，所述冲压气缸

上安装有冲压主轴，所述冲压头安装于所述冲压主轴的底端。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利用所述冲压主轴带动所述冲压头移动，提高了动

力传输的稳定性。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底板包括基板部、第一折板、第二折板与支撑基体，所述第一折板

与所述支撑基体分别垂直凸设于所述基板部的相对两侧，所述第二折板凸设于所述基板部

上，并位于所述第一折板部与所述支撑基体之间。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利用所述第一折板、第二折板与支撑基体来安装所

述冲压组件与所述供料组件。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矩形板安装于所述第一折板上，所述垫设体安装于所述第二折板

上，所述供料组件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上，所述第一折板与所述第二折板之间形成有收料

空间，所述第二折板与所述支撑基体之间形成有暂存空间。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所述底板上可以形成收料空间与暂存空间，进而方

便利用所述收料空间与所述暂存空间来收容顶盖或者收容气雾罐等物件。

[0018] 进一步地，所述供料组件包括横移轨道、联动台、驱动履带与驱动件，所述横移轨

道滑动地设置于所述支撑基体的顶部，所述联动台设置于所述横移轨道远离所述第二折板

的一端，所述驱动履带与所述联动台连接，所述驱动件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的侧壁上，并用

于驱动所述驱动履带旋转。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所述驱动履带在所述驱动件的驱动下旋转，并带动

所述联动台横向移动，最终带动所述横移轨道横向移动。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基体上设置有两个驱动轮，所述驱动履带的相对两端分别套

设于所述两个驱动轮上，其中一个所述驱动轮连接于所述驱动件上。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利用两个驱动轮张紧所述驱动履带，同时驱动所述

驱动履带旋转移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供料组件还包括推动气缸与推料板，所述推动气缸安装于所述横

移轨道上，所述推料板包括基条与推料板体，所述基条连接于所述推动气缸的输出轴上，并

滑动地支撑于所述横移轨道上，所述推料板凸设于所述基条的顶部边缘，所述推料板与所

述横移轨道之间形成有推料间隙，所述母板的边缘夹持于所述推料间隙中，所述横移轨道

相对所述支撑基体的移动方向为第一方向，所述推料板相对所述横移轨道的移动方向为第

二方向，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垂直。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横移轨道可以带动母板横向移动，而所述推动气缸

则推动所述母板于所述横移轨道上纵向移动，继而实现所述母板两个方向的移动，便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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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母板上冲压形成多排孔。

[0024] 一种采用如上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的气雾罐顶盖冲压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所述母板并将所述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上；所述冲压气缸带动所

述冲压头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

顶盖；所述供料组件带动所述母板横向移动以利用所述冲压头顺次冲压所述母板，以于所

述母板上形成多个定位网孔；以及所述母板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以定位多个气雾罐。

[0025] 通过将所述冲压后的母板变成了定位网孔板，可以利用所述定位网孔板来定位多

个气雾罐，并可以定位于后续工位的包装箱内，提高了冲压后的原材料的利用率。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所述供料组件与所述垫设体的设置，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母板定位于所述垫设体

上，所述冲压气缸带动所述冲压头朝所述垫设体移动，并冲压所述母板，使得所述母板上掉

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顶盖，所述供料组件夹持所述母板继续移动，

并利用所述冲压头进行下一次冲压，而经过多次冲压后的母板由于脱落有多个圆形板材，

因此其上形成有多个孔，使得所述母板变成了定位网孔板，可以将气雾罐的中部穿设于所

述母板的孔中，继而利用所述母板夹持定位多个气雾罐，使得母板在冲压后并未变成废料，

而是变成了定位网孔板，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而且所述母板上的孔的直径与所述气雾罐

的直径相等，提高了使用方便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一实施例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的立体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所示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的另一视角的立体示意图。

[0029] 图3为一实施例的气雾罐顶盖冲压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0030] 图4为一实施例的扩孔机构的立体示意图。

[0031] 图5为一实施例的定位组件、夹持组件与扩孔组件的立体示意图。

[0032] 图6为图5所示定位组件、夹持组件与扩孔组件的另一视角的立体示意图。

[0033] 图中，100、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200、母板；201、定位网孔；10、安装座；11、底板；

111、基板部；112、第一折板；113、第二折板；114、支撑基体；115、收料空间；116、暂存空间；

12、底座；121、矩形板；122、圆形台；13、垫设体；20、冲压组件；21、安装臂；211、竖立杆；212、

横梁；22、冲压气缸；225、冲压主轴；23、冲压头；30、供料组件；31、横移轨道；32、联动台；33、

驱动履带；34、驱动件；35、驱动轮；36、推动气缸；37、推料板；40、扩孔机构；50、定位组件；

51、安装箱；52、定位环；53、举升气缸；54、旋转气缸；55、引导锥体；551、圆柱体；552、圆锥

台；60、夹持组件；61、连接臂；611、避让架；613、L形折杆；615、避让空间；62、夹持气缸；63、

夹持架；631、安装柱；632、抵持环体；635、连接翼片；64、引导锥杆；70、扩孔组件；71、环形切

割刀；711、配合环；713、切割环；72、驱动齿轮；75、纵向驱动气缸、755、连接梁、758、推抵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请参阅图1及图2，一种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100，包括安装座10、冲压组件20与供

料组件30，所述安装座10包括底板11、底座12与垫设体13，所述底座12及所述垫设体13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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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地设置于所述底板11上，所述冲压组件20包括安装臂21、冲压气缸22与冲压头23，所述

安装臂21安装于所述底座12上，所述冲压气缸22安装于所述安装臂21的顶端，所述冲压头

23安装于所述冲压气缸22上并对准所述垫设体13，所述供料组件30安装于所述底板11上并

夹持母板200，以使所述母板200定位于所述垫设体13上，所述冲压头23用于在所述冲压气

缸22的带动下冲压所述母板200使得所述母板200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

气雾罐的顶盖，所述母板200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用于定位多个气雾罐。

[0036] 在使用时，所述供料组件30夹持母板200定位于所述垫设体13上，所述冲压气缸22

带动所述冲压头23朝所述垫设体13移动，并冲压所述母板200，使得所述母板200上掉落圆

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顶盖，所述供料组件30夹持所述母板200继续移

动，并利用所述冲压头23进行下一次冲压，而经过多次冲压后的母板200由于脱落有多个圆

形板材，因此其上形成有多个孔，使得所述母板200变成了定位网孔板，可以将气雾罐的中

部穿设于所述母板200的孔中，继而利用所述母板200夹持定位多个气雾罐，使得母板200在

冲压后并未变成废料，而是变成了定位网孔板，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而且所述母板200上

的孔的直径与所述气雾罐的直径相等，提高了使用方便性

例如，所述底座12包括矩形板121与圆形台122，所述矩形板121安装于所述底板11上，

所述圆形台122安装于所述矩形板121上，所述安装臂21的底端固定于所述圆形台122上。所

述安装臂21包括竖立杆211与横梁212，所述竖立杆211固定于所述圆形台122上，所述横梁

212的端部垂直设置于所述竖立杆211的顶端。所述冲压气缸22安装于所述横梁212远离所

述竖立杆211的端部，所述冲压气缸22上安装有冲压主轴225，所述冲压头23安装于所述冲

压主轴225的底端。所述底板11包括基板部111、第一折板112、第二折板113与支撑基体114，

所述第一折板112与所述支撑基体114分别垂直凸设于所述基板部111的相对两侧，所述第

二折板113凸设于所述基板部111上，并位于所述第一折板112部与所述支撑基体114之间。

所述矩形板121安装于所述第一折板112上，所述垫设体13安装于所述第二折板113上，所述

供料组件30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114上。所述第一折板112与所述第二折板113之间形成有

收料空间115，所述第二折板113与所述支撑基体114之间形成有暂存空间116。所述供料组

件30包括横移轨道31、联动台32、驱动履带33与驱动件34，所述横移轨道31滑动地设置于所

述支撑基体114的顶部，所述联动台32设置于所述横移轨道31远离所述第二折板113的一

端，所述驱动履带33与所述联动台32连接，所述驱动件34安装于所述支撑基体114的侧壁

上，并用于驱动所述驱动履带33旋转。所述支撑基体114上设置有两个驱动轮35，所述驱动

履带33的相对两端分别套设于所述两个驱动轮35上，其中一个所述驱动轮35连接于所述驱

动件34上。所述供料组件30还包括推动气缸36与推料板37，所述推动气缸36安装于所述横

移轨道31上，所述推料板37包括基条与推料板体，所述基条连接于所述推动气缸36的输出

轴上，并滑动地支撑于所述横移轨道31上，所述推料板37凸设于所述基条的顶部边缘，所述

推料板37与所述横移轨道31之间形成有推料间隙，所述母板200的边缘夹持于所述推料间

隙中，所述横移轨道31相对所述支撑基体114的移动方向为第一方向，所述推料板37相对所

述横移轨道31的移动方向为第二方向，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垂直。

[0037] 通过所述圆形台122的设置，方便了所述安装臂21的安装。通过所述横梁212的设

置，使得所述冲压气缸22能够远离所述竖立杆211，提高了其冲压的活动空间。利用所述冲

压主轴225带动所述冲压头23移动，可以提高动力传输的稳定性。利用所述第一折板11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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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板113与支撑基体114可以较为方便地安装所述冲压组件20与所述供料组件30。通过使

得所述底板11上可以形成收料空间115与暂存空间116，进而方便利用所述收料空间115与

所述暂存空间116来收容顶盖或者收容气雾罐等物件。通过设置所述驱动履带33，方便所述

驱动履带33在所述驱动件34的驱动下旋转，并带动所述联动台32横向移动，最终带动所述

横移轨道31横向移动。通过设置所述两个驱动轮35，方便利用两个驱动轮35张紧所述驱动

履带33，同时驱动所述驱动履带33旋转移动。通过设置所述推动气缸36及所述联动台32，所

述横移轨道31可以带动母板200横向移动，而所述推动气缸36则推动所述母板200于所述横

移轨道31上纵向移动，继而实现所述母板200两个方向的移动，便于于所述母板200上冲压

形成多排孔。

[0038] 请一并参阅图3，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采用如上所述的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100的气

雾罐顶盖冲压方法。所述气雾罐顶盖冲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于步骤S101中，所述供料组件30夹持所述母板200并将所述母板200定位于所述垫设体

13上；

于步骤S102中，所述冲压气缸22带动所述冲压头23冲压所述母板200，使得所述母板

200上掉落圆形板材，所述圆形板材用于形成气雾罐的顶盖；

于步骤S103中，所述供料组件30带动所述母板200横向移动以利用所述冲压头23顺次

冲压所述母板200，以于所述母板200上形成多个定位网孔201；以及

于步骤S104中，所述母板200在冲压后形成定位网孔板，以定位多个气雾罐。

[0039] 通过将所述冲压后的母板200变成了定位网孔板，可以利用所述定位网孔板来定

位多个气雾罐，并可以定位于后续工位的包装箱内，提高了冲压后的原材料的利用率。

[0040] 请一并参阅图4至图6，例如，为了便于提高所述定位网孔板上的定位网孔201的侧

壁的光滑度，防止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损坏气雾罐罐身的侧壁，或者使得所述定位网孔

201的尺寸能够更为适合所述气雾罐罐身，所述气雾罐顶盖冲压设备100还包括扩孔机构

40，所述扩孔机构40设置于所述底板11上并位于所述收料空间115内。所述扩孔机构40包括

定位组件50、夹持组件60与扩孔组件70。所述定位组件50设置于所述底板11上，用于定位所

述定位网孔板，所述夹持组件60相对所述定位组件50设置，用于将定位网孔板夹持于所述

定位组件50上，所述扩孔组件70安装于所述夹持组件60上，用于对所述定位网孔板上的定

位网孔201进行磨削及扩孔作业。

[0041] 所述定位组件50包括安装箱51、定位环52、举升气缸53、旋转气缸54与引导锥体

55，所述安装箱51安装于所述底板11上，所述定位环52固定于所述安装箱51的顶面，所述定

位环52的内径大于所述定位网孔201的直径。所述举升气缸53安装于所述安装箱51内，所述

旋转气缸54安装于所述举升气缸53的输出轴的顶端，所述引导锥体55位于所述定位环52

内，所述引导锥体55包括同轴设置的圆柱体551与圆锥台552，所述圆柱体551的直径与所述

定位网孔201的直径相等，所述圆柱体551的中心同轴设置于所述旋转气缸54的输出轴的顶

端。所述引导锥体55的顶面凹设有锥形引导孔。

[0042] 所述夹持组件60包括连接臂61、夹持气缸62、夹持架63与引导锥杆64，所述连接臂

61包括避让架611与L形折杆613，所述避让架611安装于所述安装箱51的侧壁上，所述避让

架611上弯折形成有避让空间615，所述避让空间615的开口朝向所述定位环52。所述L形折

杆613安装于所述避让架611的顶端，所述夹持气缸62安装于所述L形折杆613的顶端。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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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架63连接于所述夹持气缸62上，用于将所述定位网孔板夹持定位于所述定位环52上。

所述夹持架63包括安装柱631、抵持环体632与多个连接翼片635，所述安装柱631可横向滑

动地安装于所述夹持气缸62的输出轴的底端，所述抵持环体632与所述定位环52相互平行

设置，所述抵持环体632的轴线与所述定位环52的轴线共线。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内径与所

述圆柱体551的直径相等。所述引导锥体55用于引导所述抵持环体632套设于其上并利用所

述圆柱体551对所述抵持环体632进行定位，从而方便所述抵持环体632对准所述定位网孔

201。所述多个连接翼片635围绕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周缘设置，所述多个连接翼片635相互

间隔设置，每个所述连接翼片635的相对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周缘与所述安

装柱631上，实现所述抵持环体632与所述安装柱631的固定连接。所述引导锥杆64同轴设置

于所述安装柱631的底端，所述引导锥杆64穿设于所述夹持架63中，并凸伸于所述抵持环体

632的底部外。所述引导锥杆64用于穿设于所述引导锥体55的锥形引导孔中，进而引导所述

夹持架63的移动方向。

[0043] 所述扩孔组件70包括环形切割刀71、驱动齿轮72与纵向驱动气缸75。所述环形切

割刀71的内径大于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内径，所述环形切割刀71转动地设置于所述抵持环

体632内，所述环形切割刀71包括同轴设置的配合环711与切割环713，所述配合环711的顶

面位置高于所述抵持环体632的顶面位置，所述配合环711的顶面周缘向外凸设有安装环

(图未示)，所述安装环的顶部设置有多个弹簧(图未示)，所述多个弹簧的顶端均连接于安

装圈(图未示)的周缘，所述安装圈转动地连接于所述多个连接翼片635上，所述弹簧处于原

长时，所述配合环711的底部插设于所述抵持环体632内，所述切割环713隐藏于所述抵持环

体632内，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内侧部分通过多个连接条(图未示)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圈

上。所述配合环711的周面上形成有多个配合齿。所述切割环713的外侧面形成有多个磨削

凸起，以构成环形磨削面。所述驱动齿轮72安装于所述抵持环体632的顶部并与所述配合环

711的多个配合齿相互配合，以驱动所述环形切割刀71旋转，进而对所述定位网孔201的周

壁进行磨削扩孔作业。所述纵向驱动气缸75通过连接梁755连接于所述安装柱631的侧壁

上。所述纵向驱动气缸75的输出轴上设置有推抵杆758，所述推抵杆758的末端抵持于所述

配合环711的安装环上，用于驱动所述配合环711下降，进而利用所述切割环713切割所述定

位网孔201的周壁。所述切割环713的内径大于所述定位网孔201的内径，所述切割环713的

内径与所述气雾罐罐身的外径相等。例如，所述气雾罐的顶盖的半径加上所述气雾罐罐身

的壁厚与所述气雾罐罐身的外周面的半径相等。

[0044] 在使用时，将所述定位网孔板支撑于所述定位环52上，并使所述定位网孔板的一

侧凸伸至所述避让架611的避让空间615内，所述举升气缸53驱动所述引导锥体55凸伸至所

述定位网孔201内，在所述举升气缸53举升的同时，所述旋转气缸54带动所述引导锥体55旋

转，从而使得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准确地套设于所述引导锥体55的圆柱体551的周缘。

所述夹持气缸62通过所述安装柱631带动所述夹持架63下压，所述引导锥杆64插入所述引

导锥体55的锥形引导孔中，同时所述抵持环体632套设于所述引导锥体55的圆锥台552上，

在所述夹持架63的下压过程中，所述锥形引导孔对所述引导锥杆64的引导，所述圆锥台552

对所述抵持环体632的引导，最终使得所述抵持环体632紧密地套设于所述圆柱体551的周

缘并抵持于所述定位网孔板上，使得所述定位网孔板夹持于所述抵持环体632与所述定位

环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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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此后，所述举升气缸53举升所述引导锥体55，使得所述引导锥体55移动至所述定

位环52的上方并脱离所述抵持环体632，从而使得所述定位环52的内侧形成操作空间，所述

纵向驱动气缸75驱动所述环形切割刀71克服所述多个弹簧的拉力而下移并切割所述定位

网孔201的侧壁，所述驱动齿轮72驱动所述配合环711旋转，进而使得所述切割环713上的环

形磨削面磨削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继而实现扩孔作业，同时也提高所述定位网孔201

侧壁的光滑度，继而避免所述定位网孔201定位所述气雾罐罐身的时候损害所述气雾罐罐

身，而且所述引导锥体55的上移动作，使得所述环形切割刀71具有操作空间，切割形成的粒

屑也能够从所述操作空间掉落至所述安装箱51内，便于粒屑的收集，以免粒屑影响扩孔作

业的精度。

[0046] 例如，在步骤S104之后，所述气雾罐顶盖冲压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所述定位网孔板支撑于所述定位环52上，所述举升气缸53驱动所述引导锥

体55上升至所述定位网孔201中，所述旋转气缸54驱动所述引导锥体55同步旋转，以使得所

述定位网孔201定位于所述引导锥体55上；

步骤二：所述夹持气缸62带动所述夹持架63下降，所述引导锥体55的锥形引导孔引导

所述引导锥杆64，所述引导锥体55的圆锥台552引导所述抵持环体632，直至所述抵持环体

632套设于所述引导锥体55的圆柱体551上，使得所述定位网孔板夹持定位于所述抵持环体

632与所述定位环52之间；

步骤三：所述举升气缸53举升所述引导锥体55以使所述引导锥体55移动至所述定位环

52的上方并脱离所述抵持环体632，从而于所述定位环52的内侧形成操作空间；以及

步骤四：所述纵向驱动气缸75驱动所述环形切割刀71克服所述多个弹簧的拉力而下移

以切割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所述驱动齿轮72驱动所述配合环711旋转，进而使得所述

切割环713上的环形磨削面磨削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以实施扩孔作业。

[0047] 通过利用所述切割环713上的环形磨削面磨削所述定位网孔201的侧壁，继而可以

实现扩孔作业，同时也提高所述定位网孔201侧壁的光滑度，继而避免所述定位网孔201定

位所述气雾罐罐身的时候损害所述气雾罐罐身。而且所述引导锥体55的上移动作，使得所

述环形切割刀71具有操作空间，切割形成的粒屑也能够从所述操作空间掉落至所述安装箱

51内，便于粒屑的收集，以免粒屑影响扩孔作业的精度。

[0048]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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