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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

造方法，由一吸浆模进入一浆箱内吸浆形成一浆

料层，经与一冷压模合模挤压成为一初胚品，再

经一热压上、下模合模热压定型为一纸塑产品后

由一转移模承接，最后由一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

机构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下降吸附住该纸

塑产品，并将该纸塑产品吸附上升离开该转移

模，再由该取料机械手臂的滑动机构带动移动至

一输送机构上方，然后停止对该纸塑产品的吸

附，使该纸塑产品落于该输送机构上，并即被带

动离开或转移至后续其他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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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一第一支持空间；一吸

浆模，装设在该第一支持空间的范围内；一冷压模，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内部；一浆

槽，设置于该第一支持空间的底部，供注入浆料；一第二支持空间，设置在该第一支持空间

的一侧；一热压上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顶部，并邻接该第一支持空间；一热压下

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底部，受到支撑做左右的水平移动；及一转移模，设置于该

热压下模侧邻，与该热压下模固定一距离连接，随该热压下模移动，该转移模上设置有承接

模具；及一取料机械手臂，邻接该热压上模而有一段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顶部，尾段

则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之外，组成上更区分有一滑动机构及一取料机构，该滑动机构由邻

接该热压上模的头端向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外的尾端滑动，该取料机构依附于该滑动机构

下方，以跟随该滑动机构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该取料机构本

身具有可上下移动的下移机构及向下伸出的吸附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一输送

机构，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外部，并位于该取料机械手臂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该吸浆模受驱

动时做上下移动及上下翻转的动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该冷压模固定

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的内顶部，该冷压模的模面恒朝下。

6.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翻转式吸桨纸塑

产品自动成型机，包括有：一第一支持空间；一吸浆模，装设在该第一支持空间的范围内，受

驱动时可做上下移动及上下翻转的动作；一冷压模，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的内顶部，

该冷压模的模面恒朝下；一浆槽，设置于该第一支持空间的底部，供充填入浆料；一第二支

持空间，设置在该第一支持空间的一侧；一热压上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顶部，并

邻接该第一支持空间；一热压下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底部，受到支撑可做左右的

水平移动；一取料机械手臂，邻接该热压上模而有一段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顶部，尾

段则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之外，组成上更区分有一滑动机构及一取料机构，该滑动机构由

邻接该热压上模的头端向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外的尾端滑动，该取料机构依附于该滑动机

构下方，以跟随该滑动机构移动，该取料机构本身并具有可上下移动的下移机构及向下伸

出的吸附机构；一转移模，设置于该热压下模侧邻，与该热压下模固定一距离连接，随该热

压下模移动；及一输送机构，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外部，并位于该取料机械手臂下方；

其中，具体步骤如下：

(1) .该吸浆模下降，使模面进入该浆槽的浆料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料层；

(2) .该吸浆模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槽，并翻转使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

朝上；

(3) .该吸浆模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使与该冷压模的模面合模挤压该浆料层，共

同塑型成为一初胚品；

(4) .完成塑型后，该初胚品与该冷压模的模面吹气脱开，然后该吸浆模吸附住该初胚

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并翻转使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朝下；

(5) .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模被带动随同移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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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该吸浆模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与该热压下模的模面合模，该吸浆模并即将该初胚品转移

由该热压下模承接；

(6) .该吸浆模向上移动回位，该热压下模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反向移动，回到该热

压上模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模被带动随同反向移动回位；

(7) .该热压上模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成为一纸塑产品；

(8) .完成热压定型后，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吹气脱开，该热压上模则吸附住该纸

塑产品上升回位；

(9) .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及该转移模受该热压下模带动移动到该热

压上模相对下方，接着该热压上模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下降与该转移模合模；

(10) .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上模脱开，并即被该转移模经由抽吸方式吸附住，随即该热

压上模上升回位；

(11) .该转移模带动该纸塑产品回到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相对下方停留；

(12)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下降吸附住该纸塑产品；

(13)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

位，并离开该转移模；

(14)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滑动机构带动该取料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移动至该输送机

构上方，然后该取料机构的吸附机构停止对该纸塑产品的吸附，使该纸塑产品与该取料机

械手臂脱开，并即落于该输送机构上被带动离开或转移。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该热压上模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进行热压定型作业时，该吸浆模即第二度下降进入该浆

槽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浆料层，并按照相同制造方法塑型

成为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该热压上模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时，该吸浆模已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

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并翻转使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朝下，随即当该热压下模移

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时，该吸浆模即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下降与该热压

下模合模，并将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转移由该热压下模承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该热压上模上升回位，且该转移模带动该纸塑产品回到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相对下

方停留时，该吸浆模也上升回位，且该热压下模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反向

移动，回到该热压上模相对下方停留；随即当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下降吸附住该纸

塑产品时，该热压上模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对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进行热压

定型，成为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同时该吸浆模第三度下降进入该浆槽内吸浆，

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浆料层，并按照相同制造方法塑型成为一属于

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随即当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离

开该转移模时，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脱开，该热压上模则吸附住

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上升回位，同时该吸浆模即吸附住该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

初胚品由下降离开该冷压模。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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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该取料机构的吸附机构停止对该纸塑产品的吸附，使该纸塑产品落于该输送机构上被带

动离开时，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停留，该转移模则移动到该热压上模相对

下方停留，随即该热压上模下降将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纸塑产品转移给该转移模承接，同

时该吸浆模吸附住该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翻转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以将该属于

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转移给该热压下模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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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尤指一种可以缩

短生产周期，降低制造成本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有发展以纸浆纤维材料及/或植物纤维材料混合打浆为浆质材料，由吸浆

模吸浆附着浆料，再经过热压定型技术制造而成的产品，为了与「塑料产品」区分，一般皆称

之为「纸塑产品」。纸塑产品有容易回收再制造再利用的优势，符合环保再利用及节能减碳

的潮流，因此快速受到工商业界及大众所接受并乐于采用，纸塑产品经常可见的例如：碗、

盘、杯盖、包装材、避震材、垫材等产品都渐有采用。

[0003] 习知小拔模角度纸塑产品的制程，一般必须经过「吸浆成形」、「热压定型」及「成品

转移」三道连续作业。一种习知适用于制造小拔模角度纸塑产品的翻转式吸浆纸塑产品自

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如图1所示，具有：一第一支持空间10；一吸浆模11，装设在该第一支

持空间10的范围内，受驱动时可做上下移动及上下翻转的动作，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

时，该吸浆模11的模面朝下，该吸浆模11连接一第一抽送装置，可对该吸浆模11提供抽吸或

吹送的作用；一冷压模12，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10的内顶部，该冷压模12的模面恒朝

下，该冷压模12连接一第二抽送装置，可对该冷压模12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浆槽13，

设置于该第一支持空间10的底部，供注入浆料；一第二支持空间20，设置在该第一支持空间

10的一侧；一热压上模21，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20的内顶部，并邻接该第一支持空间10，

该热压上模21连接一第三抽送装置，可对该热压上模21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热压下

模22，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20的内底部，受到支撑可做左右的水平移动，该热压下模22连

接一第四抽送装置，可对该热压下模22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转移模23，设置于该第二

支持空间20的内顶部，并邻接该热压上模21，该转移模23连接一第五抽送装置，可对该转移

模23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及一接料平台24，设置于该热压下模22侧邻，与该热压下模22

固定一距离连接，故可随该热压下模22移动，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该接料平台24位

于该第二支持空间20的外部。

[0004] 该习知翻转式吸浆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程步骤，如图2～9所示，

[0005] 1.如图2所示，首先启动该第一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并令该吸浆模11下降，使模面

进入该浆槽13的浆料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料层，同时令该热压下模22移动到

该热压上模21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接料平台24被带动进入该第二支持空间20内停留于

该转移模23相对下方。

[0006] 2.如图3所示，令该吸浆模11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槽13，并翻转使

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朝上，再上升使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与该冷压模12的模面合模挤压该

浆料层，以塑型成为一初胚品，过程中，该第一、二抽送装置皆进行抽吸作用，使该初胚品持

续降湿。

[0007] 3.如图4所示，塑型时间一到，该第二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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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压模12的模面脱开，然后令该吸浆模11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12，并翻转使

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朝下，同时令该热压下模22移动到该吸浆模11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

该接料平台24被带动随同移动。

[0008] 4.如图5所示，该吸浆模11吸附住该初胚品更下降与该热压下模22的模面合模，此

时该第四抽送装置启动抽吸作用，使该热压下模22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该第一抽送装

置则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吸浆模11的模面脱开。

[0009] 5.如图6所示，令该吸浆模11向上移动回到起始状态时的位置，然后该热压下模22

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反向移动，回到该热压上模21相对下方停留，然后该热压上模21下

降与该热压下模22合模，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成为一纸塑产品，过程中，该第三、四抽

送装置皆启动抽吸作用，使该初胚品尽速干燥成为纸塑产品。

[0010] 6.如图7所示，热压定型时间一到，该第三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纸塑产

品与该热压上模21脱开，并令该热压上模21上升回位，该热压下模22则仍吸附住该纸塑产

品并移动到该转移模23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接料平台24被带动随同移动，随即令该转

移模23下降与该热压下模22合模，同时，该第四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纸塑产品与

该热压下模22脱开，该第五抽送装置则启动抽吸作用，以转换成由该转移模23吸附住该纸

塑产品。

[0011] 7.如图8所示，该转移模23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同时令该热压下模22移动

到该热压上模21相对下方停留，因此该接料平台24即被带动移动到该转移模23相对下方停

留，随即该第五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以将该纸塑产品吹落到该接料平台24上停留，如

此完成成品转移由该接料平台24承接。

[0012] 8.如图9所示，令该热压下模22移动到该转移模23相对下方停留，如此该接料平台

24即承接纸塑产品移动到该第二支持空间20的外部，以由人力取离进行后整理工作。

[0013] 由上述制程步骤可知，该习知翻转式吸浆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生产周期为由

“吸浆成形时间”、“热压定型时间”及“成品转移时间”三者相加，且该热压下模22必须在由

“吸浆成形区”(该第一支持空间10内)及“热压定型区”与“成品转移区”(该第二支持空间20

内)所区隔的三个区域内进行快速切换移动，可完成纸塑产品的制造。因为上述制程步骤完

全无法减省，所以生产周期也相应无法缩短，造成制造成本无法下降的缺失，在时间即金钱

的工业时代，努力降低成本已为王道，显然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1、提供一种构造及制程全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

型机及制造方法。2、提供一种可以缩短生产周期，以降低制造成本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

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3、提供一种经由取料机械手臂进行产品转移，可以精确定位放置

到外加的输送机构上，以精准连接后续制程设备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

方法。

[0015]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诉求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包括有：一第

一支持空间；一吸浆模，装设在该第一支持空间的范围内；一冷压模，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

持空间内部；一浆槽，设置于该第一支持空间的底部，供注入浆料；一第二支持空间，设置在

该第一支持空间的一侧；一热压上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顶部，并邻接该第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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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一热压下模，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的内底部，受到支撑可做左右的水平移动；一转

移模，设置于该热压下模侧邻，与该热压下模固定一距离连接，可随该热压下模移动，该转

移模上设置有承接模具；及一取料机械手臂，邻接该热压上模而有一段设置于该第二支持

空间的内顶部，尾段则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之外，组成上更区分有一滑动机构及一取料机

构，该滑动机构由邻接该热压上模的头端向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外的尾端滑动，该取料机

构依附于该滑动机构下方，以跟随该滑动机构移动。

[0016]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中，该取料机构本身具有可上下移动的下

移机构及向下伸出的吸附机构。

[0017]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中，包括有一输送机构，设置于该第二支

持空间外部，并位于该取料机械手臂下方。

[0018]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中，该吸浆模受驱动时可做上下移动及上

下翻转的动作。

[0019]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中，该冷压模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

的内顶部，该冷压模的模面恒朝下。

[0020] 本发明同时诉求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是运用上述的

翻转式吸桨纸塑产自动成型机，再实行如下步骤：

[0021] (1) .该吸浆模下降，使模面进入该浆槽的浆料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

料层；

[0022] (2) .该吸浆模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槽，并翻转使模面吸附住该浆

料层朝上；

[0023] (3) .该吸浆模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使与该冷压模的模面合模挤压该浆料

层，共同塑型成为一初胚品；

[0024] (4) .完成塑型后，该初胚品与该冷压模的模面吹气脱开，然后该吸浆模吸附住该

初胚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并翻转使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朝下；

[0025] (5) .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模被带动随同移

动，接着该吸浆模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与该热压下模的模面合模，该吸浆模并即将该初胚

品转移由该热压下模承接；

[0026] (6) .该吸浆模向上移动回位，该热压下模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反向移动，回到

该热压上模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模被带动随同反向移动回位；

[0027] (7) .该热压上模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成为一纸塑

产品；

[0028] (8) .完成热压定型后，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吹气脱开，该热压上模则吸附住

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

[0029] (9) .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及该转移模受该热压下模带动移动到

该热压上模相对下方，接着该热压上模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下降与该转移模合模；

[0030] (10) .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上模吹气脱开，并即被该转移模经由抽吸方式吸附住，

随即该热压上模上升回位；

[0031] (11) .该转移模带动该纸塑产品回到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相对下方停留；

[0032] (12)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下降吸附住该纸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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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0033] (13)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

升回位，并离开该转移模；

[0034] (14) .该取料机械手臂的滑动机构带动该取料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移动至该输

送机构上方，然后该取料机构的吸附机构停止对该纸塑产品的吸附，使该纸塑产品与该取

料机械手臂脱开，并落于该输送机构上被带动离开，或是精确放置于该输送机构所装设的

仿形治具上，以转移至后续其他制程。

[0035]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中，当该热压上模下降与该热

压下模合模进行热压定型作业时，该吸浆模即第二度下降进入该浆槽内吸浆，以在模面上

吸附形成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浆料层，并按照相同制造方法塑型成为一属于第二生产周

期的初胚品。

[0036]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中，当该热压上模吸附住该纸

塑产品上升回位时，该吸浆模已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

并翻转使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朝下，随即当该热压下模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

时，该吸浆模即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并将该属于

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转移由该热压下模承接。

[0037]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中，当该热压上模上升回位，

且该转移模带动该纸塑产品回到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相对下方停留时，该吸浆模也

上升回位，且该热压下模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反向移动，回到该热压上模

相对下方停留；随即当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下降吸附住该纸塑产品时，该热压上模

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对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进行热压定型，成为一属于第二

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同时该吸浆模第三度下降进入该浆槽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

一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浆料层，并按照相同制造方法塑型成为一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

品；随即当该取料机械手臂的取料机构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离开该转移模时，该属

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脱开，该热压上模则吸附住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

的纸塑产品上升回位，同时该吸浆模即吸附住该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由下降离开该

冷压模。

[0038] 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中，当该取料机构的吸附机构

停止对该纸塑产品的吸附，使该纸塑产品掉落于该输送机构上被带动离开时，该热压下模

移动到该吸浆模相对下方停留，该转移模则移动到该热压上模相对下方停留，随即该热压

上模下降将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纸塑产品转移给该转移模承接，同时该吸浆模吸附住该属

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翻转下降与该热压下模合模，以将该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胚品

转移给该热压下模承接。

[0039] 本发明优点及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构造及制程全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

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提供一种可以缩短生产周期，以降低制造成本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

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方法。提供一种经由取料机械手臂进行产品转移，可以精确定位放置

到外加的输送机构上，以精准连接后续制程设备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制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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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0] 图1所示是习知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示意图。

[0041] 图2～9所示是习知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程连续步骤示意图。

[0042] 图10所示是本发明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示意图。

[0043] 图11～25所示是本发明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程连续步骤示意图。

[0044] 图中标号说明如下：

[0045] 第一支持空间10            吸浆模11                冷压模12

[0046] 浆槽13                     第二支持空间20          热压上模21

[0047] 热压下模22                转移模23                 接料平台24

[0048] 第一支持空间30            吸浆模31                冷压模32

[0049] 浆槽33                     第二支持空间40          热压上模41

[0050] 热压下模42                取料机械手臂43           滑动机构431

[0051] 取料机构432               转移模44                 输送机构45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本发明分为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及一种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

动成型机制造方法，依序说明如后。

[0053] 本发明所诉求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构造组成如图10所示，包

括有：一第一支持空间30；一吸浆模31，装设在该第一支持空间30的范围内，受驱动时可做

上下移动及上下翻转的动作，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该吸浆模31的模面朝下，该吸浆

模31连接一第一抽送装置，可对该吸浆模31提供抽吸(真空作用)或吹送(吹气)的作用；一

冷压模32，固定装设于该第一支持空间30的内顶部，该冷压模32的模面恒朝下，该冷压模32

连接一第二抽送装置，可对该冷压模32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浆槽33，设置于该第一支

持空间30的底部，供充填入浆料；一第二支持空间40，设置在该第一支持空间30的一侧；一

热压上模41，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40的内顶部，并邻接该第一支持空间30，该热压上模41

连接一第三抽送装置，可对该热压上模41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热压下模42，设置于该

第二支持空间40的内底部，受到支撑可做左右的水平移动，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该

热压下模42位于该热压上模41的相对下方，该热压下模42连接一第四抽送装置，可对该热

压下模42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一取料机械手臂43，邻接该热压上模41而有一段设置于

该第二支持空间20的内顶部，尾段则伸出该第二支持空间20之外，组成上更区分有一滑动

机构431及一取料机构432，该滑动机构431可由邻接该热压上模41的头端向伸出该第二支

持空间20外的尾端滑动，该取料机构432是依附于该滑动机构431下方，以跟随该滑动机构

432移动，该取料机构432本身并具有可上下移动的下移机构及向下伸出的吸附机构；一转

移模44，设置于该热压下模42侧邻，与该热压下模42固定一距离连接，故可随该热压下模42

移动，该转移模44上设置有承接模具，并连接一第五抽送装置，可对该转移模44的承接模具

提供抽吸或吹送的作用，归零状态(或称起始状态)时，该转移模44位于该取料机械手臂43

的取料机构432的相对下方；及一输送机构45，设置于该第二支持空间20外部，并位于该取

料机械手臂43下方，该输送机构45顶面可为输送平面，或者，该输送机构45顶面可装设有仿

形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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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上述构造即组成本发明所诉求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其中，所提及

的第一、二、三、四、五抽送装置因皆非本发明的主要构成，且其作用明显可成立，故未示于

图，以免图式过于繁杂难辨。

[0055] 根据上述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构造组成，本发明同时诉求一种翻转

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机的制造方法，举例即运用上述的翻转式吸桨纸塑产品自动成型

机，再实行如下步骤：

[0056] 1 .如图11所示，启动该第一抽送装置的抽吸作用并令该吸浆模31下降，使模面进

入该浆槽33的浆料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料层。

[0057] 2.如图12所示，令该吸浆模31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槽33，并翻转

使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朝上。

[0058] 3.如图13所示，该吸浆模31的模面吸附住该浆料层上升使与该冷压模32的模面合

模挤压该浆料层，共同塑型成为一初胚品，过程中，该第一、二抽送装置皆进行抽吸作用，使

该初胚品持续降湿。

[0059] 4.如图14所示，塑型时间一到，该第二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

冷压模32的模面脱开，然后令该吸浆模31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32，并翻转使

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朝下。

[0060] 5.如图15所示，令该热压下模42移动到该吸浆模31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

模44被带动随同移动，接着令该吸浆模31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与该热压下模42的模面合

模，此时该第四抽送装置启动抽吸作用，使该热压下模42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该第一抽

送装置则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吸浆模31的模面脱开。

[0061] 6.如图16所示，令该吸浆模31向上移动回到起始状态时的位置，然后该热压下模

42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反向移动，回到该热压上模41相对下方停留，过程中该转移模44

被带动随同反向移动回位。

[0062] 7.如图17所示，令该热压上模41下降与该热压下模42合模，对该初胚品进行热压

定型，成为一纸塑产品，过程中，该第三、四抽送装置皆启动抽吸作用，使该初胚品尽速干燥

成为纸塑产品；在此过程的同时，并可令该吸浆模31第二度下降进入该浆槽33内吸浆，以在

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料层，该吸浆模31的第二度下降吸浆是属于另一(第二)生产周期，亦

即在此时，该第一生产周期仍在进行，而第二生产周期即已经展开。

[0063] 8.如图18所示，第一生产周期仍在进行热压定型作业时，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该

吸浆模31已附住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槽33，并翻转及上升与该冷压模32合模挤压浆料层，

以塑型成为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初胚品。

[0064] 9.如图19所示，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的热压定型时间一到，该第四抽送装置转换为

吹送作用，使该纸塑产品与该热压下模42脱开，该第三抽送装置则仍进行抽吸作用，使该热

压上模41吸附住该纸塑产品，并令该热压上模41吸附住该纸塑产品上升回位，在此过程的

同时，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塑型时间一到，该吸浆模31吸附住该初胚品下降离开该冷压模

32，并翻转使初胚品朝下。

[0065] 10.如图20所示，该热压下模42移动到该吸浆模31相对下方，随即该吸浆模31吸附

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下降与该热压下模42合模，过程的同时，该第四抽送装置

启动抽吸作用，使该热压下模42的模面吸附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该第一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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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则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初胚品与该吸浆模31脱开，在此过程的同时，因该转移模44受

该吸浆模31带动移动到该热压上模41相对下方，所以同时该热压上模41吸附住该纸塑产品

(属于第一生产周期)下降与该转移模44合模，使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相对应进

入该转移模44上的承接模具内，同时该第五抽送装置启动抽吸作用吸附住该纸塑产品(属

于第一生产周期)。

[0066] 11 .如图21所示，该第三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

周期)与该热压上模41脱开，随即该热压上模41上升回位，过程中同时，该吸浆模311上升回

到起始状态时的位置，该热压下模42则吸附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

[0067] 12.如图22所示，该热压下模42吸附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反向移动，回

到该热压上模41相对下方停留，同时该转移模44也带动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周期)随

同反向移动，回到该取料机械手臂43的取料机构432相对下方停留。

[0068] 13.如图23所示，令该取料机械手臂43的取料机构432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下

降吸附住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周期)，同时令该热压上模41下降与该热压下模42合

模，对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进行热压定型，成为一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

过程中，该第三、四抽送装置皆启动抽吸作用，使该初胚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尽速干燥成

为纸塑产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在此过程的同时，并可令该吸浆模31第三度下降进入该

浆槽33内吸浆，以在模面上吸附形成一浆料层，该吸浆模31的第三度下降吸浆是属于再一

(第三)生产周期，亦即在此时，该第一生产周期及第二生产周期皆仍在进行，而第三生产周

期即已经展开。

[0069] 14.如图24所示，该取料机械手臂43的取料机构432的下移机构带动吸附机构吸附

住该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上升回位，并离开该转移模44，同时该属于第二生产周

期的热压定型时间一到，该第四抽送装置转换为吹送作用，使该属于第二生产周期的纸塑

产品与该热压下模42脱开，该第三抽送装置则仍进行抽吸作用，使该热压上模41吸附住该

纸塑产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并令该热压上模41吸附住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

上升回位，在此过程的同时，该吸浆模31已吸附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浆料层上升离开该浆

槽33，并翻转及上升与该冷压模32合模挤压浆料层，以塑型成为一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的初

胚品，并即由该吸浆模31吸附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三生产周期)下降离开该冷压模32。

[0070] 15.如图25所示，该取料机械手臂43的滑动机构431带动该取料机构432吸附住该

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的纸塑产品向外移动至该输送机构45上方，然后该取料机构432的吸附

机构停止对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周期)的吸附，使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一生产周期)与

该取料机械手臂43脱开落于该输送机构45(顶面为输送平面)上，随即被该输送机构45带动

离开，或者，可使该纸塑产品与该取料机械手臂43脱开落于该输送机构45顶面的仿形治具

内，以将该纸塑产品转移至后续制程(例如：切边、检查、包装)，至此完成该第一生产周期，

过程的同时，令该热压下模42移动到该吸浆模31相对下方停留，该转移模44则移动到该热

压上模41相对下方停留，因此，该热压上模41下降将该纸塑产品(属于第二生产周期)转移

给该转移模44承接，同时该吸浆模31吸附住该初胚品(属于第三生产周期)翻转下降与该热

压下模42合模，以将该初胚品(属于第三生产周期)转移给该热压下模42承接，如此第一、

二、三生产周期可以按序同时存在进行，以大幅缩短生产周期。

[0071] 经过以上步骤一一进行后，所预期的纸塑产品即可制造成型，且可以大幅缩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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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周期，相对即可以大幅节省生产时间，以降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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