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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包括

第一机架、主控电箱、纵推电缸，生产线后排从左

往右为第一横推气缸、一次压网机构、一次烤网

机构、一次放网机构、一次摊料机构、一次投料机

构、压底板机构、底模打蜡机构、第一机械手吸盖

板机构、第一预压机构、第一翻转机构、第一机械

手放盖板机构、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生产线前

排从左往右依次为二次投料机构、二次摊料机

构、二次放网机构、二次烤网机构、二次压网机

构、三次投料机构、三次摊料机构、三次放网机

构、自动放垫圈机构、第二机械手放盖板机构、第

二预压机构、第二翻转机构、第二机械手吸盖板

机构、自动压片机构、第二横推气缸；整个树脂砂

轮磨片成型机结构稳定、效率高、管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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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机架、主控电箱、纵推电缸，其中，

所述纵推电缸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架左右两端推动生产线纵向移动，所述第一机架上所述生

产线分为前后两排，所述生产线后排从左往右依次设置有第一横推气缸、一次压网机构、一

次烤网机构、一次放网机构、一次摊料机构、一次投料机构、压底板机构、底模打蜡机构、第

一机械手吸盖板机构、第一预压机构、第一翻转机构、第一机械手放盖板机构、自动放商标

垫圈机构；所述生产线前排从左往右依次设置有二次投料机构、二次摊料机构、二次放网机

构、二次烤网机构、二次压网机构、三次投料机构、三次摊料机构、三次放网机构、自动放垫

圈机构、第二机械手放盖板机构、第二预压机构、第二翻转机构、第二机械手吸盖板机构、自

动压片机构、第二横推气缸；整个生产线从一次投料机构处沿顺时针方向进行生产线依次

推进，实现自动化生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摊料机构包括

第二机架，所述第二机架上表面固定设置有伺服驱动电机，所述伺服驱动电机下方设置有

电缸主体，所述电缸主体两侧固定设置有第一定向导轴，所述第一定向导轴下方固定连接

有一片状结构，所述片状结构两侧分别设置有若干孔，所述摊料机构通过第二定向导轴穿

过所述孔固定于所述片状结构上，所述摊料机构包括穿过所述片状结构的微调提升螺杆以

及固定于所述第二机架上的刮刀头，所述伺服驱动电机连接有所述主控电箱并由所述主控

电箱控制运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模打蜡机构包

括第三机架、取片机构以及底模打蜡装置；其中所述第三机架一端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支撑

柱上端设置有驱动旋摆电机，所述驱动旋摆电机连接嵌套于所述支撑柱外圈的固定架并带

动所述固定架旋摆；所述固定架一侧设置有底模打蜡装置，所述固定架另一侧设置有取片

机构，所述驱动旋摆电机连接所述主控电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模打蜡装置上

端设置有第一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通过第一定向导轴连接有上下一对固定板，其中下

固定板下方固定设置有打蜡毛毡安装板，所述下固定板上方设置有驱动旋转电机，所述驱

动旋转电机连接所述打蜡毛毡安装板并带动所述打蜡毛毡安装板旋转，所述第一升降气缸

连接所述主控电箱。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取片机构上方设

置有第二升降气缸，所述第二升降气缸通过第二定向导轴连接取片吸盘，所述取片吸盘下

方固定设置有真空吸头，所述第二升降气缸连接所述主控电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控电箱设置

于所述生产线的中心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纵推电缸采用的

型号为TEB100-C10-S400,且所述纵推电缸设置有油箱并由所述油箱对所述纵推电缸进行

供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横推气缸以

及第二横推气缸采用的型号为CKD63X18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线所采用的

树脂砂轮成型方式为定模热压或定模冷压成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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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树脂砂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

背景技术

[0002] 树脂砂轮，是用树脂做成的砂轮，强度高，应用在切割片，双端面，重负荷砂轮，抛

光轮等等。具有一定的弹性，耐热性低，自锐性好，制作简便，工艺周期短的特点；广泛用于

粗磨、荒磨、切断和自由磨削，如磨钢锭，铸件打毛刺等。树脂砂轮是一种需求量很大的材

料，当下市场大多采用人工车间生产不仅生产速度不够快还可能会出现因为人工的原因而

导致树脂砂轮的制作精度不高，众所周知研磨材料的质量必须过硬，否则会出现一些难以

预期的风险或是频繁更换的烦恼。故而当今市场急需一种运行稳定高效的自动化树脂砂轮

成型机。

[0003] 申请人之前申请了一种自动粘网布装置（201710845898.6）、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

（CN  207239994  U）、取盖板吸片机械手机构（CN  207240239  U）、一种体积投料机构（CN 

207242899  U）等四个专利，并根据一种自动粘网布装置（201710845898  .6）能够实现了对

网布的自动沾粘、根据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CN  207239994  U）能够实现了自动放置垫圈以

及商标、根据取盖板吸片机械手机构（CN  207240239  U）能够实现自动取盖板吸片以及根据

一种体积投料机构（CN  207242899  U）能够实现投料自动化，但是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必须要

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对每一阶段完成的材料进行处理，对人力要求依然很高，而且时常出现

人员对接不好而导致产品出差错，整体自动化程度不高，并且仅仅有这些机器也不足以完

成整个生产线，且整个生产线不稳定。当今市场急需一种结构稳定、生产效率高、管理方便

且自动化程度高的树脂砂轮生产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树脂砂轮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产效率高、

可靠性好的自动化树脂砂轮磨片成型机。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包括第一机架、主控电箱、纵推电缸，其中，所述纵推电缸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架左右两

端推动生产线纵向移动，所述第一机架上所述生产线分为前后两排，所述生产线后排从左

往右依次设置有第一横推气缸、一次压网机构、一次烤网机构、一次放网机构、一次摊料机

构、一次投料机构、压底板机构、底模打蜡机构、第一机械手吸盖板机构、第一预压机构、第

一翻转机构、第一机械手放盖板机构、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所述生产线前排从左往右依次

设置有二次投料机构、二次摊料机构、二次放网机构、二次烤网机构、二次压网机构、三次投

料机构、三次摊料机构、三次放网机构、自动放垫圈机构、第二机械手放盖板机构、第二预压

机构、第二翻转机构、第二机械手吸盖板机构、自动压片机构、第二横推气缸；整个生产线从

一次投料机构处沿顺时针方向进行生产线依次推进，实现自动化生产。

[0006] 进一步，所述的摊料机构包括第二机架，所述第二机架上表面固定设置有伺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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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机，所述伺服驱动电机下方设置有电缸主体，所述电缸主体两侧固定设置有第一定向

导轴，所述第一定向导轴下方固定连接有一片状结构，所述片状结构两侧分别设置有若干

孔，所述摊料机构通过第二定向导轴穿过所述孔固定于所述片状结构上，所述摊料机构包

括穿过所述片状结构的微调提升螺杆以及固定于所述第二机架上的刮刀头，所述伺服驱动

电机连接有所述主控电箱并由所述主控电箱控制运行。

[0007] 进一步，所述的底模打蜡机构包括第三机架、取片机构以及底模打蜡装置；其中所

述第三机架一端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端设置有驱动旋摆电机，所述驱动旋摆电机

连接嵌套于所述支撑柱外圈的固定架并带动所述固定架旋摆；所述固定架一侧设置有底模

打蜡装置，所述固定架另一侧设置有取片机构，所述驱动旋摆电机连接所述主控电箱。

[0008] 进一步，所述底模打蜡装置上端设置有第一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通过第一定

向导轴连接有上下一对固定板，其中下固定板下方固定设置有打蜡毛毡安装板，所述下固

定板上方设置有驱动旋转电机，所述驱动旋转电机连接所述打蜡毛毡安装板并带动所述打

蜡毛毡安装板旋转，所述第一升降气缸连接所述主控电箱。

[0009] 进一步，所述取片机构上方设置有第二升降气缸，所述第二升降气缸通过第二定

向导轴连接取片吸盘，所述取片吸盘下方固定设置有真空吸头，所述第二升降气缸连接所

述主控电箱。

[0010] 进一步，所述的主控电箱设置于所述生产线的中心位置。

[0011] 进一步，所述纵推电缸采用的型号为TEB100-C10-S400,且所述纵推电缸设置有油

箱并由所述油箱对所述纵推电缸进行供能。

[0012] 进一步，所述横推气缸采用的型号为CKD63X182。

[0013] 进一步，所述生产线所采用的树脂砂轮成型方式为定模热压或定模冷压成型的方

式。

[0014] 本发明提供了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其有益效果是：采用自动化成型机器，很

好的避免了人工加工的低效率，同时完备的生产线在各机器的共同配合下，再配备以专业

人员监视，使生产出的产品精度更高。整个自动化树脂砂轮磨片成型机结构稳定、生产效率

高、管理方便且自动化程度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树脂砂轮磨片成型机结构示意图；

图2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树脂砂轮磨片成型机结合图1的生产线运作流程图；

图3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摊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4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底模打蜡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方便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实质，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阐述。

[0017] 本发明中的左、右、前、后、横、纵等限定词仅仅是依照本实施例的生产线摆放方向

来辅助说明的，并不是对本发明所要保护的具体方案的限定。

[0018] 如图1以及图2所示，本发明84工位磨片全自动成型机，包括第一机架1、主控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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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推电缸3，其中，所述纵推电缸3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架1左右两端推动生产线纵向移动，

所述第一机架1上所述生产线分为前后两排，所述生产线后排从左往右依次设置有第一横

推气缸4、一次压网机构5、一次烤网机构6、一次放网机构7、一次摊料机构8、一次投料机构

9、压底板机构10、底模打蜡机构11、第一机械手吸盖板机构、第一预压机构、第一翻转机构、

第一机械手放盖板机构、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12；所述生产线前排从左往右依次设置有二

次投料机构13、二次摊料机构14、二次放网机构15、二次烤网机构16、二次压网机构17、三次

投料机构18、三次摊料机构19、三次放网机构20、自动放垫圈机构21、第二机械手放盖板机

构、第二预压机构、第二翻转机构、第二机械手吸盖板机构、自动压片机构22、第二横推气缸

23；整个生产线从一次投料机构处沿顺时针方向进行生产线依次推进，实现自动化生产。本

实施例中的第一预压机构、第一翻转机构以及第二预压机构、第二翻转机构采用预压翻转

一体化机器24，本预压翻转一体化机器为市场上流通的预压翻转一体化机器，节省了空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9] 本实施例在生产线左右两端各设置一个纵推电缸3对生产线进行纵推，又于生产

线上下端设置了第一横推气缸4以及第二横推气缸31对生产线进行横推，使整个生产线实

现了顺时针的循环运作，这极大的节省了空间，并且因为是环绕型运作，这也就便于一个技

工管理上下两端的运行，也节省了人力，同时根据本申请人之前申请的一种自动粘网布装

置（201710845898.6）、自动放商标垫圈机构（CN  207239994  U）、取盖板吸片机械手机构（CN 

207240239  U）、一种体积投料机构（CN  207242899  U）等四个专利以及一些新的机器创新，

使得一个取盖板吸片机械手机构25可以完成第一机械手吸片机构、第二机械手放盖板机构

以及第二机械手吸片机构、第一机械手放盖板机构两个机器能够完成的事情，大大的节约

了资源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0] 结合图3本实施例中的摊料机构包括第二机架201，所述第二机架201上表面固定

设置有伺服驱动电机202，所述伺服驱动电机202下方设置有电缸主体203，所述电缸主体

203两侧固定设置有第一定向导轴204，所述第一定向导轴204下方固定连接有一片状结构

205，所述片状结构205两侧分别设置有若干孔206，所述摊料机构通过第二定向导轴207穿

过所述孔固定于所述片状结构205上，所述摊料机构包括穿过所述片状结构的微调提升螺

杆208以及固定于所述第二机架上的刮刀头209，所述伺服驱动电机连接有所述主控电箱并

由所述主控电箱控制运行。

[002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机架201底部设置为扣板状结构2011，中部设置为垂直于

底部的平板状结构2012，上部设置有水平平台2013，通过底部的扣板状结构2011与中部垂

直于底部的平板状结构2012相配合完成扣接固定于第一机架上，接着在上部水平平台2013

处设置电机，整个结构稳定牢靠。

[0022] 工作时，伺服驱动电机202通过微调提升螺杆208控制刮刀头209进行微调，之后刮

刀头209将料刮平，从而进行精准摊料。

[0023] 结合图4本实施例中底模打蜡机构11包括第三机架301、取片机构302以及底模打

蜡装置303；其中所述第三机架301一端设置有支撑柱304，所述支撑柱304上端设置有驱动

旋摆电机305，所述驱动旋摆电机305连接嵌套于所述支撑柱304外圈的固定架306并带动所

述固定架306旋摆；所述固定架306一侧设置有底模打蜡装置303，所述固定架306另一侧设

置有取片机构302，所述驱动旋摆电机305连接所述主控电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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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施例中底模打蜡装置303上端设置有第一升降气缸3031，所述升降气缸3031

通过第一定向导轴3032连接有上下一对固定板，其中下固定板3033下方固定设置有打蜡毛

毡安装板3034，所述下固定板3033上方设置有驱动旋转电机3035，所述驱动旋转电机3035

连接所述打蜡毛毡安装板3034并带动所述打蜡毛毡安装板3034旋转，所述第一升降气缸

3031连接所述主控电箱2。工作时，第一升降气缸3031控制整个底模打蜡装置303上下运动

使得打蜡毛毡安装板3034贴近树脂砂轮，接着驱动旋转电机3035带动打蜡毛毡安装板3034

旋转进行打蜡。

[0025] 本实施例中取片机构302上方设置有第二升降气缸3021，所述第二升降气缸3021

通过第二定向导轴3022连接取片吸盘3023，所述取片吸盘3023下方固定设置有真空吸头

3024，所述第二升降气缸3021连接所述主控电箱2工作时，第二升降气缸3021控制取片机构

进行升降，之后取片吸盘3073将树脂砂轮片吸起来完成取片。所述第二升降气缸3021连接

所述主控电箱2。工作时，第二升降气缸3021控制取片机构302进行升降，之后取片吸盘3023

将树脂砂轮片吸起来完成取片。本实施例提供的底模打蜡机构不仅实现了底模打蜡功能还

能够进行取片操作，功能强、结构简单稳定效率高。

[0026] 本实施例中主控电箱2设置于所述生产线的中心位置。

[0027] 本实施例中纵推电缸3型号为TEB100-C10-S400,且所述纵推电缸3设置有油箱26

并由所述油箱对所述纵推电缸进行供能。

[0028] 本实施例中横推气缸型号为CKD63X182。

[0029] 本实施例中生产线所采用的树脂砂轮成型方式为定模热压或定模冷压成型的方

式。

[0030] 整个84工位自动化树脂砂轮成型机结构稳定、自动化程度高、工作效率高，大幅提

高了树脂砂轮产品的质量和制作速度。

[0031] 结合图2整个生产线从后排一次投料开始，依照顺时针的顺序依次进行的是一次

投料、一次摊料、一次放网、一次烤网、依次压网、第一横推气缸完成后排生产线至前排生产

线的推进，之后进行二次投料、二次摊料、二次放网、二次烤网、二次压网、三次投料、三次摊

料、自动放网、自动放垫圈、放盖板、预压、翻转、吸盖板、自动压片、接着第二横推完成前排

生产线至后排生产线的推进，之后进行自动放商标垫圈、放盖板、预压、翻转、吸盖板、底板

打蜡、压底板。其中预压以及翻转操作具体包括预压模盖、压制、翻转、预压车模。其中压制

操作由油压机进行，本实施例中油压机公称力1250KN，最高油压25MPA，预压模盖、翻转以及

预压车模由预压机构以及翻转机构进行完成。

[0032] 以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实质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并不能以此来对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进行限制。显而易见地，在本发明实质的启示下，本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还可进

行许多改进和修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改进和修饰都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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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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