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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全自动饰钻吸塑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包

括机架、第一工作台、第二工作台、压力罐及输送

系统、真空罐及输送系统、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

饰钻吸附机构、饰钻循环送料机构、自动装卸料

机构、烘烤吸塑机构及PLC可编程控制系统，PLC

可编程控制系统包括主机、触摸屏液晶显示器。

本实用新型采用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对各个工

序进行自动化控制，既精确控制也提高了产品的

质量，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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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的第一工作台、第二工作

台、压力罐及输送系统、真空罐及输送系统、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饰钻吸附机构、饰钻循环

送料机构、自动装卸料机构、烘烤吸塑机构及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其中，PLC可编程控制系

统包括主机、触摸屏液晶显示器(10) ,所述饰钻吸附机构包括送料装置、振动装置及模具顶

升装置；所述模具顶升装置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上的集粒盘(1)、活动升降地穿过集粒盘

(1)中间的升降杆(2)、安装在升降杆(2)上部的模具座板、安装在模具座板上的饰钻吸附转

移板(4)、安装在集粒盘(1)下部并与升降杆(2)下部连接的模具升降气缸，所述模具升降气

缸的活塞杆朝上，升降杆(2)的下部与模具升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

(4)设有中空的内腔，饰钻吸附转移板(4)上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接饰钻粒的凹

槽，凹槽下部孔径缩小且下部与饰钻吸附转移板(4)的内腔连通，饰钻吸附转移板(4)下部

设有吸管口；

所述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包括左右移动机构和模具翻转机构，所述左右移动机构包括

设置在机架上的横向导轨(51)、安装在横向导轨(51)上的丝杆(52)、安装在丝杆(52)上的

左右移动小车(53)、驱动左右移动小车(53)移动的左右移动驱动电机(54)；所述模具翻转

机构包括安装在左右移动小车(53)上的升降导轨、丝杆和升降气缸(5)、夹臂座(50)、安装

在夹臂座(50)上的夹臂(55)、夹臂翻转电机(56)及传动机构，所述夹臂(55)两外侧设有夹

臂张合气缸(57)，夹臂(55)内侧托板上部设有与真空罐管连通的吸气口，所述饰钻吸附转

移板(4)下部设有与吸气口相配合的吸管口，所述夹臂(55)上部设有感应器，感应器的感应

头朝上设置，感应器与PLC可编程控制系统连接，感应器用于当饰钻吸附转移板(4)上升时

被触碰到后，给PLC可编程控制系统信号并切断模具升降气缸电源而使升降杆(2)停止升

降；

所述自动装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安装座(61)、安装在安装座(61)上的摆臂驱

动电机(62)、摆臂(63)、安装在摆臂(63)外端的自动装料机构、自动卸料机构、塑胶膜装料

笼(64)和设置在塑胶膜装料笼(64)下部的塑胶膜自动顶升机构，所述自动装料机构包括朝

下设置在摆臂(63)前端的气缸座、安装在气缸座上的装料吸盘升降气缸(65)、安装在装料

吸盘升降气缸(65)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装料吸盘(66)及安装在装料吸盘(66)下部的多

个装料吸头，所述装料吸盘(66)上环设有多个通孔(661)；所述自动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气

缸座上的卸料吸盘升降气缸(71)、安装在卸料吸盘升降气缸(71)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卸

料吸盘(72)、安装在卸料吸盘(72)下部的多个卸料吸头(73)，所述卸料吸盘(72)设置在装

料吸盘(66)上方，卸料吸头(73)与装料吸盘(66)上环设有的通孔(661)一一正对且卸料吸

头(73)的外直径尺寸小于通孔(661)的直径尺寸；

所述饰钻循环送料机构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一侧的料斗移动轨道、安装在料斗移动

轨道上的料斗(8)、驱动料斗(8)移动的料斗驱动气缸、设置在第一工作台下部的倾斜顶升

机构、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下部的振动装置、压力吹送机构、安装在集粒盘(1)下部一侧的饰

钻粒收集漏斗及收集斗提升机构，其中，所述倾斜顶升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工作台后侧下

方的顶升气缸，所顶升气缸的活塞杆朝上且与第一工作台下部连接，所述收集斗提升机构

包括立柱(81)、设置在立柱(81)上的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连接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的链

条、安装在链条上的收集斗(82)、安装在立柱(81)上部的挡条以及驱动滑轮转动的正反向

电机，所述饰钻粒收集漏斗下部连接的输送管倾斜设置，输送管的管口设置在收集斗(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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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所述收集斗(82)在正反向电机的作用下上升至挡条位被档条挡住，收集斗倾斜向料

斗(8)中倒出饰钻，饰钻倒完后，在正反向电机反向驱动下，收集斗(82)回复原位；所述压力

吹送机构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送压力，所述振动装置包括电机及设置在电机输出轴上的

凸轮，所述凸轮与第一工作台底部抵接，所述料斗(8)下部前端设有压力室，压力室设有多

个下料孔，压力室的压力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送，所述饰钻粒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向饰钻

吸附转移板(4)上撒落，并在振动装置作用下，剩余的饰钻粒落到饰钻粒收集机构，再由饰

钻粒输送机构输送到料斗提升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烤吸塑机构包括设置

在机架上的第二工作台、安装在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承接模板(9)、烘箱移动导轨、安装在

烘箱移动导轨上的烘箱(91)、烘箱驱动气缸、塑胶膜压环(92)、压环移动导轨、压环驱动气

缸、冷却机构及升降吸风罩机构，其中，所述饰钻承接模板(9)设有中空的内腔，饰钻承接模

板(9)上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接饰钻粒的凹槽，凹槽下部孔径缩小且下部与饰钻

承接模板(9)的内腔连通，饰钻承接模板(9)下部设有吸管口且吸管口与真空罐管连通；所

述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感应器，所述烘箱移动导轨设置在压环移动导轨上方，冷却机构包

括冷却水喷头、压力管道和压缩空气源，冷却水喷头设置在烘箱(91)前部并正对饰钻承接

模板(9)；所述升降吸风罩机构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升降气缸和吸风管、吸风罩(93)；所述

压环驱动气缸、烘箱驱动气缸，在PLC可编程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先驱动塑胶膜压环(92)到

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承接模板(9)上放置的塑胶膜上方并压住塑胶膜，第二工作台一侧设

有的感应器感应到塑胶膜压环(92)的下压后停止压环驱动气缸，并驱动烘箱(91)对覆盖饰

钻的塑胶膜进行烘烤使得塑胶膜变软，在真空吸附下，饰钻粒粘接在塑胶膜上，烘烤完成

后，烘箱(91)退回，吸风罩(93)上升并启动吸风，冷却水喷头喷出冷却水对已经粘上饰钻粒

的塑胶膜进行冷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4)两

侧设有夹口，夹臂(55)的内侧设有与夹口适配的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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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饰钻吸塑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仿钻石吸塑机机械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全自动饰钻吸塑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饰钻吸塑机主要靠人工来控制模具移动、翻转、上下料，对塑料膜的装卸料

都是在不同的工位上操作；对饰钻的投料、回收也是通过人手来实现；塑料膜吸塑时只是放

在工作台上，烘烤时可能产生移位，从而影响成品质量。这种结构的饰钻吸塑机生产效率低

下，劳动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的全自动仿钻石吸塑机。

[0004] 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饰钻吸塑机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包括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的第一工作台、第二工作台、压力罐

及输送系统、真空罐及输送系统、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饰钻吸附机构、饰钻循环送料机构、

自动装卸料机构、烘烤吸塑机构及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其中，所述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包括

主机、触摸屏液晶显示器。所述饰钻吸附机构包括送料装置、振动装置及模具顶升装置；所

述模具顶升装置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上的集粒盘、活动升降地穿过集粒盘中间的升降

杆、安装在升降杆上部的模具座板、安装在模具座板上的饰钻吸附转移板、安装在集粒盘下

部并与升降杆下部连接的模具升降气缸，所述模具升降气缸的活塞杆朝上，升降杆的下部

与模具升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设有中空的内腔，饰钻吸附转移板上

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接饰钻粒的凹槽，凹槽下部孔径缩小且下部与饰钻吸附转移

板的内腔连通，饰钻吸附转移板下部设有吸管口。

[0006] 所述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包括左右移动机构和模具翻转机构，所述左右移动机构

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横向导轨、安装在横向导轨上的丝杆、安装在丝杆上的左右移动小车、

驱动左右移动小车移动的左右移动驱动电机；所述模具翻转机构包括安装在左右移动小车

上的升降导轨、丝杆和升降气缸、夹臂座、安装在夹臂座上的夹臂、夹臂翻转电机及传动机

构，所述夹臂两外侧设有夹臂张合气缸，夹臂内侧托板上部设有与真空罐管连通的吸气口，

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下部设有与吸气口相配合的吸管口，所述夹臂上部设有感应器，感应

器与PLC可编程控制系统连接，感应器用于当饰钻吸附转移板上升时被触碰到后，给PLC可

编程控制系统信号并切断模具升降气缸电源而使升降杆停止升降。

[0007] 所述自动装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安装座、安装在安装座上的摆臂驱动电

机、摆臂、安装在摆臂外端的自动装料机构、自动卸料机构、塑胶膜装料笼和设置在塑胶膜

装料笼下部的塑胶膜自动顶升机构，其中，所述倾斜顶升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工作台后侧

下方的顶升气缸，所顶升气缸的活塞杆朝上且与第一工作台下部连接，所述自动装料机构

包括朝下设置在摆臂前端的气缸座、安装在气缸座上的装料吸盘升降气缸、安装在装料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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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升降气缸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装料吸盘及安装在装料吸盘下部的多个装料吸头，所述

装料吸盘上环设有多个通孔；所述自动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气缸座上的卸料吸盘升降气

缸、安装在卸料吸盘升降气缸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卸料吸盘、安装在卸料吸盘下部的多

个卸料吸头，所述卸料吸盘设置在装料吸盘上方，卸料吸头与装料吸盘上环设有的通孔一

一正对且卸料吸头的外直径尺寸小于通孔的直径尺寸。

[0008] 所述饰钻循环送料机构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一侧的料斗移动轨道、安装在料斗

移动轨道上的料斗、驱动料斗移动的料斗驱动气缸、设置在第一工作台下部的倾斜顶升机

构、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下部的振动装置、压力吹送机构、安装在集粒盘下部一侧的饰钻粒收

集漏斗及收集斗提升机构，其中，所述倾斜顶升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工作台后侧下方的顶

升气缸，所顶升气缸的活塞杆朝上且与第一工作台下部连接，所述收集斗提升机构包括立

柱、设置在立柱上的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连接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的链条、安装在链条上

的收集斗、安装在立柱上部的挡条以及驱动滑轮转动的正反向电机，所述饰钻粒收集漏斗

下部连接的输送管倾斜设置，输送管的管口设置在收集斗上方，所述收集斗在正反向电机

的作用下上升至挡条位被档条挡住，收集斗倾斜向料斗中倒出饰钻，饰钻倒完后，在正反向

电机反向驱动下，收集斗回复原位；所述压力吹送机构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送压力，所述

振动装置包括电机及设置在电机输出轴上的凸轮，所述凸轮与第一工作台底部抵接，所述

料斗下部前端设有压力室，压力室设有多个下料孔，压力室的压力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

送，所述饰钻粒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向饰钻吸附转移板上撒落，并在振动装置作用下，剩余的

饰钻粒落到饰钻粒收集机构，再由饰钻粒输送机构输送到料斗提升机构。

[0009] 所述烘烤吸塑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第二工作台、安装在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

承接模板、烘箱移动导轨、安装在烘箱移动导轨上的烘箱、烘箱驱动气缸、塑胶膜压环、压环

移动导轨、压环驱动气缸、冷却机构及升降吸风罩机构，其中，所述饰钻承接模板设有中空

的内腔，饰钻承接模板上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接饰钻粒的凹槽，凹槽下部孔径缩

小且下部与饰钻承接模板的内腔连通，饰钻承接模板下部设有吸管口且吸管口与真空罐管

连通；所述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感应器，所述烘箱移动导轨设置在压环移动导轨上方，冷却

机构包括冷却水喷头、压力管道和压缩空气源，冷却水喷头设置在烘箱前部并正对饰钻承

接模板；所述升降吸风罩机构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升降气缸和吸风管、吸风罩；所述压环驱

动气缸、烘箱驱动气缸，在PLC  可编程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先驱动塑胶膜压环到第二工作台

上的饰钻承接模板上放置的塑胶膜上方并压住塑胶膜，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的感应器感应

到塑胶膜压环的下压后停止压环驱动气缸，并驱动烘箱对覆盖饰钻的塑胶膜进行烘烤使得

塑胶膜变软，在真空吸附下，饰钻粒粘接在塑胶膜上，烘烤完成后，烘箱退回，吸风罩上升并

启动吸风，冷却水喷头喷出冷却水对已经粘上饰钻粒的塑胶膜进行冷却；冷却后，吸风罩下

降，自动卸料机构启动，摆臂摆到第二工作台上方，卸料吸盘升降气缸工作，卸料吸头向下

伸出吸住已经粘上饰钻粒的塑胶膜，把塑胶膜转到成品箱中。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两侧设有夹口，夹臂的内侧设有与夹口适配的嵌

块。

[0011] 本实用新型一种全自动饰钻吸塑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实现的：通过触摸屏液晶显

示器设定好工作参数，启动后，压力罐及输送系统、真空罐及输送系统启动，料斗向第一工

作台上的饰钻吸附转移板投放饰钻粒，振动装置及模具顶升装置启动，饰钻吸附转移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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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罐及输送系统作用下吸附饰钻，饰钻粒布满饰钻吸附转移板，倾斜顶升机构启动，第一

工作台后部上抬，向前侧倾斜，多余的饰钻粒从饰钻吸附转移板以及集粒盘中掉出，落入饰

钻粒收集漏斗，经输送管输送到收集斗，在计算机控制下，经过设定的时间，料斗提升机构

中的收集斗在正反向电机的作用下上升至挡条位被档条挡住，收集斗倾斜向料斗中倒出饰

钻，饰钻倒完后，在正反向电机反向驱动下，收集斗回复原位；然后顶升气缸回复，第一工作

台恢复水平状态后，模具升降气缸启动，升降杆上升抬高饰钻吸附转移板，当饰钻吸附转移

板上升时触碰到夹臂上设有的感应器，感应器给PLC可编程控制系统信号并切断模具升降

气缸电源而使升降杆停止升降，此时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启动，夹臂座上的夹臂内侧设有

的嵌块嵌插入饰钻吸附转移板两侧设有的夹口中，并使饰钻吸附转移板下部设有的吸管口

与夹臂内侧托板上部设有的吸气口相配合，对饰钻吸附转移板进行真空吸附住饰钻，然后

模具升降气缸下降，把升降杆降低使模具座板与饰钻吸附转移板分离，已经吸附住饰钻的

饰钻吸附转移板被夹持在夹臂上，夹臂翻转电机启动，夹臂升高，并带着饰钻吸附转移板

180度翻转，饰钻吸附转移板上的饰钻朝下，左右移动驱动电机驱动左右移动小车向第二工

作台方向移动，当饰钻吸附转移板移动到第二工作台上方，饰钻吸附转移板正对第二工作

台上安装的饰钻承接模板，夹臂下降，夹臂触碰到第二工作台上设有的感应器后，被切断信

号，夹臂停止动作，同时饰钻吸附转移板的真空吸附信号被关闭，饰钻吸附转移板上的饰钻

自由落体撒落在饰钻承接模板上设有的凹槽中，此时夹臂升高，摆臂驱动电机驱动摆臂从

料笼中吸塑胶膜后放置在已经承接饰钻粒的饰钻承接模板上面，摆臂移开后，在PLC  可编

程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压环驱动气缸先驱动塑胶膜压环到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承接模板上

放置的塑胶膜上方并压住塑胶膜，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的感应器感应到塑胶膜压环的下压

后停止压环驱动气缸，烘箱驱动气缸驱动烘箱对覆盖饰钻的塑胶膜进行烘烤使得塑胶膜变

软，在真空吸附下，饰钻粒粘接在塑胶膜上，烘烤完成后，烘箱退回，吸风罩上升并启动吸

风，冷却水喷头喷出冷却水对已经粘上饰钻粒的塑胶膜进行冷却；冷却后，吸风罩下降，自

动卸料机构启动，摆臂摆到第二工作台上方，卸料吸盘升降气缸工作，卸料吸头向下伸出吸

住已经粘上饰钻粒的塑胶膜，把塑胶膜转到成品箱中，完成一个产品流程，如此循环生产。

[0012] 本实用新型一种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具有如下优点：

[0013] 1、实现了自动上料和下料，不需要人手操作，解放了劳动力，节省了生产成本。

[0014] 2、通过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只需要设置参数，就可实现机器全自动化，大大提高

了劳动生产效率。

[0015] 3、在同一工位上设置塑料膜的自动装卸料机构，使得机器体积减小，结构紧凑，有

效节省机器制造成本。

[0016] 4、饰钻自动循环机构可自动对饰钻进行自动下料、收集、回收循环使用，减少人

工，提高工作效率。

[0017] 5、通过数字控制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提高了饰钻转移到热吸塑工位的工作效率

和精确度。

[0018] 本实用新型采用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对各个工序进行自动化控制，既精确控制也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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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全自动饰钻吸塑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模具翻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模具翻转机构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自动装卸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自动装卸料机构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为全自动饰钻吸塑机，包括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的第一

工作台、第二工作台、压力罐及输送系统、真空罐及输送系统、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饰钻吸

附机构、饰钻循环送料机构、自动装卸料机构、烘烤吸塑机构及PLC可编程控制系统，PLC可

编程控制系统包括主机、触摸屏液晶显示器10。饰钻吸附机构包括送料装置、振动装置及模

具顶升装置；所述模具顶升装置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上的集粒盘1、活动升降地穿过集粒

盘1中间的升降杆2、安装在升降杆2上部的模具座板、安装在模具座板上的饰钻吸附转移板

4、安装在集粒盘1下部并与升降杆2下部连接的模具升降气缸，所述模具升降气缸的活塞杆

朝上，升降杆2的下部与模具升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4设有中空的内

腔，饰钻吸附转移板  4上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接饰钻粒的凹槽，凹槽下部孔径缩

小且下部与饰钻吸附转移板4的内腔连通，饰钻吸附转移板4下部设有吸管口。

[0027] 如图3‑4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左右移动和翻转机构包括左右移动机构和模具翻

转机构，所述左右移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横向导轨51、安装在横向导轨51上的丝杆

52、安装在丝杆52上的左右移动小车53、驱动左右移动小车53移动的左右移动驱动电机54；

所述模具翻转机构包括安装在左右移动小车53上的升降导轨、丝杆和升降气缸5、夹臂座

50、安装在夹臂座50上的夹臂55、夹臂翻转电机56及传动机构，所述夹臂55两外侧设有夹臂

张合气缸57，夹臂55内侧托板上部设有与真空罐管连通的吸气口，所述饰钻吸附转移板4下

部设有与吸气口相配合的吸管口，所述夹臂55上部设有感应器，感应器的感应头朝上设置，

感应器与PLC可编程控制系统连接，感应器用于当饰钻吸附转移板4上升时被触碰到后，给

PLC可编程控制系统信号并切断模具升降气缸电源而使升降杆2停止升降。饰钻吸附转移板

4两侧设有夹口，夹臂  55的内侧设有与夹口适配的嵌块。

[0028] 如图5‑6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自动装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安装座61、安

装在安装座61上的摆臂驱动电机62、摆臂63、安装在摆臂63外端的自动装料机构、自动卸料

机构、塑胶膜装料笼64和设置在塑胶膜装料笼64  下部的塑胶膜自动顶升机构，所述自动装

料机构包括朝下设置在摆臂63前端的气缸座、安装在气缸座上的装料吸盘升降气缸65、安

装在装料吸盘升降气缸65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装料吸盘66及安装在装料吸盘66下部的

多个装料吸头，所述装料吸盘66上环设有多个通孔661；所述自动卸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气缸

座上的卸料吸盘升降气缸71、安装在卸料吸盘升降气缸71朝下伸缩的活塞杆上的卸料吸盘

72、安装在卸料吸盘72下部的多个卸料吸头73，所述卸料吸盘72设置在装料吸盘66上方，卸

料吸头73与装料吸盘66上环设有的通孔661一一正对且卸料吸头73的外直径尺寸小于通孔

661的直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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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饰钻循环送料机构包括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一侧的

料斗移动轨道、安装在料斗移动轨道上的料斗8、驱动料斗8移动的料斗驱动气缸、设置在第

一工作台下部的倾斜顶升机构、安装在第一工作台下部的振动装置、压力吹送机构、安装在

集粒盘1下部一侧的饰钻粒收集漏斗及收集斗提升机构，其中，所述倾斜顶升机构包括设置

在第一工作台后侧下方的顶升气缸，所顶升气缸的活塞杆朝上且与第一工作台下部连接，

所述收集斗提升机构包括立柱81、设置在立柱81上的上定滑轮和下定滑轮、连接上定滑轮

和下定滑轮的链条、安装在链条上的收集斗82、安装在立柱81上部的挡条以及驱动滑轮转

动的正反向电机，所述饰钻粒收集漏斗下部连接的输送管倾斜设置，输送管的管口设置在

收集斗82上方，所述收集斗82在正反向电机的作用下上升至挡条位被档条挡住，收集斗倾

斜向料斗8中倒出饰钻，饰钻倒完后，在正反向电机反向驱动下，收集斗82回复原位；所述压

力吹送机构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送压力，所述振动装置包括电机及设置在电机输出轴上

的凸轮，所述凸轮与第一工作台底部抵接，所述料斗8下部前端设有压力室，压力室设有多

个下料孔，压力室的压力由压力罐及输送系统输送，所述饰钻粒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向饰钻

吸附转移板4上撒落，并在振动装置作用下，剩余的饰钻粒落到饰钻粒收集机构，再由饰钻

粒输送机构输送到料斗提升机构。

[0030]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烘烤吸塑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第二工作台、安

装在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承接模板9、烘箱移动导轨、安装在烘箱移动导轨上的烘箱91、烘

箱驱动气缸、塑胶膜压环92、压环移动导轨、压环驱动气缸、冷却机构及升降吸风罩机构，其

中，所述饰钻承接模板9设有中空的内腔，饰钻承接模板9上表面均匀密布有若干个用于承

接饰钻粒的凹槽，凹槽下部孔径缩小且下部与饰钻承接模板9的内腔连通，饰钻承接模板9

下部设有吸管口且吸管口与真空罐管连通；所述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感应器，所述烘箱移

动导轨设置在压环移动导轨上方，冷却机构包括冷却水喷头、压力管道和压缩空气源，冷却

水喷头设置在烘箱91前部并正对饰钻承接模板9；所述升降吸风罩机构包括安装在机架上

的升降气缸和吸风管、吸风罩93；所述压环驱动气缸、烘箱驱动气缸，在PLC可编程控制系统

的控制下，先驱动塑胶膜压环92到第二工作台上的饰钻承接模板9上放置的塑胶膜上方并

压住塑胶膜，第二工作台一侧设有的感应器感应到塑胶膜压环92 的下压后停止压环驱动

气缸，并驱动烘箱91对覆盖饰钻的塑胶膜进行烘烤使得塑胶膜变软，在真空吸附下，饰钻粒

粘接在塑胶膜上，烘烤完成后，烘箱91退回，吸风罩93上升并启动吸风，冷却水喷头喷出冷

却水对已经粘上饰钻粒的塑胶膜进行冷却；冷却后，吸风罩下降，自动卸料机构启动，摆臂

摆到第二工作台上方，卸料吸盘升降气缸工作，卸料吸头向下伸出吸住已经粘上饰钻粒的

塑胶膜，把塑胶膜转到成品箱中。

[0031] 上述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

实施例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

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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