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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

正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门生产技术领域。一种双层双上

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包括支

撑底槽，支撑底槽内设有支撑托板和若干按压重

块，按压重块通过沿支撑底槽延伸方向延伸的铰

接销同支撑底槽铰接在一起，按压重块设有第一

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支撑底槽设

有同第一上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一下限位按压

杆和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二下限位按

压杆，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之

间形成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第二上限位按压杆

和第二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二上翻边避让

间隙。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

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解决了现有的面层胶

粘固化过程中产生变形而不能够获知和校正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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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所述面板包括里层和外层，

所述里层和外层都包括平面部、位于平面部一侧的第一上翻边和位于平面部另一侧的第二

上翻边，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底槽，上料输送带用于将面层输送到所述支撑底槽内，所述

支撑底槽内设有沿支撑槽长度方向延伸的支撑托板和若干沿支撑底槽长度方向分布的按

压重块，所述按压重块通过沿支撑底槽延伸方向延伸的铰接销同支撑底槽铰接在一起，所

述按压重块设有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所述支撑底槽设有同所述第一上

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和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二下限位按压杆，所

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所述第二上限位

按压杆和第二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所述按压重块配合所述支撑托

板夹持住所述平面部时，所述第一上翻边位于所述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一上翻边的

翻转角度符合要求、所述第二上翻边位于所述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二上翻边的翻转

角度符合要求，第一上翻边通过第一弧形段同平面部连接在一起，第二上翻边通过第二弧

形段同平面部连接在一起，所述按压重块设有对第一弧形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一上电

热器和对第二弧形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上电热器，所述支撑底槽设有对第一弧形段

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一下电热器和对第二弧形段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下电热器，第

一上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大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

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上按压开关，第二上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

当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大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

到的第二上按压开关，第一下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小于设

定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下按压开关，第二下限位

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小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

隙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二下按压开关，当第一上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一上电

热器启动，当第一下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一下电热器启动，当第二上按压开关被按

压到时所述第二上电热器启动，当第二下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二下电热器启动，所

述第一上按压开关包括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一上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一上按压开

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一上翻边按压在第一上按压开关按压头上

使得第一上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上；所述第一下按

压开关包括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一下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容置

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一下翻边按压在第一下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一下

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上；所述第二上按压开关包括

第二上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二上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二上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二

上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按压在第二上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二上按压开关产

生响应时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二上限位按压上；所述第二下按压开关包括第二下按压

开关主体和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二上  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二下限位按

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按压在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二下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

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二下限位按压上；所述第一上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一弧形段

上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一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第二上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

同第二弧形段上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二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第一下电热器

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一弧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一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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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下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二弧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二下电热器部弧形加

热按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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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门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

测校正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木门制作的过程中，有的木门会贴上双层结构的面层来改变外观，双层面层的结

构为包括里层和面层，里层和面层都包括平面部、通过第一弧形段连接在平面部一侧的第

一上翻边和通过第二弧形段连接在平面部另一侧的第二上翻边，现有的面层制作时里层和

面层通过胶粘着后自由晾干来使胶固化的胶固化过程中容易产生上翻边变形使得翻转角

度不符合要而不能够贴合到门上，而且翻转角度不符合要求的面层也不能够检测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解决了现有

的面层胶粘固化过程中产生变形而不能够获知和校正的问题。

[0004] 以上技术问题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解决的：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

压检测校正机构，所述面板包括里层和外层，所述里层和外层都包括平面部、位于平面部一

侧的第一上翻边和位于平面部另一侧的第二上翻边，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底槽，上料输送

带用于将面层输送到所述支撑底槽内，所述支撑底槽内设有沿支撑槽长度方向延伸的支撑

托板和若干沿支撑底槽长度方向分布的按压重块，所述按压重块通过沿支撑底槽延伸方向

延伸的铰接销同支撑底槽铰接在一起，所述按压重块设有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上限位

按压杆，所述支撑底槽设有同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和同第二上

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二下限位按压杆，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

成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所述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二上翻边

避让间隙；所述按压重块配合所述支撑托板夹持住所述平面部时，所述第一上翻边位于所

述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一上翻边的翻转角度符合要求、所述第二上翻边位于所述第

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符合要求。使用时，以铰接销为轴转动按压

重块同支撑托板分开，然后将面层和里层通过胶粘在一起且胶没有固化的面板送到支撑底

槽内且支撑的支撑托板上，再使按压重块合拢而按压到平面部上，此时如果上翻边的翻转

角度符合要求则第一上翻边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第二上翻边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

间隙内而不产生夹持转移，如果不符合要求则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夹持

住、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下限位按压杆夹持住第二上翻边第一上翻边和第二上翻边而

保持在设定的翻转角度进行面层粘结胶的固化。

[0005] 作为优选，第一上翻边通过第一弧形段同平面部连接在一起，第二上翻边通过第

二弧形段同平面部连接在一起，所述按压重块设有对第一弧形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一

上电热器和对第二弧形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上电热器，所述支撑底槽设有对第一弧

形段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一下电热器和对第二弧形段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下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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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当翻转角度不符合要求时，则对化学段进行加热并进行校正，能够提高校正效率与效

果。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上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一弧形段上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

第一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第二上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二弧形段上表面弯

曲方向相同的第二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第一下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一弧

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一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所述第二下电热器设有弯曲

方向同第二弧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二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加热校正效果

好，不容易产生校正时弧形段开裂损坏的现象。

[0007] 作为优选，第一上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大于设定

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上按压开关，第二上限位按

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大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

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二上按压开关，第一下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

边的翻转角度小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下

按压开关，第二下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小于设定值时被位

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二下按压开关，当第一上按压开关被按

压到时所述第一上电热器启动，当第一下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一下电热器启动，当

第二上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二上电热器启动，当第二下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

二下电热器启动。能够自动或者是否需要校正和启动对应的加热器进行加热以提高校正效

率与效果。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上按压开关包括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一上按压开关按压

头，所述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一上翻边按压在第

一上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一上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一上限

位按压上；所述第一下按压开关包括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一下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

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一下翻边按压在第一下按压

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一下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上；

所述第二上按压开关包括第二上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二上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二上按压

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按压在第二上按压开关按压头

上使得第二上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二上限位按压上；所述第二下

按压开关包括第二下按压开关主体和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所述第二想按压开关主体容

置在所述第二下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按压在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二

下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二下限位按压上。能够防止进行矫正时损

坏按压开关。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按压重块设有驱动柄，所述铰接销穿设在所述驱动柄上将按压重

块同支撑底槽铰接在一起，所述驱动柄的端面上设有滑孔，所述滑孔内可拔插地穿设有配

重杆，所述滑孔的开口和按压重块位于所述铰接销的径向两侧。能够通过改变配重杆的插

入深度来改变按压重块的按压力，以避免面板上翻边变形严重时一次性校正到位而导致折

断报废。

[0010] 本发明具有下述优点：能够使得胶固化过程中不好产生上翻边变形而导致翻转角

度不符合要求，对于翻转角度不符合要求的能够进行校正到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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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正视示意图。

[0012] 图2本发明实施例一去除上料输送带后的右视示意图。

[0013] 图3本发明实施例二去除上料输送带后的右视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三的局部示意图。

[0015] 图中：支撑底槽1、支撑托板11、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12、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13、

第一下限位按压杆14、第二下限位按压杆15、第一下电热器16、第一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

压面161、第二下电热器17、第二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171、第一下按压开关18、第一

下按压开关主体181、第一下按压开关按压头182、第二下按压开关19、第二下按压开关主体

191、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192、定位块10、条形孔101、锁紧螺母102、槽盖3、按压重块4、驱

动柄41、滑孔411、铰接销42、配重杆43、长条孔431、第一上限位按压杆44、第二上限位按压

杆45、第一上电热器46、第一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461、第二上电热器47、第二上电热

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471、第一上按压开关48、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481、第一上按压开关按

压头482、第二上按压开关49、第二下按压开关主体191、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192、橡胶层

40、面板5、里层51、外层52、平面部53、第一弧形段54、第一上翻边55、第二弧形段56、第二上

翻边57、第一上喷水机构61、第一上喷水腔611、第一上喷水孔612、第二上喷水机构62、第二

上喷水腔621、第二上喷水孔622、第一下喷水机构63、第一下喷水腔631、第一下喷水孔632、

第二下喷水机构64、第二下喷水腔641、第二下喷水孔642、作业通道S。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实施例一，参见图1和图2，面板5包括里层51和外层52。里层和面层都包括平面部

53、通过第一弧形段54连接在平面部一侧的第一上翻边55和通过第二弧形段56连接在平面

部另一侧的第二上翻边57。

[0018] 一种双层双上翻边木门面板点压式按压检测校正机构，包括支撑底槽1。支撑底槽

内设有沿支撑槽长度方向延伸的支撑托板11和若干沿支撑底槽长度方向分布的按压重块

4。按压重块设有驱动柄41。铰接销42穿设在驱动柄上将按压重块同支撑底槽铰接在一起。

驱动柄的端面上设有滑孔411。滑孔内可拔插地穿设有配重杆43。配重杆上设有沿滑孔延伸

方向延伸的长条孔431。铰接销穿设在长条孔内而防止配重杆脱落。使用时通过改变配重杆

的拔出长度来抵消按压重块产生的以铰接销为轴的力矩，从而改变按压重块的按压力。滑

孔的开口和按压重块位于铰接销的径向两侧。铰接销的延伸方向同支撑底槽的延伸方向延

伸相同即沿图1中的左右方向。按压重块设有第一上限位按压杆44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45。

支撑底槽设有同第一上限位按压杆配合的第一下限位按压杆14和同第二上限位按压杆配

合的第二下限位按压杆15。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一上翻边避

让间隙12。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下限位按压杆之间形成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13。按压

重块配合支撑托板夹持住平面部时，第一上翻边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一上翻边

的翻转角度符合要求、第二上翻边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且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符

合要求。按压重块还设有对第一弧形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一上电热器46和对第二弧形

段的上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上电热器47。支撑底槽设有对第一弧形段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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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下电热器16和对第二弧形段的下表面进行加热的第二下电热器17。第一上电热器设有

弯曲方向同第一弧形段上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一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461。第二

上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二弧形段上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二上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

压面471。第一下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一弧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第一下电热器

部弧形加热按压面161。第二下电热器设有弯曲方向同第二弧形段下表面弯曲方向相同的

第二下电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171。第一上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边的

翻转角度大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上按压

开关48。第二上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二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大于设定值时被位于

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二上按压开关49。第一下限位按压杆的按

压端上设有当第一上翻边的翻转角度小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一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一

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一下按压开关18。第二下限位按压杆的按压端上设有当第二上翻边的翻

转角度小于设定值时被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的第二上翻边按压到的第二下按压开

关19。当第一上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第一上电热器启动，当第一下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第

一下电热器启动，当第二上按压开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二上电热器启动，当第二下按压开

关被按压到时所述第二下电热器启动。第一上按压开关48包括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481和

第一上按压开关按压头482，所述第一上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内，所

述第一上翻边按压在第一上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一上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

边支撑在所述第一上限位按压上。第一下按压开关18包括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181和第一

下按压开关按压头182，所述第一下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

一下翻边按压在第一下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一下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一上翻边支

撑在所述第一下限位按压上。第二上按压开关49包括第二上按压开关主体491和第二上按

压开关按压头492。第二上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

按压在第二上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二上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

第二上限位按压上。第二下按压开关19包括第二下按压开关主体191和第二下按压开关按

压头192，所述第二想按压开关主体容置在所述第二下限位按压杆内，所述第二上翻边按压

在第二下按压开关按压头上使得第二下按压开关产生响应时第二上翻边支撑在所述第二

下限位按压上。按压重块的按压面上设有橡胶层40。支撑底槽1上还设有可朝向驱动柄所在

方向伸缩的定位块10。定位块设有条形孔101，锁紧螺母102穿过条形孔102后螺纹连接在支

撑底槽上从而将定位块同支撑底槽固定在一起。使用时，松开锁紧螺母然后改变定位块的

位置调整按压重块同支撑托板之间的间隙到符合要求、避免面板厚度变化时按压重块在面

板上产生压印，然后从下锁紧锁紧螺母即可。

[0019] 使用时，以铰接销为轴转动按压重块同支撑托板分开，然后将面层和里层通过胶

粘在一起且胶没有固化的面层5输送到支撑底槽1内且支撑的支撑托板11上，再使按压重块

合拢而按压到平面部上，此时如果上翻边的翻转角度符合要求则第一上翻边位于第一上翻

边避让间隙内、第二上翻边位于第二上翻边避让间隙内而不产生夹持转移，如果不符合要

求则第一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一下限位按压杆夹持住、第二上限位按压杆和第二下限位按压

杆夹持住第二上翻边第一上翻边和第二上翻边而保持在设定的翻转角度进行面层粘结胶

的固化。

[0020] 实施例二，同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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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参见图3，还包括盖在支撑底槽1上的槽盖3。支撑底槽和槽盖围成一个作业通道S，

从而能够减少加热时的热量流失和防止粉尘进入面层内而影响产品质量。按压重块除驱动

柄41伸出作业通道外、其余部件都位于作业通道内。

[0022] 实施例三，同实施例二的不同之处为：

[0023] 参见图4，第一上加热器设有第一上喷水机构61。第一上喷水机构61包括设置在第

一上加热器内的第一上喷水腔611和将水输送到第一上喷水腔内的第一上水泵。第一上喷

水腔611设有若干贯通第一上加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461的第一上喷水孔612。

[0024] 第二上加热器设有第而上喷水机构62。第二上喷水机构62包括设置在第二上加热

器内的第二上喷水腔621和将水输送到第二上喷水腔内的第而上水泵。第二上喷水腔621设

有若干贯通第二上加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471的第二上喷水孔622。

[0025] 第一下加热器设有第一下喷水机构63。第一下喷水机构63包括设置在第一下加热

器内的第一下喷水腔631和将水输送到第一下喷水腔内的第一下水泵。第一下喷水腔631设

有若干贯通第一下加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161的第一下喷水孔632。

[0026] 第二下加热器设有第二下喷水机构64。第二下喷水机构64包括设置在第二下加热

器内的第二下喷水腔641和将水输送到第二下喷水腔内的第二下水泵。第二下喷水腔641设

有若干贯通第二下加热器部弧形加热按压面171的第二下喷水孔642。

[0027] 使用时过程中，当第一上加热器进行加热时则第一下水泵启动而使得水从第一下

喷水孔632上喷出到第一弧形段上进行加湿而防止加热是水分太低而导致折弯时开裂。而

且加水进行湿化的效率高。

[0028] 当第一下加热器进行加热时则第一上水泵启动而使得水从第一上喷水孔612上喷

出到第一弧形段上进行加湿而防止加热是水分太低而导致折弯时开裂。

[0029] 当第二上加热器进行加热时则第而下水泵启动而使得水从第二下喷水孔642上喷

出到第二弧形段上进行加湿而防止加热是水分太低而导致折弯时开裂。

[0030] 当第二下加热器进行加热时则第二上水泵启动而使得水从第二上喷水孔622上喷

出到第二弧形段上进行加湿而防止加热是水分太低而导致折弯时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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