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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有

控制系统的底座以及固定安装于所述底座上平

面两侧的加长安装架，所述加长安装架上依次设

有上料机构、冲压机构、拉料机构和裁切机构。本

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集送料工序、成型

工序、拉料工序和裁切工序于一体，能大大节约

工序转换时浪费的时间，减少劳动力资本，极大

的提高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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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5)，所述底座(5)上设有加长安装架(6)，所

述加长安装架(6)上依次设有上料机构(1)、冲压机构(2)、拉料机构(3)和裁切机构(4)；所

述冲压机构(2)包括冲压下板(21)，所述冲压下板(21)设置在所述加长安装架(6)上，所述

冲压下板(21)上面设置有冲压下模(23)，所述冲压下板(21)通过围绕所述冲压下模(23)安

装在其上面的四根冲压支杆(26)连接有冲压上板(20)，所述冲压上板(20)上设置有驱动轴

连接冲压上模(22)的冲压推杆气缸(28)；物料由所述拉料机构(3)输送，所述上料机构(1)

中的物料，输入所述冲压机构(2)时，在所述冲压下模(23)上受所述冲压上模(22)通过所述

冲压推杆气缸(28)驱动下往所述冲压下模(23)贴合成型后，通过所述拉料机构(3)输入所

述裁切机构(4)中进行裁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靠近所述上料机构(1)的两根所述

冲压支杆(26)之间通过竖直设置的滑槽(260)连接有两沿所述滑槽(260)上下滑动且带有

防尘棉布的进料导向轴(24)，所述冲压支杆外侧竖直排列有多个与所述滑槽(260)连通的

定位孔(2600)，所述进料导向轴(24)通过螺钉和所述定位孔(2600)配合固定在所述冲压支

杆(26)上；靠近所述拉料机构(3)的两根所述冲压支杆(26)之间设有通过两竖直设置的支

柱连接所述冲压下板(21)的出料导向块(25)，所述出料导向块(25)设有引导成型产品通过

的导向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料机构(3)包括拉料底座

(31)，所述拉料底座(31)通过一双推杆气缸(27)与所述底座(5)连接，所述拉料底座(31)通

过竖直设置在其上面的拉料支杆(32)固定连接有拉料底板(34)和拉料上板(30)，所述拉料

上板(30)通过竖直固定设置在其上方的拉料推杆气缸(36)连接有拉料夹具(3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料夹具(33)包括设置在所述

拉料推杆气缸(36)驱动轴的连接板(333)和竖直设置在所述连接板(333)两端的夹杆

(33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1)包括两对称竖直

设置在所述加长安装架(6)且顶端设有装配槽(100)的上料架(10)，所述上料架(10)之间通

过所述装配槽(100)设有承料轴(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片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切机构(4)包括固定设置在

所述加长安装架(6)上的裁切底板(42)，所述裁切底板(42)通过竖直设置在其两端的裁切

支杆(45)依次连接有裁切下模(43)和裁切上板(40)，所述裁切上板(40)上设有裁切推杆气

缸(46)和与所述裁切推杆气缸(46)驱动轴连接的裁切上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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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片成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膜片成型机。

背景技术

[0002] 膜片是指当片状物料的两面受到不同的压力(或力)的作用时，物料向压力低的一

面应变移动，使其中心产生与压力差成一定关系的位移。

[0003] 膜片成型机是用于生产膜片的机台，现有的膜片成型机大多数只提供冲压成型工

序，使得生产进行时，成型后的产品需要完成指定数量再投入下一工序，如此，成型的第一

个产品成型后投入下一个工序的这段空窗时期被白白浪费，对产能造成极大的浪费。

[0004] 因此，针对此问题，有必要设计一种膜片成型机，能减少产品不同工序待加工的空

窗时间，提高产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集送料工序、成型工

序、拉料工序和裁切工序于一体的膜片成型机。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现有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膜片成型机，包括底座，所述

底座上设有加长安装架，所述加长安装架上依次设有上料机构、冲压机构、拉料机构和裁切

机构；所述冲压机构包括冲压下板，所述冲压下板设置在所述加长安装架上，所述冲压下板

上面设置有冲压下模，所述冲压下板通过围绕所述冲压下模安装在其上面的四冲压支杆连

接有冲压上板，所述冲压上板上设置有驱动轴连接冲压上模的冲压推杆气缸；所述上料机

构中的物料，经所述冲压上模在所述冲压推杆气缸驱动下往所述冲压下模贴合成型后，通

过所述拉料机构输送到所述裁切机构中裁切出料。

[0007] 具体地，所述上料机构包括两对称竖直设置在所述加长安装架且顶端设有装配槽

的上料架，所述上料架之间通过所述装配槽设有承料轴。

[0008] 具体地，所述拉料机构包括拉料底座，所述拉料底座通过一双推杆气缸与所述底

座连接，所述拉料底座通过竖直设置在其上面的拉料支杆固定连接有拉料底板和拉料上

板，所述拉料上板通过竖直固定设置在其上方的拉料推杆气缸连接有拉料夹具。

[0009] 具体地，所述裁切机构包括固定设置在所述加长安装架上的裁切底板，所述裁切

底板通过竖直设置在其两端的裁切支杆依次连接有裁切下模和裁切上板，所述裁切上板上

设有裁切推杆气缸和与所述裁切推杆气缸驱动轴连接的裁切上模。

[0010] 进一步地，靠近所述上料机构的两所述冲压支杆之间通过竖直设置的滑槽连接有

两根沿所述滑槽上下滑动且带有防尘棉布的进料导向轴，所述冲压支杆外侧竖直排列有多

个与所述滑槽连通的定位孔，所述进料导向轴通过螺钉和所述定位孔配合固定在所述冲压

支杆上。

[0011] 进一步地，靠近所述拉料机构的两根所述冲压支杆之间设有通过两根竖直设置的

支柱连接所述冲压下板的出料导向块，所述出料导向块设有引导成型产品通过的导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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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再进一步地，所述拉料夹具包括设置在所述拉料推杆气缸驱动轴的连接板和竖直

设置在所述连接板两端的夹杆。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集送料、成型、拉料、裁切工序于

一体，能大大节约工序转换时浪费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产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的立体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的俯视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的左视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上料机构1的立体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冲压机构2的立体图；

[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拉料机构3的立体图；

[0020] 图7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裁切机构4的立体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上料机构1，冲压机构2，拉料机构3，裁切机构4，底座5，加长安装架

6，上料架10，承料轴11，冲压上板20，冲压下板21，冲压上模22，冲压下模23，进料导向轴24，

出料导向块25，冲压支杆26，滑槽260，定位孔2600,裁切上板40，裁切中板41，裁切底板42，

裁切下模43，裁切上模44，裁切支杆45，拉料上板30，拉料底座31，拉料支杆32，拉料夹具33，

夹杆332，夹具连接板333，拉料底板34，冲压推杆气缸28，双推杆气缸27，拉料推杆气缸36，

裁切推杆气缸46。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参照图1至图7，本实用新型解决现有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膜片成型机，

包括底座5，所述底座5上焊接有加长安装架6，所述加长安装架6上依次安装有上料机构1、

冲压机构2、拉料机构  3和裁切机构4。

[0024] 所述上料机构1包括两对称竖直焊接在所述加长安装架6且内侧顶端对称设有“U”

形装配槽的上料架10，所述装配槽开口朝上，所述上料架10之间通过所述装配槽设有承料

轴11，物料设置在所述承料轴11上。

[0025] 所述冲压机构2包括冲压下板21，所述冲压下板21焊接在所述加长安装架6上，所

述冲压下板21上面通过螺钉固定设有冲压下模  23，所述冲压下板21上方通过围绕所述冲

压下模23竖直焊接在所述冲压上板21上的四冲压支杆26焊接有冲压上板20，与所述冲压下

模23配合的冲压上模22通过安装在所述冲压上板20上的冲压推杆气缸28固定安装在所述

冲压下模23上方；进一步地，靠近所述上料机构1的两所述冲压支杆26之间通过设置有精雕

机对称雕刻的滑槽260安装有两进料导向轴24，两所述进料导向轴24上设有防尘棉布且底

部钻有螺纹孔，两所述冲压支杆26外侧通过钻孔机钻有多个对称竖直排列的且与所述滑槽

260连通的定位孔2600，两所述进料导向轴24通过所述滑槽260调整位置，并通过螺钉、所述

螺纹孔和所述定位孔2600配合锁紧在所述冲压支杆26上，两所述进料导向轴  24之间设有

供物料通过的缝隙；靠近所述拉料机构3的两所述冲压支杆26之间设有出料导向块25，所述

出料导向块25通过两竖直焊接在所述冲压下板21上的支柱固定安装在所述拉料下板21上，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08787327 U

4



所述出料导向块25通过精雕机雕刻有引导物料成型后输入所述拉料机构  3的导向槽。

[0026] 所述拉料机构3包括拉料底座31，所述拉料底座31通过双推杆气缸27与所述底座5

连接，所述拉料底座31通过竖直焊接其两端上面的拉料支杆依次焊接有拉料底板34和拉料

上板30，所述拉料上板  30通过固定安装在其上方的拉料推杆气缸36安装有拉料夹具33，所

述拉料夹具33包括设置在所述拉料推杆气缸36驱动轴的连接板333  和竖直设置在所述连

接板两端的夹杆332，成型后物料经过所述拉料底板34时，所述拉料连接板333在所述拉料

推杆气缸36的驱动下带动所述夹杆332往所述拉料底板34运动后将物料固定在所述拉料地

板上，所述拉料底座31经所述双推杆气缸27驱动后带动所述拉料底板34将所述物料输入所

述裁切机构4进行切裁，同时，将所述上料机构1的物料输入所述冲压机构，以确保下一次拉

料工序的进行。

[0027] 所述裁切机构4包括焊接在所述加长安装架6上的裁切底板42，所述裁切底板42通

过竖直焊接其两端的裁切支杆45依次焊接有裁切下模43和裁切上板40，所述裁切上板40上

通过定位孔安装有裁切推杆气缸46和与所述裁切下模43配合且与所述裁切推杆气缸46驱

动轴连接的裁切上模44；所述裁切上模44在所述裁切推杆气缸46  驱动下往所述裁切下模

43运动，通过与所述裁切下模43配合将物料裁切。

[002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冲压推杆气缸28、双推杆气缸27、拉料推杆气缸36和裁切推杆

气缸46均由PLC控制系统驱动。

[002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膜片成型机的物料均有由所述拉料机构3在所述双推杆气缸27

的驱动作用下实现运输，其具体地，物料到达所述拉料底板34时，所述夹杆332经所述拉料

推杆气缸36驱动往所述拉料底板34运动后其底部与所述拉料底板34贴合，将物料夹紧，所

述拉料底座31经所述双推杆气缸27驱动后带动物料运动。

[0030] 物料呈卷状固定设置在所述承料轴11上，先经所述进料导向轴  24清洁外表灰尘

后进入所述冲压上模22和所述冲压下模23之间，所述冲压上模22经所述冲压推杆气缸28驱

动往所述冲压下模23运动后与所述冲压下模23贴合，将物料冲压成型，成型物料经所述导

向槽运送到所述拉料机构3，由所述拉料机构3输入所述裁切机构4  进行裁切。

[0031] 此外，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只要其以基本相同的手段达到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效果，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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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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