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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隐形眼镜的生产制造

工艺，具体涉及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该装置

包括：工作台，位于工作台上的注液装置，位于工

作台上的吸模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支架台(3)，

位于工作台上的模具底座(4)，位于模具底座上

的第一模具中转板(6)、第二模具中转板(7)；本

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隐形眼镜投料装置结构简单、

巧妙，操作方便且投料效率高，能够有效节省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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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工作台，位于工作台上的注液装

置，位于工作台上的吸模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支架台(3)，位于工作台上的模具底座(4)，

位于模具底座上的第一模具中转板(6)、第二模具中转板(7)；

第一模具中转板和第二模具中转板分别有M*N个模具孔；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所述第

一模具中转板上，隐形眼镜上模放置在所述第二模具中转板上；

所述注液装置包括：M个并排的注液头(11)，M个注液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升降板(12)上，

位于第一升降板下面的第一升降装置(13)，M个磁力泵(14)，每个磁力泵通过出液管(15)与

注液头相连；

所述吸模装置包括：M个并排的真空吸头(21)，第二升降板(22)，拖动第二升降板上下

移动的第二升降装置(23)，拖动第二升降装置水平移动的平移装置(24)；所述M个并排的真

空吸头安装在第二升降板上；

所述模具底座可沿Y方向往复移动，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跟随模具底座沿

Y方向往复移动；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第一模具中转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平移装置上

的金属感应片(31)，以及位于支架台上的第一感应器(32)、第二感应器(33)，第一感应器和

金属感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移动到的目标位置，第二感应器和金属感

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的反方向移动的目标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伺服电机

(41)、第二伺服电机(25)；所述第一伺服电机驱动模具底座沿Y方向往复移动，所述第二伺

服电机驱动平移沿X方向往复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第一模具中

转板下方的接液槽(9)，用于收集压膜过程洒落的液体原料。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模具中转板、第

二模具中转板的中部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模具中转板、第

二模具中转板上分别有4个定位孔，与模具底座上的8个定位销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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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隐形眼镜的生产制造工艺，具体涉及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隐形眼镜行业的蓬勃发展，隐形眼镜的生产工艺也不断地更新升级，从传统

的车削成型工艺发展到后来的离心成型法和模压成型法，各大生产厂家除了选择合适的生

产工艺，同时还会进行设备的升级，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高各工序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以及

实现各工序之间的自动化生产。

[0003] 在隐形眼镜的生产过程中，各个工序均需要用到特定的生产设备，而且根据各工

序的工艺特点，所需设备的规模也大小不一。在投料工序中，如果设备过于庞大，但是所需

生产的量较小时，尤其是处于研发阶段或者试生产阶段时，就容易造成设备损耗或者材料

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供一种结构精巧、操作方便，且投料效率高的投料装置，从而

不仅能够适应研发或试生产的生产量，还能有效节省能源和空间。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旨在提高投料效率。

[0005] 本实用新型中所称模具的下模为半球状壳体，内部凹面为工作面，所称上模为比

下模凹面尺寸略小的凸球体，凸面为工作面，凹面内注入成型材料，凸球体嵌入，凸面与凹

面之间的空间形成隐形眼镜，经固化成型后得到隐形眼镜。本实用新型正式针对这样的成

型过程。

[0006]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该装置包括：工作台，位于工作台上的注液装置，位于工

作台上的吸模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支架台3，位于工作台上的模具底座4，位于模具底座上

的第一模具中转板6、第二模具中转板7；

[0008] 第一模具中转板和第二模具中转板分别有M*N个模具孔；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所

述第一模具中转板上，隐形眼镜上模放置在所述第二模具中转板上；

[0009] 所述注液装置包括：M个并排的注液头11，M个注液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升降板12上，

位于第一升降板下面的第一升降装置13，M个磁力泵14，每个磁力泵通过出液管15与注液头

相连；

[0010] 所述吸模装置包括：M个并排的真空吸头21，第二升降板22，拖动第二升降板上下

移动的第二升降装置23，拖动第二升降装置水平移动的平移装置24；所述M个并排的真空吸

头安装在第二升降板上；

[0011] 所述模具底座可沿Y方向往复移动，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跟随模具底

座沿Y方向往复移动；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第一模具中转板，

[0012] 投料工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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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投料准备：

[0014] 第一模具中转板上放满下模，第二模具中转板上放满上模；然后装置开始运行，模

具底座拖动着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沿Y方向移动；当第1行下模移动到注液头

的正下方时，停止运行；

[0015] (二)单次投料过程：

[0016] 此时注液装置的第一升降装置开始下降；当注液头伸进下模的凹槽中时，停止下

降，此时M个磁力泵开始运行，将液体镜片材料注入到下模的凹槽中；

[0017] 注液完成后，注液装置的第一升降装置上升到初始位置；同时，模具底座拖动着第

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继续沿Y方向移动，当第2行下模移动到注液头的正下方时，

停止运行；此时，第1行的上模正好位于真空吸头的正下方；

[0018] 此时吸模装置的第二升降装置开始下降；当真空吸头吸住上模时，第二升降装置

停止下降，然后携带上模开始上升，上升到初始位置；

[0019] 吸模装置的平移装置拖动着第二升降装置及M个上模沿X方向移动；当移动到第1

行下模的正上方时，平移装置停止移动；

[0020] 第二升降装置吸附着M个上模下降，并缓慢地将上模压进相对应的下模中，完成一

次投料；M个真空吸附头释放M个上模；

[0021] 第二升降装置携带M个真空吸附头上升，然后沿X的反方向回到原始位置；完成一

次投料；

[0022] (三)循环单次投料过程，直到N行上模和下模全部投料完毕。

[0023] 优选方案一，还包括：位于平移装置上的金属感应片31，以及位于支架台上的第一

感应器32、第二感应器33，第一感应器和金属感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移

动到的目标位置，第二感应器和金属感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的反方向

移动的目标位置。

[0024] 优选方案二，还包括：第一伺服电机41、第二伺服电机25；所述第一伺服电机驱动

模具底座沿Y方向往复移动，所述第二伺服电机驱动平移沿X方向往复移动。进一步地，还包

括：位于第一模具中转板下方的接液槽9，用于收集压膜过程洒落的液体原料；或者，所述第

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的中部固定连接。更进一步，所述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

具中转板上分别有4个定位孔，与模具底座上的8个定位销配合使用，将第一模具中转板、第

二模具中转板在X方向、Y方向上的位置固定。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隐形眼镜投料装置结构简单、巧妙，

操作方便且投料效率高，能够有效节省空间。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投料装置结构示意图；图中，3代表支架台，4代表模具

底座，6代表第一模具中转板，7代表第二模具中转板，8代表工作台，9代表接液槽，11代表注

液头，12代表第一升降板，13代表第一升降装置，14代表磁力泵，15代表出液管，16代表进液

管，18代表支架框，21代表真空吸头，22代表第二升降板，23代表第二升降装置，24代表平移

装置，25代表第二伺服电机，32代表第一金属感应器，41代表第一伺服电机。

[0027] 图2为图1的俯视图；图中，3代表支架台，4代表模具底座，14代表磁力泵，15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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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管，16代表进液管，17代表过线孔，18代表支架框，22代表第二升降板，23代表第二升降装

置，24代表平移装置，25代表第二伺服电机，31代表金属薄片，32代表第一金属感应器，33代

表第二金属感应器，41代表第一伺服电机，42a、42b、42c、42d、42e、42f、42g、42h分别代表模

具底座上的定位销，43、44分别代表模具底座上的通孔。

[0028] 图3为实施例中第一模具中转板结构示意图；图中，模具孔为通孔，排列为6*10，61

代表模具孔，62a、62b、62c、62d分别代表定位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

[0030] 一种隐形眼镜投料装置，该装置包括：工作台，位于工作台上的注液装置，位于工

作台上的吸模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支架台3，位于工作台上的模具底座4，位于模具底座上

的第一模具中转板6、第二模具中转板7，位于平移装置上的金属感应片31，以及位于支架台

上的第一感应器32、第二感应器33，第一伺服电机41、第二伺服电机25，位于第一模具中转

板下方的接液槽9；

[0031] 第一模具中转板和第二模具中转板分别有6*10个模具孔；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所

述第一模具中转板上，隐形眼镜上模放置在所述第二模具中转板上；

[0032] 所述注液装置包括：6个并排的注液头11，6个注液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升降板12上，

位于第一升降板下面的第一升降装置13，6个磁力泵14，每个磁力泵通过出液管15与注液头

相连；

[0033] 所述吸模装置包括：6个并排的真空吸头21，第二升降板22，拖动第二升降板上下

移动的第二升降装置23，拖动第二升降装置水平移动的平移装置24；所述第二伺服电机驱

动平移装置沿X方向往复移动；所述6个并排的真空吸头安装在第二升降板上；金属薄片为

不锈钢薄片，所述第一感应器和金属感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移动到的

目标位置，第二感应器和金属感应片重合的位置正好是平移装置沿X方向的反方向移动的

目标位置。

[0034] 所述模具底座在所述第一伺服电机驱动下可沿Y方向往复移动，第一模具中转板、

第二模具中转板跟随模具底座沿Y方向往复移动；隐形眼镜下模放置在第一模具中转板，

[0035] 所述接液槽用于收集压膜过程洒落的液体原料；

[0036] 所述模具底座包括对称地两部分，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一模具

中转板对应，包括：6*10个通孔42，4个定位销43a、43b、43c、43d，每个通孔均与第一模具板

上的模具孔相对应，每个定位销与第一模具板上的定位孔相对应；第二部分与第二模具中

转板对应，包括：6*10个通孔44，4个定位销43e、43f、43g、43h，每个通孔均与第二模具板上

的模具孔相对应，每个定位销与第一模具板上的定位孔相对应；

[0037] 更进一步，所述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上分别有4个定位孔，与模具底

座上的8个定位销配合使用，将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在X方向、Y方向上的位置

固定。

[0038] 投料工作过程如下：

[0039] (一)投料准备：

[0040] 第一模具中转板上放满下模，第二模具中转板上放满上模；然后装置开始运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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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伺服电机驱动模具底座，进而拖动着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沿Y方向移动；当

第1行下模移动到注液头的正下方时，停止运行；

[0041] (二)单次投料过程：

[0042] 此时注液装置的第一升降装置开始下降；当注液头伸进下模的凹槽中时，停止下

降，此时6个磁力泵开始运行，将液体镜片材料注入到6个下模的凹槽中；

[0043] 注液完成后，注液装置的第一升降装置上升到初始位置；同时，第一伺服电机驱动

模具底座，进而拖动着第一模具中转板、第二模具中转板继续沿Y方向移动，当第2行下模移

动到注液头的正下方时，停止运行；此时，第1行的上模正好位于真空吸头的正下方；

[0044] 此时吸模装置的第二升降装置开始下降；当真空吸头吸住上模时，第二升降装置

停止下降，然后携带上模开始上升，上升到初始位置；

[0045] 第二伺服电机驱动平移装置，进而拖动着第二升降装置及6个上模沿X方向移动；

当移动到第1行下模的正上方时，平移装置停止移动；

[0046] 第二升降装置吸附着6个上模下降，并缓慢地将上模压进相对应的下模中，完成一

次投料；6个真空吸附头释放6个上模；

[0047] 第二升降装置携带6个真空吸附头上升，然后沿X的反方向回到原始位置；完成一

次投料；

[0048] (三)循环单次投料过程，直到10行上模和下模全部投料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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