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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裁成型设备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所述

裁断机包括有机架和设于机架上的龙门架，机架

上设有沿机架纵向移动的送料板，龙门架下设有

沿机架横向移动用于冲裁布料的冲裁装置。所述

转移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上且位于送料板上

方的输送机和与冲裁装置同步且同向移动的转

料机构，所述输送机相对送料板移动方向位于冲

裁装置的前端，并且输送机沿送料板移动方向的

侧面输送，所述转料机构包括位于输送机上方的

接料板与冲裁装置同步且同向移动的移动支座、

位于移动支座上驱动接料板移动至冲裁装置下

方的接料单元、位于接料板上方的推杆和驱动推

杆沿输送机输送方向移动的推料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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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所述裁断机包括有机架和设于机架上的龙

门架，所述机架上设有沿机架纵向移动的送料板，龙门架下设有沿机架横向移动用于冲裁

布料的冲裁装置，该冲裁装置包括有成型刀模，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移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

架上且位于送料板上方的输送机和与冲裁装置同步且同向移动的转料机构，所述输送机相

对送料板移动方向位于冲裁装置的前端，并且输送机沿送料板移动方向的侧面输送，所述

转料机构包括位于输送机上方的接料板与冲裁装置同步且同向移动的移动支座、位于移动

支座上驱动接料板移动至冲裁装置下方的接料单元、位于接料板上方的推杆和驱动推杆沿

输送机输送方向移动的推料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冲

裁装置包括有刀模、驱动刀模升降的油缸、顶出位于刀模内冲裁布料的顶针和驱动顶针移

动的升降气缸，所述油缸的活塞杆末端固定有连接座，所述刀模固定于连接座底部，所述气

缸固定于连接座内上方，气缸的活塞杆末端固定有连接板，顶针固定于连接板底部，并且所

述连接座底部设有顶针可贯穿至刀模内的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龙

门架上设有驱动冲裁装置移动的横移机构，该横移机构包括有平行固定于龙门架横梁内的

滑轨、固定于冲裁装置上的横移支座，固定于横移支座上的第三螺母、与滑轨平行且与第三

螺母螺旋连接的横移丝杠以及驱动横移丝杠转动的横移电机，所述横移支座两侧转动连接

有滚轮，两侧滚轮于滑轨上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架内部固定有驱动送料板移动的送料板移动装置，该送料板移动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内

两侧的第一导轨、固定于送料板底部两侧的第一滑块、固定于送料板底部的第一螺母、位于

机架内且与第一螺母螺旋连接的第一丝杠以及驱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一电机，所述第一滑

块嵌入于第一导轨内沿第一导轨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连接于机架上的两第二导轨和固定于接料支座底部两侧的第二滑块，

所述两第二导轨与输送机水平放置，所述第二滑块嵌入于第二导轨内沿第二导轨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连接移动支座和冲裁装置的连接架。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于接料支座底部的第二螺母、位于两第二导轨之间且与第二螺母螺旋

连接的第二丝杠以及固定于机架一侧驱动第二丝杠转动的第二电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料板于冲裁装置一侧设有向上翻折的挡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料单元和推料单元均为气缸，两气缸的活塞杆分别与推杆和接料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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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裁成型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业生产中，裁断机的用途非常广泛，其适用于各类皮革、布料、以及玻璃纤维

等片状物的成型加工。主要是利用成型刀模通过冲裁动作获得人们所需的片材或半成品。

现有的裁断机在收取裁切成型材料时，操作人员一般位于布料输送位置的末端，待布料输

送至该位置时才可将成型布料取出，此收取成型布料的过程的方式效率较低，并且布料在

进行裁切的过程中，由于已经完成裁切的成型布料尚未取出，容易导致刀模下一次裁切时

裁切至成型布料的边缘，导致已裁切成型的布料成为废品。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该裁断机每完成完成一

次裁切后，转移装置即可将成型布料转移至操作人员处进行收取，克服了现有技术中收取

成型布料效率较低以及刀模容易裁切到成型布料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所述裁

断机包括有机架和设于机架上的龙门架，所述机架上设有沿机架纵向移动的送料板，龙门

架下设有沿机架横向移动用于冲裁布料的冲裁装置，该冲裁装置包括有成型刀模，其特征

在于：所述转移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上且位于送料板上方的输送机和与冲裁装置同步且

同向移动的转料机构，所述输送机相对送料板移动方向位于冲裁装置的前端，并且输送机

沿送料板移动方向的侧面输送，所述转料机构包括位于输送机上方的接料板与冲裁装置同

步且同向移动的移动支座、位于移动支座上驱动接料板移动至冲裁装置下方的接料单元、

位于接料板上方的推杆和驱动推杆沿输送机输送方向移动的推料单元。

[0005]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冲裁装置包括有刀模、驱动刀模升降的油缸、顶出位于刀

模内冲裁布料的顶针和驱动顶针移动的升降气缸，所述油缸的活塞杆末端固定有连接座，

所述刀模固定于连接座底部，所述气缸固定于连接座内上方，气缸的活塞杆末端固定有连

接板，顶针固定于连接板底部，并且所述连接座底部设有顶针可贯穿至刀模内的通孔。

[000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龙门架上设有驱动冲裁装置移动的横移机构，该横移机

构包括有平行固定于龙门架横梁内的滑轨、固定于冲裁装置上的横移支座，固定于横移支

座上的第三螺母、与滑轨平行且与第三螺母螺旋连接的横移丝杠以及驱动横移丝杠转动的

横移电机，所述横移支座两侧转动连接有滚轮，两侧滚轮于滑轨上移动。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机架内部固定有驱动送料板移动的送料板移动装置，该

送料移动板移动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内两侧的第一导轨、固定于送料板底部两侧的第一

滑块、固定于送料板底部的第一螺母、位于机架内且与第一螺母螺旋连接的第一丝杠以及

驱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一电机，所述第一滑块嵌入于第一导轨内沿第一导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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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转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连接于机架上的两第二导轨和固

定于接料支座底部两侧的第二滑块，所述两第二导轨与输送机水平放置，所述第二滑块嵌

入于第二导轨内沿第二导轨移动。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转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连接移动支座和冲裁装置的连接

架。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转料机构还包括有固定于接料支座底部的第二螺母、位

于两第二导轨之间且与第二螺母螺旋连接的第二丝杠以及固定于机架一侧驱动第二丝杠

转动的第二电机。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接料板于冲裁装置一侧设有向上翻折的挡边。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接料单元和推料单元均为气缸，两气缸的活塞杆分别与

推杆和接料板固定连接。

[0013]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结构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

点：本实用新型的裁断机每完成完成一次裁切后，控制系统便依次控制接料板移动至刀模

下方；控制升降气缸带动顶针将成型布料顶出于刀模内，使成型布料下落至接料板上；控制

接料单元的活塞杆收缩使接料板往回移动至输送机上方；控制推料单元驱动推杆向接料板

方向移动，从而将成型布料推离接料板而下落于处于运行状态的输送机的输送平面上，最

终此次冲裁成型的布料随输送机移动至机架侧面，由位于此处的操作人员进行接料和打

包。此方式可使裁断机每一次完成裁切动作之后，均可将成型布料及时收取，有效的提高了

成型布料的收取效率，同时解决刀模容易裁切到成型布料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2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机架上的送料板移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龙门架内横移机构与冲裁装置连接的示意图。

[0018] 图5为冲裁装置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刀模和顶针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转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接料板伸出于刀模下方的侧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附图1至6所示，一种裁断机及裁切成型物料的转移装置，所述裁断机包括有机

架1和设于机架1上的龙门架3，所述机架1上设有沿机架1纵向移动的送料板21，龙门架3下

设有沿机架1横向移动用于裁切布料的冲裁装置5，该冲裁装置5包括有裁切特定形状的成

型刀模54、驱动刀模54升降的油缸51、顶出位于刀模54内成型布料的顶针56和驱动顶针56

移动的升降气缸53。所述油缸51的活塞杆511末端固定有连接座52，所述刀模54固定于连接

座52底部，所述连接座52底部设有顶针56可贯穿至刀模54内的通孔521。所述升降气缸53固

定于连接座52内上方，升降气缸53的活塞杆511末端固定有连接板55，顶针56固定于连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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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底部。所述顶针56有数根，各顶针56对应于刀模54模腔541内的各方向，所述刀模顶部设

有对应各顶针的顶针孔542，通过升降气缸53的活塞杆531下降带动各顶针56下降可将刀模

54内的成型布料竖直向下顶出。

[0024] 如附图5和6所示，裁切数张依次叠放的布料时，通过油缸51的活塞杆511带动刀模

54的下压实现对布料的裁断成型。在现有冲裁技术的裁断过程中布料受刀模54下压的力而

向下弯曲，由于刀模54呈闭环结构，使得裁切成型后的布料位于刀模54的模腔541内，并且

向下弯曲的布料在完成裁切后大多具有回弹的张力，布料利用其张力固定于刀模54的模腔

541内并随刀模54上升而上升，此时通过升降气缸53驱动连接板55下降使连接板55底部的

各顶针56下降，从而将成型布料顶出于刀模54内。

[0025] 如附图1、2和4所示，所述龙门架3上设有驱动冲裁装置移动的横移机构，该横移机

构包括有平行固定于龙门架横梁内的滑轨63、固定于冲裁装置5上的横移支座62，固定于横

移支座62上的第三螺母65、与滑轨63平行且与第三螺母65螺旋连接的横移丝杠66以及驱动

横移丝杠66转动的横移电机61。所述横移丝杠66两端转动连接于龙门架3内，所述横移支座

62两侧转动连接有滚轮64，两侧滚轮64于滑轨63上移动。工作时，通过横移电机61驱动横移

丝杠66转动可带动横移支座62移动，从而带动冲裁装置5移动。

[0026] 如附图1至3所示，所述机架1内部固定有驱动接料板21移动的送料板移动装置，该

送料移动板移动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1内两侧的第一导轨22、固定于送料板底部两侧的

第一滑块23、固定于送料板21底部的第一螺母24、位于机架1内且与第一螺母21螺旋连接的

第一丝杠25以及驱动第一丝杆25转动的第一电机26。所述第一丝杠25两端转动连接于机架

1内，具体可于机架1内固定轴承座连接第一丝杠25。所述第一滑块23嵌入于第一导轨22内

沿第一导轨23移动。工作时，通过第一电机26驱动第一丝杠25转动可带动送料板21移动。

[0027] 如附图1至3所示，所述转移装置包括有固定于机架1上且位于送料板21上方的输

送机41和与冲裁装置5同步且同向移动的转料机构。所述输送机41优选为现有技术中的皮

带输送机，该输送机41沿送料板21移动方向的侧面输送，并且输送机41相对送料板21移动

方向位于冲裁装置5的前端。所述转料机构包括有移动支座42、位于输送机41上方的接料板

46、位于移动支座42上驱动接料板46移动至冲裁装置下方的接料单元48、位于接料板46上

方的推杆47、驱动推杆47沿输送机41输送方向移动的推料单元45以及固定连接于机架1上

的两第二导轨410和固定于接料支座42底部两侧的第二滑块411。所述接料单元48和推料单

元45均优选为气缸，两气缸的活塞杆分别与推杆47和接料板46固定连接。所述接料板21于

冲裁装置5一侧设有向上翻折的挡边421，用以防止接收布料的过程中，布料受惯性作用力

而掉落于接料板21上。所述两第二导轨410与冲裁装置5的移动方向41水平放置，所述第二

滑块411嵌入于第二导轨410内沿第二导轨410移动，使移动支座42可沿第二导轨410移动，

即沿冲裁装置5移动方向移动。此外如附图8所示，所述第一导轨22与第一滑块23的连接结

构和第二导轨410与第二滑块411的连接结构优选为现有技术中的燕尾型导轨。

[0028] 所述移动支座42与冲裁装置5同步且同向移动，具体的，如附图2所示，所述移动支

座42与连接座52之间固定连接有连接架43，使移动支座42受连接架43的牵引随冲裁装置5

的移动而移动；或者如附图1和8所示，于移动支座42底部固定第二螺母49，于两第二导轨

410之间设置一可转动的第二丝杠412，第二丝杠412两端与机架1通过轴承座连接，使得该

第二丝杠412与第二螺母49螺旋连接，同时于机架1一侧固定可驱动第二丝杠412转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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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机44，通过程序控制使第二电机44与横移电机61同步且同向转动，即可实现冲裁装置5

和移动支座42的同步且同向移动。

[0029]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有用于控制控制裁断机和成型转移装置运行的控制系统，工作

前，将选定的刀模形状输入至控制系统，同时设定冲裁装置5和送料板的工作参数，即冲裁

装置5的横向移动距离和横向裁断刀数以及送料板的纵向移动的距离和纵向移动的次数。

具体的，该控制系统控制一次完整冲裁过程为：控制送料板移动装置将数层依次叠放于送

料板21上的布料随送料板21的移动而移动至冲裁装置的刀模5下方；控制油缸51驱动刀模

54下降对布料进行裁切，裁断后刀模54随油缸51的活塞杆511缩回而上升，而裁切成型后的

布料依然位于刀模54的模腔内；控制接料单元48驱动的活塞杆481伸出使接料板46移动至

刀模54下方；控制升降气缸53带动顶针56下降，从而将成型布料顶出于刀模54内，并下落至

接料板46上，之后接料单元58的活塞杆481收缩使接料板46往回移动至输送机41上方；控制

推料单元45驱动推杆47向接料板46方向移动，从而将成型布料推离接料板46而下落于处于

运行状态的输送机41的输送平面上，最终此次裁切成型的布料随输送机41移动至机架1侧

面，由工人进行接料和打包。在此次裁切之后，冲裁装置5和转料机构均从龙门架3一侧向龙

门架3另一侧依次移动预先设定的冲裁装置5横向移动距离，且通过上述方式依次进行裁

切，并且将成型的布料均通过输送机41转移至机架1一侧，待冲裁装置5逐次完成裁切并移

动至龙门架3的另一端后，控制系统控制送料板21向输送机1方向依次移动预先设定的送料

板纵向移动距离，从而开始对送料板21上的布料依照上述方式逐行冲裁，直至布料完全裁

切完成。

[0030]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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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208529260 U

9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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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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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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