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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

装置，包括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的工作台板，在

工作台板上设有直线导轨，在直线导轨上设有由

动力缸驱动的拖板，在拖板上通过快速换模装有

仿形模具，工作台板于近直线导轨处设有由高频

动力头驱动的直刀刀片，高频动力头通过固定梁

固定在工作台板上，直刀刀片的刃口的朝向与拖

板行走的朝向呈平行设置；拖板于近直刀刀片侧

设有翻转压紧单元；工作台板于出料端一侧的近

直线导轨处设有废料脱落口，于废料脱落管的下

方设有废料收集箱。较之现有技术，本发明可以

解决现有发泡风管管口切割时管口端面易出现

尺寸精度差和不能一次切割到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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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包括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的工作台板，在所述工

作台板上设有直线导轨，在所述直线导轨上设有由动力缸驱动的拖板，在所述拖板上通过

快速换模装有仿形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板于近所述直线导轨处设有由高频动力

头驱动的直刀刀片，所述高频动力头通过固定梁固定在所述工作台板上，所述直刀刀片的

刃口的朝向与所述拖板行走的朝向呈平行设置；所述拖板于近所述直刀刀片侧设有翻转压

紧单元；所述工作台板于出料端一侧的近所述直线导轨处设有废料脱落口，于所述废料脱

落管的下方设有废料收集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压紧单元

包括框形安装杆和穿装在框形安装杆顶部的多个翻转仿形压紧架，每个所述翻转仿形压紧

架分别与所述仿形模具上的多个仿形定位凹部相对应，所述框形安装杆于近每个所述翻转

仿形压紧架处均设有一个翻转限位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直刀刀片

为无齿刀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框形安装杆具

有横杆和分别连结在所述横杆两端的竖杆，所述框形安装杆通过所述竖杆装在所述拖板

上；所述翻转仿形压紧架包括套设在所述横杆上的转筒和设在所述转筒上的仿形支架；所

述翻转限位件具有套设在所述横杆上的套筒，所述套筒于近所述转筒处设有伸向所述仿形

支架的限位搭接部；所述翻转限位件的套筒的内径大于所述翻转仿形压紧架的转筒的内

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废料脱落口

上装有伸向所述废料收集箱的导向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板装在

机架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缸为气

缸，所述高频动力头为高频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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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发泡风管工艺装备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用于汽车发泡风管

管口的切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空调通风管是汽车空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一般由发泡塑料制成；大多汽

车空调的通风管为薄壁的发泡风管，在发泡风管的管口处设有管口端面；通常薄壁发泡风

管本体的管口端面要在带锯床上切割完成；所述带锯床包括工作台板，在所述工作台板设

有直线导轨，在所述直线导轨；工作时，先将仿形模具固定夹紧在带锯床的工作台板后，再

将发泡风管放置在仿形胎具上，启动带锯床使仿形胎具上的发泡风管体的管口沿直线导轨

在旋转的带锯条下横向移动，完成发泡风管的管口端面的切割。这种切割方式在生产的过

程中存在如下问题：1、由于薄壁发泡风管本体的壁厚小于1.5mm，完成切割后的管口端面后

容易出现圆弧状、不平直，尺寸精度差；同时切割割后的管口端面粗糙、毛刺较多；而且还不

能一次切割到位，后续还需人工进行修边多余的圆弧状边缘，生产效率低；2、带锯床的带锯

条长度较长，更换困难，而且价格较贵；3、切割掉的废料无处收集易污染环境。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以解决现有

发泡风管管口切割时管口端面易出现尺寸精度差和不能一次切割到位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这种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包

括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的工作台板，在所述工作台板上设有直线导轨，在所述直线导轨上

设有由动力缸驱动的拖板，在所述拖板上通过快速换模装有仿形模具，所述工作台板于近

所述直线导轨处设有由高频动力头驱动的直刀刀片，所述高频动力头通过固定梁固定在所

述工作台板上，所述直刀刀片的刃口的朝向与所述拖板行走的朝向呈平行设置；所述拖板

于近所述直刀刀片侧设有翻转压紧单元；所述工作台板于出料端一侧的近所述直线导轨处

设有废料脱落口，于所述废料脱落管的下方设有废料收集箱。

[0005] 上述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技术方案中，更具体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所述

翻转压紧单元包括框形安装杆和穿装在框形安装杆顶部的多个翻转仿形压紧架，每个所述

翻转仿形压紧架分别与所述仿形模具上的多个仿形定位凹部相对应，所述框形安装杆于近

每个所述翻转仿形压紧架处均设有一个翻转限位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直刀刀片为无齿刀片。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框形安装杆具有横杆和分别连结在所述横杆两端的竖杆，所述框

形安装杆通过所述竖杆装在所述拖板上；所述翻转仿形压紧架包括套设在所述横杆上的转

筒和设在所述转筒上的仿形支架；所述翻转限位件具有套设在所述横杆上的套筒，所述套

筒于近所述转筒处设有伸向所述仿形支架的限位搭接部；所述翻转限位件的套筒的内径大

于所述翻转仿形压紧架的转筒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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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在所述废料脱落口上装有伸向所述废料收集箱的导向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工作台板装在机架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动力缸为气缸，所述高频动力头为高频电动机。

[0011]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由于将

带锯条换成由高频动力头驱动的直刀刀片，直刀刀片的长度短且在高频动力头驱动下进行

上下高频往复运动，对通过动力缸驱动的拖板上的发泡风管的管口进行切割作业，可一次

性切割到位；适合切割软质的薄壁的汽车发泡风管，尤其适合切割壁厚小于1.5mm的产品，

且管口的切割面平直、光滑无毛刺，尺寸精度高，不会出现圆弧状，提高了生产效率；2、更换

刀片简单，价格较便宜；  3、设有废料收集箱，切割掉的废料不会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的K向视图。

[0014] 图3是图2的左视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仿形模具和翻转压紧单元的安装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翻转限位件对翻转仿形压紧架进行限位时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翻转限位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和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工作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汽车发泡风管管口切割装置包括设有进料端2A和出料端2B的

工作台板2，本实施例的工作台板2装在机架1的顶部；在工作台板2上设有直线导轨，本实施

例的直线导轨为两根轨道11，在两根轨道11设有由动力缸驱动的拖板12，本实施例的动力

缸为气缸14；在拖板12上通过快速换模10装有仿形模具6：本实施例于近两根轨道11  处的

工作台板2上设有由高频动力头驱动的直刀刀片7，直刀刀片7悬置在高频动力头上；该高频

动力头通过固定梁9固定在进料端2A与出料端2B之间的工作台板1上，本实施例的高频动力

头为高频电动机8，直刀刀片7的一端与高频电动机8的动力输出端相连接；直刀刀片7的刃

口的朝向与拖板12在两根轨道11上行走的朝向呈平行设置，以便于直刀刀片7刃口的切割

作业直刀刀片7为无齿刀片；于近直刀刀7片侧的拖板上设有翻转压紧单元，本实施例的翻

转压紧单元包括框形安装杆4和穿装在框形安装杆4顶部的两个翻转仿形压紧架5，框形安

装杆4具有横杆和分别连结在横杆两端的竖杆，框形安装杆4通过分别通过横杆两端的竖杆

装在拖板12上；翻转仿形压紧架5包括套设在框形安装杆4的横杆上的转筒5－2和连接在转

筒5－2上的仿形支架5－1；每个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仿形支架5－1分别与仿形模具6上的两

个仿形定位凹部相对应，框形安装杆4于近每个翻转仿形压紧架5处均设有一个翻转限位件

14，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翻转限位件14具有套设在框形安装杆4的横杆上的套筒14－1，

套筒14－1于靠近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转筒处设有伸向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仿形支架的限位

搭接部14－2，本实施例的翻转限位件14的套筒14－1的内径大于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转筒

的内径；以使翻转限位件14用于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限位，如图6所示；于出料端2B一侧的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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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直线导轨外侧的一根轨道11的工作台板1上开设有一个废料脱落口，于废料脱落口的下

方设有废料收集箱3，在废料脱落口装有伸向废料收集箱3的导向管1。

[0020] 工作时，启动将气缸14拖板12推动至工作台板2的进料端2A侧后停止，将汽车发泡

风管15放置在仿形模具6上，使汽车发泡风管15的管口朝向直刀刀片7一侧；分别转动框形

安装杆4上的翻转仿形压紧架5，使翻转仿形压紧架5上的仿形支架5－1压接在汽车发泡风

管15的管口上；并旋转翻转限位件14将翻转限位件14的套筒14－1套在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

转筒5－2的一端，使套筒14－1的限位搭接部14－2卡在翻转仿形压紧架5的转筒5－2与仿

形支架5－1之间将翻转仿形压紧架5限位，如图5所示；启动高频电动机8和气缸14通过气缸

14驱动拖板12，使发泡风管15的管口沿轨道11从工作台板1的进料端2A侧与逐渐通过直刀

刀片7向出料端2B侧行进，直刀刀片7对发泡风管15的管口进行切割作业，切割多余的费料

则通过废料脱落口进入废料收集箱3；当直刀刀片7完成切割作业，停止高频电动机8和气缸

14，卸下汽车发泡风管15即完成汽车发泡风管管口的切割，如图7和图8所示。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1331634 A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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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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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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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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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0

CN 111331634 A

10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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