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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弯曲机，适宜对截面呈多边形的中空管

进行弯折，所述弯曲机包含机座单元及一对安装

于所述机座单元的弯曲装置，所述弯曲装置各包

括旋动单元、能移动且安装于所述旋动单元的立

柱单元、安装于所述立柱单元的升降单元、安装

于所述升降单元的定位单元、安装于所述定位单

元的夹持单元，以及设置于所述夹持单元一侧的

扭转单元。利用整体的配合，能在对所述中空管

进行拉延、弯折，以及多轴向的扭转的操作动作

时，配合所述中空管的材质特性而产生自动补

偿，且达到3D弯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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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弯曲机，适宜对截面呈多边形的中空管进行弯折，所述弯曲机包含机座单元及

一对安装于所述机座单元的弯曲装置，所述弯曲机的特征在于：

所述机座单元，具有沿第一轴向延伸的机台、安装于所述机台的工作台，以及安装于所

述工作台且供所述中空管靠抵定位的导模具；

所述弯曲装置，沿所述第一轴向分别安装于所述机座单元两侧，所述弯曲装置各包括：

旋动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机台的旋臂，以及能驱动所述旋臂以垂直于所述第一轴向

的第一轴线为转动中心相对于所述机座单元产生旋动的旋转驱动件，所述旋臂沿垂直于所

述第一轴线的横轴向延伸；

立柱单元，具有能沿所述横轴向滑动且安装于所述旋臂的立柱，以及安装于所述立柱

与所述旋臂之间的横移驱动件，启动所述横移驱动件能驱动所述立柱沿所述横轴向产生横

移；

升降单元，具有能滑动且安装于所述立柱的升降座，以及安装于所述升降座与所述立

柱之间的升降驱动件，启动所述升降驱动件能驱动所述升降座沿垂直于所述第一轴向的第

二轴向产生升降；

定位单元，安装于所述升降座，并沿垂直于所述第二轴向及所述第一轴线的第二轴线

延伸；

夹持单元，具有连接于所述定位单元的夹持座、安装于所述夹持座且能夹持所述中空

管对应于所述第二轴线产生定位的夹爪组，以及安装于所述夹持座且能驱动所述夹爪组对

所述中空管进行夹持或松放的夹持驱动件；

扭转单元，具有安装于所述定位单元的固定座、连接于所述夹持座且能转动并轴设于

所述固定座的扭转件，以及安装于所述固定座且能驱动所述扭转件与所述夹持单元以所述

第二轴线为转动中心进行扭转的扭转驱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升降

座的第一摇摆单元，所述第一摇摆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升降座的摇摆座、安装于所述升降

座且能驱动所述摇摆座以垂直于所述第二轴线的第三轴线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的第一摇

摆驱动件，所述定位单元能转动且枢设于所述摇摆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摇摆

座的第二摇摆单元，所述第二摇摆单元具有安装于所述摇摆座且能驱动所述定位单元以垂

直于所述第三轴线的第四轴线为旋动中心产生旋动的第二摇摆驱动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的第一摇摆单元的摇摆座

具有轴设于所述升降座的第一轴杆，所述第一摇摆单元还具有固夹于所述第一轴杆的第一

掣动件，所述第一摇摆驱动件采用油压缸，且能掣动所述第一掣动件并带动所述摇摆座以

所述第三轴线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的定位单元具有轴设于所

述摇摆座的第二轴杆，所述第二摇摆单元还具有固夹于所述第二轴杆的第二掣动件，所述

第二摇摆驱动件采用油压缸，且能掣动所述第二掣动件并带动所述定位座、所述夹持单元

与所述扭转单元以所述第四轴线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的定位单元还具有定位

座、安装于所述定位座的插拔压力缸，以及受所述插拔压力缸驱动且具挠性的插杆，启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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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插拔压力缸能带动所述插杆相对于所述夹持单元所夹持的中空管内部进行插拔动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旋臂

与所述横移驱动件之间的行程调整单元，所述行程调整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旋臂的导螺

杆、螺合于所述导螺杆的螺帽件，以及连接于所述螺帽件且供所述横移驱动件定位的连接

件，所述横移驱动件采用油压缸，并具有固定于所述连接件的缸体，以及能相对于所述缸体

伸缩且枢接于所述立柱的活塞杆，操作所述导螺杆能调整所述缸体沿所述横轴向产生位

移，且调整所述横移驱动件驱动所述立柱沿所述横轴向的移动行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弯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装置的扭转单元的扭转驱动件

采用油压缸，并具有固设于所述固定座的缸体、能相对于所述缸体伸出或缩入的活塞杆，以

及枢设于所述活塞杆且固设于所述扭转件外周面的连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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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管件加工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适用于截面呈多边形的中空管的

弯曲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弯管机(例如中国台湾证书号第I606875号、第M541339号、第I498175号

等专利案)，适用于对截面呈中空圆管状的钢管材进行弯折。

[0003] 现有另一种弯曲机(例如中国台湾证书号第M366429号、第I284067号等专利案)，

适用于对实心的建筑用钢筋进行弯折。

[0004] 上述的弯管机、弯曲机所能操作皆为钢材，适用范围及材料种类与一般铝合金制

成的饰条、行李架并不相同。

[0005] 且铝合金容易因为产地差异而容易造成材料不稳定、均质性不高等等的问题，因

此，当利用铝合金中空管制作3D造型的饰条、行李架，且对铝合金中空管进行拉延、弯折等

作业时，必须依每一批材料的特性加入补偿参数，否则不良率会提高、增加制造成本，上述

的弯管机、弯曲机无法达到3D造型的中空铝管的作业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中空铝合金中空管进行3D造型弯折时能产生自动

补偿的弯曲机。

[0007] 本发明的弯曲机，适宜对截面呈多边形的中空管进行弯折，所述弯曲机包含机座

单元及一对安装于所述机座单元的弯曲装置，所述机座单元具有沿第一轴向延伸的机台、

安装于所述机台的工作台，以及安装于所述工作台且供所述中空管靠抵定位的导模具，所

述弯曲装置，沿所述第一轴向分别安装于所述机座单元两侧，所述弯曲装置各包括旋动单

元、立柱单元、升降单元、定位单元、夹持单元及扭转单元，所述旋动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机

台的旋臂，以及能驱动所述旋臂以垂直于所述第一轴向的第一轴线为转动中心相对于所述

机座单元产生旋动的旋转驱动件，所述旋臂沿垂直于所述第一轴线的横轴向延伸，所述立

柱单元具有能沿所述横轴向滑动且安装于所述旋臂的立柱，以及安装于所述立柱与所述旋

臂之间的横移驱动件，启动所述横移驱动件能驱动所述立柱沿所述横轴向产生横移，所述

升降单元具有能滑动且安装于所述立柱的升降座，以及安装于所述升降座与所述立柱之间

的升降驱动件，启动所述升降驱动件能驱动所述升降座沿垂直于所述第一轴向的第二轴向

产生升降，所述定位单元安装于所述升降座，并沿垂直于所述第二轴向及所述第一轴线的

第二轴线延伸，所述夹持单元具有连接于所述定位单元的夹持座、安装于所述夹持座且能

夹持所述中空管对应于所述第二轴线产生定位的夹爪组，以及安装于所述夹持座且能驱动

所述夹爪组对所述中空管进行夹持或松放的夹持驱动件，所述扭转单元具有安装于所述定

位单元的固定座、连接于所述夹持座且能转动并轴设于所述固定座的扭转件，以及安装于

所述固定座且能驱动所述扭转件与所述夹持单元以所述第二轴线为转动中心进行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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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驱动件。

[0008]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升降座的第一摇摆单元，所

述第一摇摆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升降座的摇摆座、安装于所述升降座且能驱动所述摇摆座

以垂直于所述第二轴线的第三轴线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的第一摇摆驱动件，所述定位单元

能转动且枢设于所述摇摆座上。

[0009]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摇摆座的第二摇摆单元，所

述第二摇摆单元具有安装于所述摇摆座且能驱动所述定位单元以垂直于所述第三轴线的

第四轴线为旋动中心产生旋动的第二摇摆驱动件。

[0010]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的第一摇摆单元的摇摆座具有轴设于所述升降座

的第一轴杆，所述第一摇摆单元还具有固夹于所述第一轴杆的第一掣动件，所述第一摇摆

驱动件采用油压缸，且能掣动所述第一掣动件并带动所述摇摆座以所述第三轴线为转动中

心产生转动。

[0011]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的定位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摇摆座的第二轴杆，

所述第二摇摆单元还具有固夹于所述第二轴杆的第二掣动件，所述第二摇摆驱动件采用油

压缸，且能掣动所述第二掣动件并带动所述定位座、所述夹持单元与所述扭转单元以所述

第四轴线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

[0012]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的定位单元还具有定位座、安装于所述定位座的

插拔压力缸，以及受所述插拔压力缸驱动且具挠性的插杆，启动所述插拔压力缸能带动所

述插杆相对于所述夹持单元所夹持的中空管内部进行插拔动作。

[0013]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还各包括安装于所述旋臂与所述横移驱动件之间

的行程调整单元，所述行程调整单元具有轴设于所述旋臂的导螺杆、螺合于所述导螺杆的

螺帽件，以及连接于所述螺帽件且供所述横移驱动件定位的连接件，所述横移驱动件采用

油压缸，并具有固定于所述连接件的缸体，以及能相对于所述缸体伸缩且枢接于所述立柱

的活塞杆，操作所述导螺杆能调整所述缸体沿所述横轴向产生位移，且调整所述横移驱动

件驱动所述立柱沿所述横轴向的移动行程。

[0014] 本发明的弯曲机，所述弯曲装置的扭转单元的扭转驱动件采用油压缸，并具有固

设于所述固定座的缸体、能相对于所述缸体伸出或缩入的活塞杆，以及枢设于所述活塞杆

且固设于所述扭转件外周面的连动件。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利用所述旋动单元能带动中空管以所述第一轴线为转动

中心产生弯曲，并利用所述立柱单元的横移驱动件能在进行弯曲操作时沿所述横轴向产生

自动补偿，再利用所述升降单元与所述扭转单元的配合，能对所述中空管进行多轴向的扭

转及自动补偿，且可以达到3D弯曲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弯曲机一个实施例的一个立体组合图；

[0017] 图2是该实施例另一个视角的一个立体组合图；

[0018] 图3是该实施例的一个前视组合图；

[0019] 图4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俯视组合图；

[0020] 图5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侧视组合图；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0624985 A

5



[0021] 图6是沿图3中的直线Ⅵ-Ⅵ所取的剖视图；

[0022] 图7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不完整的立体示意图，说明一个旋动单元、一个立柱单元、

一个升降单元、一个定位单元、一个夹持单元及一个扭转单元；

[0023] 图8是该实施例的另一个视角的一个不完整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9是图8的一个立体分解示意图；

[0025] 图10是该实施例的一个摇摆操作示意图，说明一个摇摆单元的一个第一摇摆驱动

件驱动一个摇摆座产生左右摆动；

[0026] 图11是该实施例的另一个摇摆操作示意图，说明该摇摆单元的一个第二摇摆驱动

件驱动一个定位座产生上下摆动；

[0027] 图12是沿图10中的直线XⅡ-XⅡ所取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参阅图1、图2与图3，本发明弯曲机的一个实施例，适宜对一支截面呈多边形的中

空管100进行弯折，该弯曲机包含一个机座单元1及一对安装于该机座单元1的弯曲装置2。

[0030] 该机座单元1具有一个沿一个第一轴向Ⅰ延伸的机台101、一个安装于该机台101的

工作台102，以及一个安装于该工作台102且供该中空管100靠抵定位的导模具103。

[0031] 所述弯曲装置2沿该第一轴向Ⅰ分别安装于该机座单元1两侧，并各包括一个设置

于该机台101的旋动单元10、一个能移动且安装于该旋动单元10的立柱单元20、一个安装于

该立柱单元20的升降单元30、一个相对于该升降单元30产生定位的定位单元40、一个安装

于该定位单元40的夹持单元50、一个设置于该夹持单元50一侧的扭转单元60、一个安装于

该升降单元30的第一摇摆单元70、一个安装于该第一摇摆单元70的第二摇摆单元80，以及

一个安装于该旋动单元10与该立柱单元20之间的行程调整单元90。所述弯曲装置2的构件、

结构完全相同，且为镜面对称设置，以下的说明及数量都只针对一个弯曲装置。

[0032] 配合参阅图2至图5，该旋动单元10具有一个轴设于该机台101的旋臂11，以及一个

能驱动该旋臂11以一条垂直于该第一轴向Ⅰ的第一轴线L1为转动中心相对于该机座单元1

产生旋动的旋转驱动件12。该旋臂11沿一个垂直于该第一轴线L1的横轴向X延伸，并具有一

个轴枢端111，以及一个沿该横轴向X相反于该轴枢端111的末端112。该旋转驱动件12具有

一个安装于该机台101的马达121及一条被该马达121驱动且绕设于该轴枢端111的皮带

122。

[0033] 配合参阅图4，该立柱单元20具有一个能沿该横轴向X滑动且安装于该旋臂11的立

柱21，以及一个安装于该立柱21与该旋臂11之间的横移驱动件22，启动该横移驱动件22能

驱动该立柱21沿该横轴向X产生横移。该立柱21沿一个垂直于该第一轴向Ⅰ的第二轴向Ⅱ延

伸。配合参阅图6，该横移驱动件22采用伺服油压缸，并具有一个缸体221，以及一个能相对

于该缸体221伸缩且枢接于该立柱21的活塞杆222。

[0034] 配合参阅图7至图9，该升降单元30具有一个能滑动且安装于该立柱21的升降座

31、一个安装于该升降座31与该立柱21之间的升降驱动件32，以及一对安装于该升降座31

与该立柱21之间的线性滑轨33。该升降驱动件32具有一个安装于该立柱21顶部的马达321，

以及一支轴设于该立柱21且沿该第二轴向Ⅱ延伸的螺杆322，该升降座31螺合于该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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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且启动该升降驱动件32能驱动该升降座31沿该第二轴向Ⅱ产生升降。

[0035] 配合参阅图7至图9，该定位单元40安装于该升降座31，并沿一个垂直于该第二轴

向Ⅱ及该第一轴线L1的第二轴线L2延伸。该定位单元40具有一个呈中空筒状的定位座41、

一个安装于该定位座41的插拔压力缸42，以及一支受该插拔压力缸42驱动且具挠性的插杆

43。该定位座41具有一条沿一个垂直于该第二轴线L2的第四轴线L4设置的第二轴杆411。启

动该插拔压力缸42能带动该插杆43沿第二轴线L2且朝该定位座41外部伸出或缩入。

[0036] 配合参阅图8及图9，该夹持单元50具有一个连接于该定位座41的夹持座51、一个

安装于该夹持座51且能夹持该中空管100对应于该第二轴线L2产生定位的夹爪组52，以及

一个安装于该夹持座51且能驱动该夹爪组52对该中空管100进行夹持或松放的夹持驱动件

53。

[0037] 配合参阅图8、图9及图12，该扭转单元60具有一个安装于该定位座41的固定座61、

一个连接于该夹持座51且能转动并轴设于该固定座61的扭转件62，以及一个安装于该固定

座61的扭转驱动件63，该扭转件62呈中空圆筒状。该扭转驱动件63采用油压缸，并具有一个

固设于该固定座61的缸体631、一个能相对于该缸体631伸出或缩入的活塞杆632，以及一个

枢设于该活塞杆632且固设于该扭转件62外周面的连动件633。启动该扭转驱动件63能带动

该扭转件62与该夹持单元50以第二轴线L2为转动中心产生扭转。

[0038] 配合参阅图8及图9、图10，该第一摇摆单元70具有一个轴设于该升降座31的摇摆

座71、一个安装于该升降座31顶部且能驱动该摇摆座71以一条垂直于该第二轴线L2、第四

轴线L4的第三轴线L3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的第一摇摆驱动件72，以及一个枢接于第一摇摆

驱动件72的第一掣动件73。该定位座41的第二轴杆411能转动且枢设于该摇摆座71。该摇摆

座71具有一支沿该第三轴线L3设置且轴设于该升降座31的第一轴杆711，该第一掣动件73

固夹于该第一轴杆711，该第一摇摆驱动件72采用油压缸，且能掣动该第一掣动件73并带动

该摇摆座71、该定位单元40、该夹持单元50、该扭转单元60以该第三轴线L3为转动中心产生

转动。

[0039] 配合参阅图9及图11，该第二摇摆单元80安装于该摇摆座71，并具有一个安装于该

摇摆座71且能驱动该定位单元40、该夹持单元50、该扭转单元60以第四轴线L4为旋动中心

产生旋动的第二摇摆驱动件81，以及一个枢接于第二摇摆驱动件81且固夹于该第二轴杆

411的第二掣动件82。该第二摇摆驱动件81采用油压缸。

[0040] 配合参阅图6及图7，该行程调整单元90安装于该旋臂11与该横移驱动件22之间，

并具有一支轴设于该旋臂11且沿该横轴向X设置的导螺杆91、一个螺合于该导螺杆91的螺

帽件92、一个锁接于该导螺杆91且位于该末端112外部的手轮93，以及一个连接于该螺帽件

92且供该横移驱动件22定位的连接件94，该横移驱动件22的缸体221固定于该连接件94，操

作该手轮93及该导螺杆91能调整该缸体221沿该横轴向X产生位移，且调整该横移驱动件22

驱动该立柱21沿该横轴向X的移动行程。

[0041] 再如图1至图5所示，当本发明弯曲机整体组配完成时，各部件的操作动作及产生

的作用说明如下：

[0042] 配合参阅图3、图6至图9，启动所述夹持单元50的夹持驱动件53，能透过所述夹爪

组52将该中空管100呈相反的两端夹持固定，且利用该导模具103能供该中空管100的中段

靠抵，使得该中空管100达到定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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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配合参阅图12，启动所述扭转单元60的扭转驱动件63，能驱动该扭转件62带动该

夹持单元50及该中空管的两端以第二轴线L2为转动中心产生扭转。

[0044] 配合参阅图10的实线至假想线，启动该第一摇摆单元70的第一摇摆驱动件72，能

掣动该第一掣动件73并带动该摇摆座71、该定位单元40、该夹持单元50、该扭转单元60以该

第三轴线L3为转动中心产生转动，且带动该中空管的两端以第三轴线L3为转动中心产生旋

动。

[0045] 配合参阅图11的实线至假想线，启动该第二摇摆单元80的第二摇摆驱动件81，能

驱动该定位单元40、该夹持单元50、该扭转单元60以第四轴线L4为旋动中心产生旋动，且带

动该中空管的两端以第四轴线L4为转动中心产生旋动，且带动该中空管的两端以第四轴线

L4为转动中心产生旋动。

[0046] 进行弯曲作业以前，所述插拔压力缸42启动，能将所述插杆43插设于该中空管两

端内部，则该中空管进行弯曲作业时，能防止塌陷变形。

[0047] 另外，配合参阅图6，利用该横移驱动件22能驱动该立柱21沿该横轴向X产生位移，

则能适用于不同长度规格的中空管。利用操作该行程调整单元90的手轮93可以调整该横移

驱动件22的活塞杆222伸出长度，且能达到调整该横移驱动件22的驱动行程。

[0048] 因此，利用上述构件配合上述操作动作，可以解决铝合金材料因为产地差异而所

导致材料不稳定、均质性不高的问题，当利用铝合金中空管制作3D造型的饰条、行李架，且

透过所述弯曲装置2在进行拉延、弯折时，可以依每一批材料的特性加入补偿参数，本发明

的弯曲机不但能达到3D造型的中空铝管的作业需求，还能依材料的不同特性而自动补偿，

可以提高质量及降低不良率。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弯曲机，利用整体结构互相配合，能达到3D造型的中空铝管的作

业需求，且可以提高质量及降低不良率，确实能达成本发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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