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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他涉及一种用于加工轿车天窗

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具体说，是用来对卷料进行

冲孔、剪切，将其加工所需形状的自动落料模具。

它含有上模板和下模板，上下模板的宽度相同。

其特点是：上模板、下模板的邻面宽度间依次有

第一冲切部、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采用一

副模具就可实现冲孔板料的剪切、落料、冲孔等

工序。整个冲切过程，操作者只需观察模具动作

是否有误，不需任何手工操作。采用这种模具，可

减少设备投资，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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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包括上模板（5）和下模板（3），上下模板的宽

度相同；其特征在于：上模板（5）、下模板（3）的邻面宽度间依次有第一冲切部、第二冲切部

和第三冲切部；所述第一冲切部含有第一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和卸料板（10），第一

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和卸料板（10）的形状相同，它们沿自上而下顺序依次布置，其

中的第一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一起固定在上模板（5）下面；所述卸料板（10）呈活动

状置于第一上固定板（8）下面；下模板（3）上面自下而上依次连有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

固定板（18）；

第一上固定板（8）的下表面上由内而外依次有第一盲孔、第二盲孔和第三盲孔，与第一

~第三盲孔相应的卸料板（10）、第一下固定板（18）、第一下垫板（30）和下模板（3）上均有通

孔，第一~第三盲孔分别固定有大冲头（7）、小冲头（13）和导柱（15），大冲头（7）、小冲头（13）

和导柱（15）下端分别穿过卸料板（10）上的相应通孔后伸入第一下固定板（18）上的相应通

孔内；

小冲头（13）与导柱（15）间的上模板（5）下表面上有第四盲孔，与第四盲孔相应的第一

上垫板（6）和第一上固定板（8）上均有通孔，第四盲孔和相应通孔内有第一弹簧（12）和上顶

杆（14），第一弹簧（12）两端分别与第四盲孔的孔底和上顶杆（14）的上端相抵，在合模状态

下，上顶杆（14）下端与卸料板（10）相抵；

第一盲孔与第二盲孔间、第二盲孔与第三盲孔间、第三盲孔之外的下模板（3）上分别有

第五~第七盲孔；与第五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均有通孔，通孔

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二弹簧（2）和浮动销（11），第二弹簧（2）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孔底和

浮动销（11）下端相抵，浮动销（11）上端与卸料板（10）下表面相抵；与第六盲孔相应的第一

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均有通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三弹簧（1）和下顶

杆（32），第三弹簧（1）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孔底和下顶杆（32）的下端相抵，下顶杆（32）上

端与卸料板（10）的下表面相抵；与第七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

均有通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四弹簧（31）和导套（17），第四弹簧（31）两端分别与第

七盲孔的孔底和导套（17）下端相抵，导套（17）上端与卸料板（10）下表面相抵；与导套（17）

相应的卸料板（10）上有通孔，通孔内固定有第一导引销（16），第一导引销（16）下端伸出在

卸料板（10）之下并在合模状态下伸入导套（17）上端内；

所述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相同，它们均含有第二上垫板（19）、第二上固定板（20），

第二上垫板（19）和第二上固定板（20）一起连接在上模板（5）的下面；第二上固定板（20）下

方的下模板（3）上自下而上依次连有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第二下垫板

（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均为长方形框，第二下固定板（25）与第二上固定板（20）间有垫高

块（23），垫高块（23）与第二上下固定板间呈活动配合且与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

（25）的形状相同；垫高块（23）一边上有竖孔，与竖孔相应的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

板（25）上均有相互连通的通孔，所述竖孔内固定有第二导引销（27），第二导引销（27）下端

伸入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上的相应通孔内；第二下固定板（25）之下有冲切

块（22）；所述冲切块（22）的形状与垫高块（23）所围成的面积相同，其借助螺钉固定在第二

上固定板（20）的下表面上；在合模状态下，冲切块（22）的下表面凸出在垫高块（23）的下表

面之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其特征在于：与第四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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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相应的第一上垫板（6）和第一上固定板（8）上的通孔中，第一上固定板（8）上的相应通孔

孔径小于其上方的第一上垫板（6）的通孔孔径；所述上顶杆（14）上端有径向凸边，该径向凸

边位于第一上垫板（6）上相应的通孔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其特征在于：与大冲头

（7）相应的第一下固定板（18）上的通孔内有套管（4），所述大冲头（7）下端呈活动状伸入该

套管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其特征在于：第三冲切

部外侧有切废冲头（24）；所述切废冲头（24）为板状，其板面与第三冲切部的第二上固定板

（20）外边沿垂直，其上边的第二上固定板（20）上有与竖向宽度适配的扁孔，其上边伸入并

借螺钉固定在该扁孔内。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底板（28），底板（28）与下模板（3）间有支架（29）；所述第一冲切部、第二冲切部、

第三冲切部和切废冲头（24）下方的底板（28）上均有接料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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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年实用新型他涉及一种模具。具体说，是用来对卷料进行冲孔、剪切，将其加工

所需形状的自动落料模具。尤其适用于对轿车天窗框的加工。

背景技术

[0002] 在轿车天窗框生产领域都知道，冲孔板料需通过对平板料剪切、落料、冲孔等工序

来实现。其中的平板料需先由材料生产厂家对卷料进行开平分切，再由天窗框生产厂家裁

剪成所需尺寸后，才能通过模具进行落料和冲孔。其中的落料和冲孔需要使用两副模具，两

个操作工进行手工送料，不仅需要的模具多，设备投资多。而起用工多，生产效率低。据统

计，每个班次仅能生产4000片冲孔板料。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他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采

用这种模具，可减少设备投资，提高生产效率。

[0004] 本实用新型他要解决的上述问题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本实用新型他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含有上模板和下模板，上下

模板的宽度相同。其特点是：上模板、下模板的邻面宽度间依次有第一冲切部、第二冲切部

和第三冲切部。所述第一冲切部含有第一上垫板、第一上固定板和卸料板，第一上垫板、第

一上固定板和卸料板的形状相同，它们沿自上而下顺序依次布置，其中的第一上垫板、第一

上固定板一起固定在上模板下面。所述卸料板呈活动状置于第一上固定板下面。下模板上

面自下而上依次连有第一下垫板和第一下固定板。

[0006] 第一上固定板的下表面上由内而外依次有第一盲孔、第二盲孔和第三盲孔，与第

一~第三盲孔相应的卸料板、第一下固定板、第一下垫板和下模板上均有通孔，第一~第三盲

孔分别固定有大冲头、小冲头和导柱，大冲头、小冲头和导柱下端分别穿过卸料板上的相应

通孔后伸入第一下固定板上的相应通孔内。

[0007] 小冲头与导柱间的上模板下表面上有第四盲孔，与第四盲孔相应的第一上垫板和

第一上固定板上均有通孔，第四盲孔和相应通孔内有第一弹簧和上顶杆，第一弹簧两端分

别与第四盲孔的孔底和上顶杆的上端相抵，在合模状态下，上顶杆下端与卸料板相抵。

[0008] 第一盲孔与第二盲孔间、第二盲孔与第三盲孔间、第三盲孔之外的下模板3上分别

有第五~第七盲孔。与第五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和第一下固定板上均有通孔，通孔内自下

而上依次有第二弹簧和浮动销，第二弹簧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孔底和浮动销下端相抵，

浮动销上端与卸料板下表面相抵。与第六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和第一下固定板上均有通

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三弹簧和下顶杆，第三弹簧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孔底和下

顶杆的下端相抵，下顶杆上端与卸料板的下表面相抵。与第七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和第

一下固定板上均有通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四弹簧和导套，第四弹簧两端分别与第

七盲孔的孔底和导套下端相抵，导套上端与卸料板下表面相抵。与导套相应的卸料板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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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通孔内固定有第一导引销，第一导引销下端伸出在卸料板之下并在合模状态下伸入

导套上端内。

[0009] 所述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相同，它们均含有第二上垫板、第二上固定板，第二

上垫板和第二上固定板一起连接在上模板的下面。第二上固定板下方的下模板上自下而上

依次连有第二下垫板和第二下固定板，第二下垫板和第二下固定板均为长方形框，第二下

固定板与第二上固定板间有垫高块，垫高块与第二上下固定板间呈活动配合且与第二下垫

板和第二下固定板的形状相同；垫高块一边上有竖孔，与竖孔相应的第二下垫板和第二下

固定板上均有相互连通的通孔，所述竖孔内固定有第二导引销，第二导引销下端伸入第二

下垫板和第二下固定板上的相应通孔内。第二下固定板之下有冲切块。所述冲切块的形状

与垫高块所围成的面积相同，其借助螺钉固定在第二上固定板的下表面上。在合模状态下，

冲切块的下表面凸出在垫高块的下表面之下。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与第四盲孔相应的第一上垫板和第一上固定板

上的通孔中，第一上固定板上的相应通孔孔径小于其上方的第一上垫板的通孔孔径；所述

上顶杆上端有径向凸边，该径向凸边位于第一上垫板上相应的通孔内。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与大冲头相应的第一下固定板上的通孔内有套

管，所述大冲头下端呈活动状伸入该套管内。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第三冲切部外侧有切废冲头。所述切废冲头为

板状，其板面与第三冲切部的第二上固定板外边沿垂直，其上边的第二上固定板上有与竖

向宽度适配的扁孔，其上边伸入并借螺钉固定在该扁孔内。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还包括底板，底板与下模板间有支架。所述第一

冲切部、第二冲切部、第三冲切部和切废冲头下方的底板上均有接料箱。

[0014] 由以上方案可以看出，由于本实用新型他的上下模板的邻面宽度间依次有第一冲

切部、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采用一副模具就可实现冲孔板料的剪切、落料、冲孔等工

序。工作时，操作者只需将定制宽度的卷料在自动送料机上，并调节好步距，将卷料外端依

次送入第一冲切部的第一上下固定板之间、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的第二上下固定板之

间，通过一副模具就可实现多道工序一步完成，合格零件自动堆摞在各个冲切不下方的底

板上，肥料自动落入切废冲头下方的底板上。整个冲切过程，操作者只需观察模具动作是否

有误，不需任何手工操作。与背景技术中需要两副模具、两个操作工、多个操作步骤相比，减

少了模具，降低了设备投资，简化了操作步骤，降低了操工的劳动强度，方便了操作，提高了

生产效率。据统计，采用本实用新型他，每个班次可生产12000片冲孔板料。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他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他的用于加工轿车天窗框的自动落料模具含有上模板5和

下模板3，上下模板的宽度相同。上模板5、下模板3的邻面宽度间依次设置有第一冲切部、第

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所述第一冲切部含有第一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和卸料板10，第

一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和卸料板10的形状相同，它们沿自上而下顺序依次布置，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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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垫板6、第一上固定板8一起固定在上模板5下面。所述卸料板10呈活动状置于第一上

固定板8下面。下模板3上面自下而上依次连有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

[0017] 第一上固定板8的下表面上由内而外依次加工有第一盲孔、第二盲孔和第三盲孔，

与第一~第三盲孔相应的卸料板10、第一下固定板18、第一下垫板30和下模板3上均加工有

通孔，第一~第三盲孔分别固定有大冲头7、小冲头13和导柱15，大冲头7、小冲头13和导柱15

下端分别穿过卸料板10上的相应通孔后伸入第一下固定板18上的相应通孔内。

[0018] 小冲头13与导柱15间的上模板5下表面上有第四盲孔，与第四盲孔相应的第一上

垫板6和第一上固定板8上均有通孔，第四盲孔和相应通孔内有第一弹簧12和上顶杆14，第

一弹簧12两端分别与第四盲孔的孔底和上顶杆14的上端相抵，在合模状态下，上顶杆14下

端与卸料板10相抵。

[0019] 第一盲孔与第二盲孔间、第二盲孔与第三盲孔间、第三盲孔之外的下模板3上分别

加工有第五~第七盲孔。与第五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均加工有通

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第二弹簧2和浮动销11，第二弹簧2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

孔底和浮动销11下端相抵，浮动销11上端与卸料板10下表面相抵。与第六盲孔相应的第一

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均加工有通孔，通孔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第三弹簧1和下

顶杆32，第三弹簧1两端分别与第五盲孔的孔底和下顶杆32的下端相抵，下顶杆32上端与卸

料板10的下表面相抵。与第七盲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30和第一下固定板18上均有通孔，通

孔内自下而上依次有第四弹簧31和导套17，第四弹簧31两端分别与第七盲孔的孔底和导套

17下端相抵，导套17上端与卸料板10下表面相抵。与导套17相应的卸料板10上有通孔，通孔

内固定有第一导引销16，第一导引销16下端伸出在卸料板10之下并在合模状态下伸入导套

17上端内。

[0020] 所述第二冲切部和第三冲切部相同，它们均含有第二上垫板19、第二上固定板20，

第二上垫板19和第二上固定板20一起连接在上模板5的下面。第二上固定板20下方的下模

板3上自下而上依次连有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

25均为长方形框，第二下固定板25与第二上固定板20间设置有垫高块23，垫高块23与第二

上下固定板间呈活动配合且与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的形状相同。垫高块23一边

上有竖孔，与竖孔相应的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上均有相互连通的通孔，所述竖

孔内固定有第二导引销27，第二导引销27下端伸入第二下垫板26和第二下固定板25上的相

应通孔内。第二下固定板25之下有冲切块22。所述冲切块22的形状与垫高块23所围成的面

积相同，其借助螺钉固定在第二上固定板20的下表面上。在合模状态下，冲切块22的下表面

凸出在垫高块23的下表面之下。

[0021] 其中，与第四盲孔相应的第一上垫板19和第一上固定板8上的通孔中，第一上固定

板8上的相应通孔孔径小于其上方的第一上垫板19的通孔孔径。所述上顶杆14上端有径向

凸边，该径向凸边位于第一上垫板19上相应的通孔内。

[0022] 与大冲头7相应的第一下固定板18上的通孔内有套管4，所述大冲头7下端呈活动

状伸入该套管内。

[0023] 第三冲切部外侧有切废冲头24；所述切废冲头24为板状，其板面与第三冲切部的

第二上固定板20外边沿垂直，其上边的第二上固定板20上有与竖向宽度适配的扁孔，其上

边伸入并借螺钉固定在该扁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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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在下模板3的下方还设置有底板28，底板28与下模板3间有支架29。所述第一冲切

部、第二冲切部、第三冲切部和切废冲头24下方的底板28上均设置有接料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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