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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所公开了一种结构新颖紧凑、生产效

率高的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包括依照工艺顺

序依次布置的成型机、第一机械手装置、切边机、

第二机械手装置、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本发

明的双段式纸浆模塑一体化翻转自动机，其第一

热压上模和第二热压上模可同步水平移动；自动

化水平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节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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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依照工艺顺序依次布置的成型机

（1）、第一机械手装置（2a）、切边机（3）、第二机械手装置（2b）、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

所述的成型机（1）包括机架（11）、吸浆翻转机构（112）、第一热压上模（131）、第二热压上模

（13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热压下模（142）、带动第一热压下模（141）顶升的第一合

模驱动单元（151）、带动第二热压下模（142）顶升的第二合模驱动单元（152）；其中所述吸浆

翻转机构（11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热压下模（142）沿水平方向依次布置于机架

（11）上，所述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滑动连接于机架（11）上方的导轨

（111）上，同时所述的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还配置有带动两者沿水平

方向同步平移的热压上模移动机构；所述第一机械手装置（2a）以及第二机械手装置（2b）均

包括有底座（21）、转动连接于底座（21）上的旋转臂（22）、带动旋转臂（22）转动的旋转驱动

单元（24）、安装于旋转臂（22）上的取料架（23）以及带动取料架（23）升降的升降驱动单元，

其中所述旋转臂（22）水平安装并在旋转驱动单元（24）的驱动下绕竖向转轴旋转，所述取料

架（23）的下表面安装有真空吸盘（25）；所述的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包括依次设置的

正面拍照工位、翻转工位、反面拍照工位、金属检测工位、分拣堆叠工位以及用于将纸塑品

沿上述次序输送的输送带（46），其中所述正面拍照工位以及反面拍照工位均设有对准输送

带（46）的摄像头（41），所述的翻转工位设置有翻转机构（42），所述的金属检测工位设置有

金属检测器（43），所述的分拣堆叠工位包括依次设置于输送带（46）上方的良品收集架

（44a）、次品收集架（44b），分别将产品顶升至良品收集架（44a）和次品收集架（44b）的良品

顶升气缸（45a）以及次品顶升气缸（45b）。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良品收集架

（44a）以及次品收集架（44b），其中所述的良品收集架（44a）以及次品收集架（44b）均包括具

有下侧开口的笼体（441）以及设置于笼体（441）下侧开口的单向闸门（442），所述的单向闸

门（442）铰接于笼体（441）下侧开口，并且在单向闸门（442）的下侧设置有限向挡部（443）以

限制单向闸门（442）单向上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压上模移

动机构包括丝杆（161）、驱动丝杆（161）旋转的伺服电机（162）、与第一热压上模（131）固定

连接的第一连接螺母（163）以及与第二热压上模（132）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螺母（164），其

中所述的丝杆（161）沿水平方向延伸并同时与第一连接螺母（163）和第二连接螺母（164）螺

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合模驱

动单元（151）和第二合模驱动单元（152）均为液压缸。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浆翻转机

构（112）上方还设置有冷压模（11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浆翻转机

构（112）、第一热压上模（131）、第二热压上模（13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热压下模

（142）均在其表面设有气孔并连接形成正负压的真空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驱动单

元（24）为伺服电机，该旋转驱动单元固定安装于底座（21）上，并且其转轴与旋转臂（22）连

接；所述升降驱动单元为竖向安装的气缸，该升降驱动单元的缸体安装于旋转臂（22）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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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活塞杆与取料架（2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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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纸模加工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纸浆模塑品（或称纸塑品）是以纸浆为原料，利用成型模具吸浆并压塑成型。由于

其成品可以回收再制造，所以符合环保再利用的节能趋势，因此其受到市场上的广泛关注

以及青睐，因而用于制作其的加工设备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市场竞争尤其激烈。

[0003] 本申请人先前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过名为“一种纸浆模塑一体化翻转自动

机”的实用新型专利，其授权公告日为2012年8月8日。该一体化翻转自动机工作时，浆箱内

注满浆水料混合物，成型模装置动作，具体的：浆箱在升降气缸的驱动下，竖直上升至合适

吸浆位置，即保证翻转吸浆机构位于浆箱内，进行吸浆动作。吸浆动作完成后，浆箱复位下

降，其在复位下降的过程中，翻转吸浆机构开始180°翻转，进行真空吸附脱水，强制性地使

浆水料混合物下降。翻转吸浆机构翻转到位后，与挤压模配合进行压制成型，即形成得到纸

塑初成品。翻转吸浆机构回转180°，恢复原始状态，进行下一次吸浆动作；同时，压模组件中

的热压下模和接料架动作，热压下模移动至挤压模下方，挤压模将其上的纸塑初成品转移

至热压下模上。接料动作完成后，热压下模和接料架返回，分别对应位于热压上模和物料转

移模下方，随后，热压上模动作，配合将位于热压下模上的纸塑初成品压干成型，压干动作

完成后，热压上模复位上升；在热压上模与热压下模配合压制成型的过程中，物料转移模同

时动作，将其上的纸塑成品转移至位于其下方的接料架上（第一动作周期内物料转移模上

无纸塑成品）。再接着，热压下模和接料架再次移动，使得热压下模位于物料转移模下方，物

料转移模动作，将位于热压下模上的纸塑成品吸起，完成物料交换动作；与此同时，接料架

上的纸塑成品取走。整个动作完成后，热压下模和接料架动作，再次返回移动至成型模装置

进行接料，整个过程如此循环。其动作过程复杂，不利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新颖紧凑、生产效率高的

双段式纸浆模塑一体化翻转自动机.

[0005]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包括依照工艺顺序依次布置的成型机、第一机械手

装置、切边机、第二机械手装置、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

[0007] 所述的成型机包括机架、吸浆翻转机构、第一热压上模、第二热压上模、第一热压

下模和第二热压下模、带动第一热压下模顶升的第一合模驱动单元、带动第二热压下模顶

升的第二合模驱动单元；其中所述吸浆翻转机构、第一热压下模和第二热压下模沿水平方

向依次布置于机架上，所述第一热压上模和第二热压上模滑动连接于机架上方的导轨上，

同时所述的第一热压上模和第二热压上模还配置有带动两者沿水平方向同步平移的热压

上模移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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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第一机械手装置以及第二机械手装置均包括有底座、转动连接于底座上的旋

转臂、带动旋转臂转动的旋转驱动单元、安装于旋转臂上的取料架以及带动取料架升降的

升降驱动单元，其中所述旋转臂水平安装并在旋转驱动单元的驱动下绕竖向转轴旋转，所

述取料架的下表面安装有真空吸盘；

[0009] 所述的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包括依次设置的正面拍照工位、翻转工位、反面拍

照工位、金属检测工位、分拣堆叠工位以及用于将纸塑品沿上述次序输送的输送带，其中所

述正面拍照工位以及反面拍照工位均设有对准输送带的摄像头，所述的翻转工位设置有翻

转机构，所述的金属检测工位设置有金属检测器，所述的分拣堆叠工位包括依次设置于输

送带上方的良品收集架、次品收集架，分别将产品顶升至良品收集架和次品收集架的良品

顶升气缸以及次品顶升气缸。

[0010] 进一步，所述的良品收集架以及次品收集架，其中所述的良品收集架以及次品收

集架均包括具有下侧开口的笼体以及设置于笼体下侧开口的单向闸门，所述的单向闸门铰

接于笼体下侧开口，并且在单向闸门的下侧设置有限向挡部以限制单向闸门单向上翻。

[0011] 进一步，所述的热压上模移动机构包括丝杆、驱动丝杆旋转的伺服电机、与第一热

压上模固定连接的第一连接螺母以及与第二热压上模固定连接的第二连接螺母，其中所述

的丝杆沿水平方向延伸并同时与第一连接螺母和第二连接螺母螺纹连接。

[0012] 进一步，所述的吸浆翻转机构上方还设置有冷压模。

[0013] 进一步，所述的吸浆翻转机构、第一热压上模、第二热压上模、第一热压下模和第

二热压下模均在其表面设有气孔并连接形成正负压的真空泵。

[0014] 进一步，所述的旋转驱动单元为连接升降支架的电机，所述的翻转驱动单元为连

接托架的电机。

[0015] 进一步，所述的纵向驱动单元包括平行于纵向导轨的纵向丝杆以带动纵向丝杆旋

转的纵向驱动电机，其中所述的纵向丝杆与旋转座螺纹连接；所述的竖向驱动单元包括沿

竖向延伸的竖向丝杆以及带动竖向丝杆旋转的竖向驱动电机，其中所述的竖向丝杆与托架

安装座螺纹连接；所述的水平驱动单元包括平行于水平导轨的水平丝杆，带动水平丝杆旋

转的水平驱动电机，其中所述的水平丝杆与托板螺纹连接。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双段式纸浆模塑一体化翻转自动机，其第一热

压上模和第二热压上模可同步水平移动；在其工作过程中，吸浆翻转机构吸取浆料后形成

的坯料并翻转后，第一热压上模和第二热压上模同步水平移动并使第一热压上模对准吸浆

翻转机构，随后吸浆翻转机构抬升使坯料转移到第一热压上模中，利用第一热压上模和第

二热压上模的移动，实现坯料在各工位上转移，实现工位自动切换，提高自动化水平，并且

无需额外的送料设备，提高机体的结构紧凑性，此外对纸模在完成第一次热压后，第一热压

上模和第一热压下模开模促使纸模的水汽蒸发，让干燥效果更好。

[0017] 然后利用第一机械手将成型机上的纸塑品转移到切边机中进行切边，切边后再利

用第二机械手将纸塑品转移到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纸塑品在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

中，先后通过正面拍照工位和反面拍照工位检测纸塑品正反两面的品况，然后根据检测结

果将纸塑品相应地推入良品收集架或次品收集架内完成对纸塑品的分拣，其自动化水平

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节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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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布置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成型机的主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成型机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一机械手装置或第二机械手装置的侧视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的侧视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良品收集架或次品收集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成型机，11-机架，111-导轨，112-吸浆翻转机构，121-浆箱，131-第一热压

上模，132-第二热压上模，141-第一热压下模，142-第二热压下模，151-第一合模驱动单元，

152-第二合模驱动单元，161-丝杆，162-伺服电机，163-第一连接螺母，164-第二连接螺母，

117-冷压模，2a-第一机械手装置，2b-第二机械手装置，21-底座，22-旋转臂，23-取料架，

25-真空吸盘，24-旋转驱动单元，3-切边机，4-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1-摄像头，42-翻转

机构，43-金属检测器，44a-良品收集架，44b-次品收集架，441-笼体，442-单向闸门，443-限

向挡部，45a-良品顶升气缸，45b-次品顶升气缸，46-输送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参见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双段式纸浆模塑生产线包括依照工艺顺序依次布

置的成型机1、第一机械手装置2a、切边机3、第二机械手装置2b、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

[0027] 参见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成型机1包括机架11、吸浆翻转机构112、冷压模

117、第一热压上模131、第二热压上模13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热压下模142、带动第一

热压下模141顶升的第一合模驱动单元151、带动第二热压下模142顶升的第二合模驱动单

元152，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合模驱动单元151和第二合模驱动单元152均为液压缸，此外在本

实施例中吸浆翻转机构112、第一热压上模131、第二热压上模13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

热压下模142均在其表面设有气孔，可利用气泵在其气孔上形成负压或吹出气流。

[0028] 其中所述吸浆翻转机构112、第一热压下模141和第二热压下模142沿水平方向依

次布置于机架11上下方，冷压模117、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沿水平方向依次

布置于机架11上方，其中冷压模117和吸浆翻转机构112上下对准，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

热压上模132均滑动连接于机架11上方的导轨111上，并通过热压上模移动机构带动第一热

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同步水平移动。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热压上模移动机构包括丝杆161、驱动丝杆161旋转的伺服

电机162、与第一热压上模131固定连接的第一连接螺母163以及与第二热压上模132固定连

接的第二连接螺母164，其中所述的丝杆161沿水平发现延伸并同时与第一连接螺母163和

第二连接螺母164螺纹连接，通过伺服电机162带动丝杆161旋转从而带动第一热压上模131

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同时沿水平方向移动。

[0030] 参见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第一机械手装置2a以及第二机械手装置2b均包括有底

座21、转动连接于底座21上的旋转臂22、带动旋转臂22转动的旋转驱动单元24、安装于旋转

臂22上的取料架23以及带动取料架23升降的升降驱动单元，其中所述旋转臂22水平安装并

在旋转驱动单元24的驱动下绕竖向转轴旋转，所述取料架23的下表面安装有真空吸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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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旋转驱动单元24为伺服电机，该旋转驱动单元固定安装于底座21上，并且其转轴与

旋转臂22连接；所述升降驱动单元为竖向安装的气缸，该升降驱动单元的缸体安装于旋转

臂22上，并且其活塞杆与取料架23连接。

[0031] 参见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包括依次设置的正面拍照工

位、翻转工位、反面拍照工位、金属检测工位、分拣堆叠工位以及用于将纸塑品沿上述次序

输送的输送带46，其中所述正面拍照工位以及反面拍照工位均设有对准输送带46的摄像头

41，所述的翻转工位设置有翻转机构42，所述的金属检测工位设置有金属检测器43，所述的

分拣堆叠工位包括依次设置于输送带46上方的良品收集架44a、次品收集架44b，分别将产

品顶升至良品收集架44a和次品收集架44b的良品顶升气缸45a以及次品顶升气缸45b，良品

收集架44a以及次品收集架44b，参见图6所示，其中所述的良品收集架44a以及次品收集架

44b均包括具有下侧开口的笼体441以及设置于笼体441下侧开口的单向闸门442，所述的单

向闸门442铰接于笼体441下侧开口，并且在单向闸门442的下侧设置有限向挡部443以限制

单向闸门442单向上翻。

[0032] 本实施例的成型机1的工作方式如下：S1.首先吸浆翻转机构112从其下方的浆箱

121中吸取纸纤维，并进行翻转，翻转后的坯料对准吸浆翻转机构112上方的冷压模117，随

后吸浆翻转机构112升起与冷压模117进行合模，完成冷压后吸浆翻转机构112复位返回原

来的高度位置；

[0033] S2.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在热压上模移动机构的带动下向吸浆翻

转机构112的一侧移动，直到第一热压上模131与吸浆翻转机构112上下对准，然后吸浆翻转

机构112升起使坯料转移至第一热压上模131上，在转移坯料时第一热压上模131的气孔产

生负压对坯料进行吸附，而吸浆翻转机构112的气孔则吹出气流使坯料脱离浆翻转机构42；

[0034] S3.坯料转移至第一热压上模131后，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在热压

上模移动机构的带动下反向移动，直到第一热压上模131与第一热压下模141上下对准，然

后第一热压下模141在第一合模驱动单元151的带动下升起与第一热压上模131合模对坯料

进行第一次热压，完成第一次热压后第一热压下模141下降至原来位置，同时坯料转移至第

一热压下模141上，坯料转移时第一热压上模131的气孔吹出气流使坯料脱离第一热压上模

131，同时第一热压下模141的气孔产生负压对坯料进行吸附；

[0035] S4.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在热压上模移动机构的带动下向吸浆翻

转机构112的一侧移动，直到第一热压上模131与吸浆翻转机构112上下对准，同时第二热压

上模132也和第一热压上模131上下对准，此时第一热压上模131与吸浆翻转机构112重复步

骤S2的过程使坯料从吸浆翻转机构112转移至第一热压上模131上，而第一热压下模141也

同时升起并使第一热压下模141的坯料转移至第二热压上模132上，坯料转移时第一热压下

模141的气孔吹出气流使坯料脱离第一热压下模141，同时第二热压上模132的气孔产生负

压对坯料进行吸附；

[0036] S5.  第一热压上模131和第二热压上模132在热压上模移动机构的带动下反向移

动，直到第一热压上模131与第一热压下模141，第二热压上模132与第二热压下模142一一

上下对准，然后第一热压上模131与第一热压下模141重复S3的过程，对坯料进行第一次热

压，而第二热压下模142也在第二合模驱动单元152的带动下升起与第二热压上模132合模

对坯料进行第二次热压，完成热压后第二热压上模132对坯料进行吸附，而第二热压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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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的气孔则吹出气流使坯料脱离第二热压下模142。

[0037]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机械手装置2a的工作方式如下：首先旋转臂22在旋转驱动单

元24的驱动下旋转，使取料架23对准第二热压下模142上方，然后取料架23的升降驱动单元

的驱动下下降使其下表面与坯料贴合，通过取料架23下表面的真空吸盘25将坯料吸起，随

后取料架23在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升起，旋转臂23在旋转驱动单元24的驱动下旋转使取

料架23靠近切边机3，最后取料架23在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下降，并且真空吸盘25取消真

空吸附使坯料转移至切边机3中。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切边机3的工作方式如下：当纸塑品被放置在切边机3上后，利用液

压缸驱动的切刀对纸塑品进行切边。

[0039]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机械手装置2b的工作方式如下：首先旋转臂22在旋转驱动单

元24的驱动下旋转，使取料架23靠近切边机3，然后取料架23的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下降

使其下表面与坯料贴合，通过取料架23下表面的真空吸盘25将坯料吸起，随后取料架23在

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升起，旋转臂23在旋转驱动单元24的驱动下旋转使取料23架靠近分

拣堆叠装置4，最后取料架23在升降驱动单元的驱动下下降，并且真空吸盘25取消真空吸附

使坯料转移至分拣堆叠装置4中。

[0040] 在本实施例中，检测装置分拣堆叠装置4的工作方式如下：纸塑品在检测装置分拣

堆叠装置4中，由输送带46带动向前以逐个工位步进，纸塑品在输送带46内先通过正面拍照

工位进行拍照，检查其正面的外观，然后在翻转工位通过翻转机构42进行翻转使其反面朝

上，随后在反面拍照工位内进行拍照，检查其反面的外观，最后进入分拣堆叠工位内，根据

其检测结果，测结果将纸塑品相应地推入良品收集架44a或次品收集架44b内完成对纸塑品

的分拣。

[0041]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利用上述揭示的技

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更多可能的变动和润饰，或修改均视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

例。故凡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之思路所作的等同等效变化，均应涵盖

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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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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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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