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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并提供了一种能够有效提
高效率、节省人工成本的通管脱模制具。本实用
新型包括基板（1），
所述基板（1）上活动设置有两
组气动夹料机构，
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分别对
应设置 ，所述基板（1）上还设置有模具放置柱
（2），
所述模具放置柱（2）置于两组所述气动夹料
机构之间。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三通管加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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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基板（1），
所述基板（1）上活动设置有两组气
动夹料机构，
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分别对应设置，
所述基板（1）上还设置有模具放置柱
（2），
所述模具放置柱（2）置于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之间，
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包括底滑轨
（31）、
水平移动架体（32）、
水平移动气缸（33）以及气动压夹组件，
所述底滑轨（31）固定设置
在所述基板（1）的上表面，
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适配滑动设置在所述底滑轨（31）上，
所述
水平移动气缸（33）水平固定设置在所述基板（1）上，
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的输出端与所
述水平移动架体（32）相连接，
所述气动压夹组件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动压夹组件包括下压
气缸（41）、
下压夹板（42）、
上压气缸（43）以及上压夹板（44），
所述下压气缸（41）固定设置在
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的顶板上，
所述下压气缸（41）的输出端向下穿过所述水平移动架体
（32）的顶板与所述下压夹板（4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上压气缸（43）固定设置在所述水
平移动架体（32）的下横板（321）的下表面，
所述上压气缸（43）的输出端向上穿过所述下横
板（321）与所述上压夹板（4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下压夹板（42）的小表面以及所述上
压夹板（44）的上表面上均对应设置有夹料槽。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放置柱（2）的内部
中空且顶部穿孔，
所述模具放置柱（2）的数量为两根。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1）上设置有总控
机，
所述总控机分别与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
所述下压气缸（41）以及所述上压气缸（43）
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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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通管脱模制具，
特别涉及一种热奶器三通管脱模制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生产客户指定的热奶器的三通管过程中，
由于三通管的模具是类似于鱼骨的双
边直排状，
以往对于该模具的下料脱模工序都是要人工逐个人手取料脱模。这种人工取料
脱模的方式效率低下，
而且人工成本高昂，
不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能够有效提高
效率、
节省人工成本的通管脱模制具。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本实用新型基板，
所述基板上活动设置有两组
气动夹料机构，
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分别对应设置，
所述基板上还设置有模具放置柱，
所
述模具放置柱置于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之间。
[0005] 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包括底滑轨、
水平移动架体、
水平移动气缸以及气动压夹组件，
所述底滑轨固定设置在所述基板的上表面，
所述水平移动架体适配滑动设置在所述底滑轨
上，
所述水平移动气缸水平固定设置在所述基板上，
所述水平移动气缸的输出端与所述水
平移动架体相连接，
所述气动压夹组件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上。
[0006] 所述气动压夹组件包括下压气缸、
下压夹板、
上压气缸以及上压夹板，
所述下压气
缸固定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的顶板上，
所述下压气缸的输出端向下穿过所述水平移动
架体的顶板与所述下压夹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上压气缸固定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
体的下横板的下表面，
所述上压气缸的输出端向上穿过所述下横板与所述上压夹板的下表
面固定连接，
所述下压夹板的小表面以及所述上压夹板的上表面上均对应设置有夹料槽。
[0007] 所述模具放置柱的内部中空且顶部穿孔，
所述模具放置柱的数量为两根。
[0008] 所述基板上设置有总控机，
所述总控机分别与所述水平移动气缸、所述下压气缸
以及所述上压气缸相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中采用两组气动夹料机构，
每组气动夹料
机构上的气动压夹组件在夹置模具上的三通管后再在水平移动架体的带动下向两边移动，
使得三通管与模具分离。这样就免除了人工脱模，
大大地提高了整体的效率，
节省了人工成
本。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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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如图1、
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基板1，
所述基板1上活动设置有两组气动夹料机构，
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分别对应设置，
所述基板1上还设置有模具放置柱2，
所述模具放置
柱2置于两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之间。
[0013] 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包括底滑轨31、
水平移动架体32、水平移动气缸33以及气动压
夹组件，
所述底滑轨31固定设置在所述基板1的上表面，
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适配滑动设置
在所述底滑轨31上，
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水平固定设置在所述基板1上，
所述水平移动气缸
33的输出端与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相连接，
所述气动压夹组件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
上。在本具体实施例中，
每组所述气动夹料机构均包括两条所述底滑轨31，
两条所述底滑轨
31分置于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的底面的两侧。
[0014] 所述气动压夹组件包括下压气缸41、
下压夹板42、
上压气缸43以及上压夹板44，
所
述下压气缸41固定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的顶板上，
所述下压气缸41的输出端向下穿
过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的顶板与所述下压夹板4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上压气缸43固定
设置在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的下横板321的下表面，
所述上压气缸43的输出端向上穿过所
述下横板321与所述上压夹板4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下压夹板42的小表面以及所述上
压夹板44的上表面上均对应设置有夹料槽。
所述夹料槽与产品三通管相适配。
[0015] 所述模具放置柱2的内部中空且顶部穿孔，
所述模具放置柱2的数量为两根。模具
的两根底柱适配放置在两根所述模具放置柱2上，
[0016] 所述基板1上设置有总控机，
所述总控机分别与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
所述下压气
缸41以及所述上压气缸43相连接。
[0017] 工作原理：
[0018] 工作人员先将两边装有三通管的模具放置在所述模具放置柱2上，
然后通过所述
总控机启动。两个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分别带动两个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相向移动，
直至
模具两边上的三通管分别置于两边的下压夹板42以及上压夹板44之间，
然后所述下压气缸
41以及所述上压气缸43同时带动所述下压夹板42以及所述上压夹板44相向运动，
直至所述
下压夹板42以及所述上压夹板44将三通管夹紧。然后两个所述水平移动气缸33分别带动两
个所述水平移动架体32作相离移动，
使得所述下压夹板42以及所述上压夹板44将三通管带
离模具，
最后所述下压气缸41以及所述上压气缸43带动所述下压夹板42以及所述上压夹板
44作相离运动，
此时工作人员将置于所述上压夹板44上的三通管产品取下。
[0019]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三通管加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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