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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铜套压人机，涉及压机

技术领域。该铜套压人机，包括进料装置和处理

装置，所述处理装置位于进料装置的一侧，所述

进料装置包括台面，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活

动安装有中心轴。该铜套压人机，当需要进行铜

套压机的进料操作时，启动夹取装置、中心轴和

第一驱动轴，位于一号模具一侧的上料盘内的转

子在挡杆的作用下进入传送带内部，同时夹取装

置将转子夹取并放置在模具内部，中心轴转动带

动工位转盘，模具转动至加油口的下方进行加油

操作，加油完毕后中心轴继续转动，模具移动至

三号模具位置处，同时位于三号模具一侧的上料

盘和传送带在夹取装置的作用下往模具内部加

入铜套，完成模具内部的进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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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套压人机，包括进料装置(1)和处理装置(2)，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2)

位于进料装置(1)的一侧；

所述进料装置(1)包括台面(101)，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活动安装有中心轴

(102)，所述中心轴(102)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工位转盘(103)，所述工位转盘(103)靠近正面

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模具(105)，所述工位转盘(103)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模具(105)与中

心轴(102)之间粘接有初始编号(104)，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模具(105)的

一侧活动安装有夹取装置(106)，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工位转盘(103)的

左侧固定安装有上料盘(107)，所述上料盘(107)的内部中心处活动安装有第一驱动轴

(109)，所述上料盘(107)的内部且位于第一驱动轴(109)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内圆环(108)，

所述第一驱动轴(109)的外表面固定安装有挡杆(110)，所述上料盘(107)的内部开设有进

料口(111)，所述上料盘(10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传送带(112)，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

一侧且位于二号模具(105)的左侧固定安装有储油罐(113)，所述储油罐(113)的一侧固定

安装有加油口(114)；

所述处理装置(2)包括伺服压机(201)，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五号模

具(105)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真空吸油装置(202)，所述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六

号模具(105)的下方固定安装有出料盘(203)，所述出料盘(203)的中心处活动安装有第二

驱动轴(205)，所述第二驱动轴(205)的表面固定安装有拨动杆(206)，所述出料盘(203)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出料口(2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压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盘(107)和传送带(112)有

两个，且上料盘(107)和传送带(112)分别位于一号模具(105)和三号模具(105)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压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105)  有六个，且各个模

具(105)两两之间夹角为六十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压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取装置(106)靠近背面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机械夹手，且夹取装置(106)的中部安装有转动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压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盘(203)的外壁高度比成

品高度要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压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105)一侧上料盘(107)放

置有转子，且三号模具(105)一侧上料盘(107)放置有铜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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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套压人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压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铜套压人机。

背景技术

[0002] 压机是压塑成型的主要设备，按机架结构形式分为框式结构和柱式结构。按施压

主油缸所在位置压机分为上压式和下压式，压制大型塑料层压板可采用油缸在下的下压式

压机，压制一般的塑料零件常采用上压式压机。按工作液体的种类还可分为以液压油驱动

的油压机和油水乳化液驱动的水压机。水压机的动力源一般采用中央蓄能站，一个中央蓄

能站能同时驱动数十台至百余台水压机，当工厂的生产规模很大时较为有利。此外实验室

还有各种形式的手动压机如螺旋压机、千斤顶压机等。

[0003] 现有的铜套压机一般是将转子通过机械手放进铜套内部再进行挤压得到成品，流

水线生产过程中需要多个流水线对其进行加工，加工操作无法一气呵成，导致加工效率不

高，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铜套压人机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试图克服以上缺陷，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

种铜套压人机，以达到了提高铜套压机加工效率提高的效果。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铜套压人机，包括

进料装置和处理装置，所述处理装置位于进料装置的一侧。

[0008] 所述进料装置包括台面，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活动安装有中心轴，所述中心

轴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工位转盘，所述工位转盘靠近正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模具，所述工位

转盘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模具与中心轴之间粘接有初始编号，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

且位于模具的一侧活动安装有夹取装置，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工位转盘的左侧

固定安装有上料盘，所述上料盘的内部中心处活动安装有第一驱动轴，所述上料盘的内部

且位于第一驱动轴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内圆环，所述第一驱动轴的外表面固定安装有挡杆，

所述上料盘的内部开设有进料口，所述上料盘的右侧固定安装有传送带，所述台面靠近正

面的一侧且位于二号模具的左侧固定安装有储油罐，所述储油罐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油

口。

[0009] 所述处理装置包括伺服压机，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五号模具的一侧固

定安装有真空吸油装置，所述台面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六号模具的下方固定安装有出料

盘，所述出料盘的中心处活动安装有第二驱动轴，所述第二驱动轴的表面固定安装有拨动

杆，所述出料盘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出料口。

[0010] 进一步，所述上料盘和传送带有两个，且上料盘和传送带分别位于一号模具和三

号模具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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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所述模具有六个，且各个模具两两之间夹角为六十度。

[0012] 进一步，所述夹取装置靠近背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机械夹手，且夹取装置的中部

安装有转动装置。

[0013] 进一步，所述出料盘的外壁高度比成品高度要高。

[0014] 进一步，所述模具一侧上料盘放置有转子，且三号模具一侧上料盘放置有铜套。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铜套压人机。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该铜套压人机，通过台面、中心轴、工位转盘、初始编号、模具、夹取装置、上料

盘、内圆环、第一驱动轴、挡杆、进料口、传送带、储油罐和加油口的联合设置，当需要进行铜

套压机的进料操作时，启动夹取装置、中心轴和第一驱动轴，位于一号模具一侧的上料盘内

的转子在挡杆的作用下进入传送带内部，同时夹取装置将转子夹取并放置在模具内部，中

心轴转动带动工位转盘，模具转动至加油口的下方进行加油操作，加油完毕后中心轴继续

转动，模具移动至三号模具位置处，同时位于三号模具一侧的上料盘和传送带在夹取装置

的作用下往模具内部加入铜套，完成模具内部的进料操作，使该压机的进料连贯无浪费，提

高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0018] 2、该铜套压人机，通过伺服压机、真空吸油装置、出料盘、出料口、第二驱动轴和拨

动杆的联合设置，当进料完毕后，模具移动至伺服压机位置处，在压机的作用下转子与铜套

结合，工位转盘持续转动，模具移动至真空吸油装置位置处，在真空吸油装置的作用下模具

内部的油污被吸出，同时工位转盘转动带动模具移动至六号模具位置处，在夹取装置的作

用下成品进入出料盘内部，在第二驱动轴和拨动杆的作用下，成品从出料口排出，完成该铜

套压机的模具成型操作，提高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进料装置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示意图。

[0022] 图中：1进料装置、101台面、102中心轴、103工位转盘、104初始编号、105模具、106

夹取装置、107上料盘、108内圆环、109第一驱动轴、110挡杆、111进料口、112传送带、113储

油罐、114加油口、2处理装置、201伺服压机、202真空吸油装置、203出料盘、204出料口、205

第二驱动轴、206 拨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铜套压人机，如图1-3  所示，包

括进料装置1和处理装置2，处理装置2位于进料装置1的一侧。

[0024] 进料装置1包括台面101，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活动安装有中心轴102，中心轴

102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工位转盘103，工位转盘103靠近正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模具105，模

具105有六个，且各个模具105两两之间夹角为六十度，工位转盘103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

模具105与中心轴102之间粘接有初始编号104，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模具105的

一侧活动安装有夹取装置106，夹取装置106靠近背面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机械夹手，且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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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106的中部安装有转动装置，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工位转盘  103的左侧固定

安装有上料盘107，模具105一侧上料盘107放置有转子，且三号模具105一侧上料盘107放置

有铜套，上料盘107的内部中心处活动安装有第一驱动轴109，上料盘107的内部且位于第一

驱动轴109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内圆环108，第一驱动轴109的外表面固定安装有挡杆110，上

料盘107 的内部开设有进料口111，上料盘10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传送带112，上料盘  107和

传送带112有两个，且上料盘107和传送带112分别位于一号模具105  和三号模具105的一

侧，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二号模具105的左侧固定安装有储油罐113，储油罐113

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油口114。

[0025] 处理装置2包括伺服压机201，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五号模具  105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真空吸油装置202，台面101靠近正面的一侧且位于六号模具105的下方固定

安装有出料盘203，出料盘203的外壁高度比成品高度要高，出料盘203的中心处活动安装有

第二驱动轴205，第二驱动轴205的表面固定安装有拨动杆206，出料盘203的一侧固定连接

有出料口204。

[0026] 工作原理：使用时，当需要进行铜套压机的进料操作时，启动夹取装置  106、中心

轴102和第一驱动轴109，位于一号模具105一侧的上料盘107内的转子在挡杆110的作用下

进入传送带112内部，同时夹取装置106将转子夹取并放置在模具105内部，中心轴102转动

带动工位转盘103，模具105转动至加油口114的下方进行加油操作，加油完毕后中心轴102

继续转动，模具105移动至三号模具105位置处，同时位于三号模具105一侧的上料盘107  和

传送带112在夹取装置106的作用下往模具105内部加入铜套，完成模具  105内部的进料操

作，使该压机的进料连贯无浪费，当进料完毕后，模具105  移动至伺服压机201位置处，在伺

服压机201的作用下转子与铜套结合，工位转盘103持续转动，模具105移动至真空吸油装置

202位置处，在真空吸油装置202的作用下模具105内部的油污被吸出，同时工位转盘103转

动带动模具105移动至六号模具105位置处，在夹取装置106的作用下成品进入出料盘203内

部，在第二驱动轴205和拨动杆206的作用下，成品从出料口  204排出，完成该铜套压机的模

具105成型操作。

[0027] 综上所述，该铜套压人机，当需要进行铜套压机的进料操作时，启动夹取装置106、

中心轴102和第一驱动轴109，位于一号模具105一侧的上料盘  107内的转子在挡杆110的作

用下进入传送带112内部，同时夹取装置106将转子夹取并放置在模具105内部，中心轴102

转动带动工位转盘103，模具  105转动至加油口114的下方进行加油操作，加油完毕后中心

轴102继续转动，模具105移动至三号模具105位置处，同时位于三号模具105一侧的上料盘 

107和传送带112在夹取装置106的作用下往模具105内部加入铜套，完成模具105内部的进

料操作，使该压机的进料连贯无浪费。

[0028] 并且，该铜套压人机，当进料完毕后，模具105移动至伺服压机201位置处，在伺服

压机201的作用下转子与铜套结合，工位转盘103持续转动，模具105移动至真空吸油装置

202位置处，在真空吸油装置202的作用下模具105内部的油污被吸出，同时工位转盘103转

动带动模具105移动至六号模具105位置处，在夹取装置106的作用下成品进入出料盘203内

部，在第二驱动轴205和拨动杆206的作用下，成品从出料口204排出，完成该铜套压机的模

具105成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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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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