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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

机，包括一具有台面的机架以及架设在台面上右

侧第一传送带机构和左侧第二传送带机构，台面

前部安装一用于把机芯从第一传送带机构步进

拨移到第二传送带机构上的机芯搬运装置；在机

芯搬运装置右后部的台面上依序安装有一自动

供应线圈的料盘供料装置、一用于批量夹取料盘

中线圈的伺服机械手、一用于承接伺服机械手所

搬运线圈的过渡分料装置、一用于将过渡分料装

置上分料间隔的线圈转移安装到机芯搬运装置

所拨移机芯中的装配机械手；在机芯搬运装置左

后部还安装有机芯进行检测的检测仪和移除不

良机芯的回收机械手；本发明可实现线圈自动安

装到机芯中的全程自动化，可提高机芯装配效率

及良品率，并降低装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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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包括一具有台面(11)的机架(10)以及架设在台面

(11)上右侧一用于传送机芯(M)的第一传送带机构(20)和左侧用于一成品输出的第二传送

带机构(30)，其特征在于：

在台面(11)前部安装一用于把机芯(M)从第一传送带机构(20)步进拨移到第二传送带

机构(30)上的机芯搬运装置(40)；

在机芯搬运装置(40)右后部的台面(11)上依序安装有一自动供应线圈(L)的料盘供料

装置(50)、一用于批量夹取料盘(P)中线圈(L)的伺服机械手(60)、一用于承接伺服机械手

(60)所搬运线圈(L)的过渡分料装置(70)、一用于将过渡分料装置(70)上分料间隔的线圈

(L)转移安装到机芯搬运装置(40)所拨移机芯(M)中的装配机械手(80)；

在机芯搬运装置(40)左后部的台面(11)上、由右向左依序安装有对机芯搬运装置(40)

所拨移机芯(M)进行电学检测的一部检测仪(90)和移除回收装配不良机芯(M)的一台回收

机械手(1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传送带

机构(20)上设有用于把待装配的机芯(M)均匀间隔分料的延时制动器(21)；所述的机芯搬

运装置(40)包括一架设在台面(11)上用于衔接第一传送带机构(20)和第二传送带机构

(30)的导轨(41)，所述的机芯搬运装置(40)上还包括若干用于把第一传送带机构(20)上的

机芯(M)沿导轨(41)向左步进拨移到第二传送带机构(30)上的双口的拨叉(42)。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芯搬运装

置(40)还包括导轨(41)前方的台面(11)上固定一支撑板(401)，支撑板(401)上安装有由第

一气缸(403)驱动前后滑移的第一基板(402)，第一基板(402)上安装有由第二气缸(405)驱

动左右滑移的第二基板(404)，第二基板(404)上从左到右间隔安装有若干个所述的拨叉

(4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盘供料装

置(50)包括前后侧各一安装有输送带(52)的框架(51)，框架(51)左侧底部安装一用于驱动

输送带(52)向左输送料盘(P)的电动机(53)，框架(51)四角安装延伸到框架(51)上下方的

四根立柱(54)，框架(51)上方中部前后各间隔安装有两根立柱(54)，框架(51)右部四根立

柱(54)形成的空间为料盘待料区(A)，框架(51)左部四根立柱(54)形成的空间为空盘收集

区(C)，框架(51)中部四根立柱(54)形成的空间为料盘供料区(B)；所有的立柱(54)上安装

有用于框定料盘待料区(A)和空盘收集区(C)的料盘(P)垂直升降用的护板(541)；料盘待料

区(A)的料盘(P)被送到料盘供料区(B)，料盘供料区(B)的料盘(P)中的线圈(L)被伺服机械

手(60)取完后，料盘供料区(B)中空的料盘(P)被送到空盘收集区(C)向上堆垛收集。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盘待料区

(A)的框架(51)底部安装有由第一分料气缸(551)和第二分料气缸(552)串接形成的料盘升

降机构(55)，框架(51)上安装有对料盘待料区(A)下降的料盘(P)暂定位搁置的第一销钉气

缸(56)，料盘升降机构(55)与第一销钉气缸(56)配合以把料盘待料区(A)层叠的料盘(P)堆

垛从底部逐一分离以便其逐一被输送带(52)传送到料盘供料区(B)；料盘供料区(B)的框架

(51)上安装有对料盘(P)暂定位的第二销钉气缸(57)，所述的伺服机械手(60)从料盘供料

区(B)将料盘(P)中的线圈(L)转移到过渡分料装置(70)上；空盘收集区(C)对应的框架(51)

下方安装一用于把输送带(52)上的空料盘(P)顶升的集盘升降气缸(58)，且空盘收集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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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前后的立柱(54)上各安装一可自动把上升料盘(P)止回钩卡暂定位的止回棘爪(59)。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伺服机械手

(60)固定在料盘供料区(B)的顶部以将其前后悬空在输送带(52)和过渡分料装置(70)的上

方，所述的伺服机械手(60)包括一转动安装在丝杆架(61)中的螺杆(63)，丝杆架(61)前端

固定一用于驱动螺杆(63)旋转的伺服马达(62)，螺杆(63)上间隔安装两个与螺杆(63)螺纹

传动配合的滑座(65)，丝杆架(61)右侧固接一与滑座(65)相套以供滑座(65)前后滑移的轨

板(64)，所述的轨板(64)后部的滑座(65)左侧安装一用于批量夹持取放线圈(L)的过渡搬

运机械手(67)。

7.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座(65)左

侧固定一用于固定过渡搬运机械手(67)的角板(66)，所述的过渡搬运机械手(67)包括一可

上下滑动地安装在角板(66)前面的挂板(671)，角板(66)后面安装一用于驱动挂板(671)上

下移动的竖装气缸(672)，挂板(671)前面固接一静夹板(673)和一可相对静夹板(673)前后

移动的动夹板(675)，挂板(671)后面安装一用于驱动动夹板(675)前后移动的横装气缸

(674)，所述的动夹板(675)上左右方向上嵌合固装有若干与静夹板(673)上齿对位的弹性

夹指(676)。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渡分料装

置(70)包括一用于承接搁置伺服机械手(60)所批量搬运的线圈(L)的滑道(71)，滑道(71)

底部两端各设有一用于架空滑道(71)并固定在台面(11)上的支脚(72)；滑道(71)下方两支

脚(72)间的台面(11)上安装一立板(73)，立板(73)后面装接一可上下移动的纵移板(74)，

立板(73)前面固定一用于驱动纵移板(74)上下滑移的抬升气缸(75)，纵移板(74)顶端固定

一与滑道(71)平行的滑轨(761)，滑轨(761)上安装有可左右移动的第一齿夹板(762)和第

二齿夹板(763)，第一齿夹板上的夹齿(7621)和第二齿夹板上的夹齿(7631)相向运动用于

夹住滑道(71)中的线圈(L)，纵移板(74)后面顶部活动安装一可致动第一齿夹板(762)和第

二齿夹板(763)相向或相背移动的夹指气缸(765)以及固定一可致动夹指气缸(765)左右移

动的横移气缸(764)；抬升气缸(75)、夹指气缸(765)和横移气缸(764)配合工作以将滑道

(71)中的线圈(L)向左步进夹持拨移。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道(71)左

端侧面间隔固定有两个用于检测线圈(L)是否移动到位的光电感应器(711)。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回收机械

手(100)固定在导轨(41)后侧左端部的台面(11)上，回收机械手(100)的工位后侧的台面

(11)上还安装一回收机芯(M)的下料道(102)，回收机械手(100)上设有用于将导轨(41)上

装配不良的机芯(M)抓取转移到下料道(102)上的夹爪(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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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具体是一种将钟表机芯线圈自动安装

到机芯中的钟表自动化装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钟表机芯中的线圈属于电感元件，用于配合电容组件构成LC振荡电路以产生

稳定的振荡脉冲电流，以驱动钟表机芯中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传动系工作，是钟表机芯的

核心组件之一，钟表机芯线圈在机芯型腔中的组装一般通过人工操作实现，人工装配机芯

线圈所存在的问题有：①钟表机芯线圈模块有外露的电源线端，造成其无法通过振动盘有

序整齐地输出，因此需要人工操作先把钟表机芯线圈排列在料盘中，然后送到人工作业的

生产线上供工人取出并安装入机芯中，装配效率非常低；②钟表机芯线圈整体呈与机芯型

腔中的安装槽配合的方柱形，但工人装配时，稍不留神，就可能把钟表机芯线圈有电源端的

一侧安装在机芯型腔安装槽的另一端，造成机芯后续装配无法进行，即产生机芯装配的不

良品，造成所生产钟表机芯良品率低；③钟表机芯线圈由磁通体缠绕细细的漆包线，一旦人

工采用工具夹持时用力过猛，可能会损伤机芯线圈而造成功能失效。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其可实现线圈

自动供料、弹性夹持批量的线圈转移并对其分料，然后把分料完成的线圈安装到由步进搬

运机构上的机芯中，可自动检测线圈是否安装到位，全程自动化，可大大提高机芯线圈装配

的效率及良品率，并大大降低企业装配生产钟表机芯的成本。

[0004]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包括一具有台面的机

架以及架设在台面上右侧一用于传送机芯的第一传送带机构和左侧用于一成品输出的第

二传送带机构，其特征在于：在台面前部安装一用于把机芯从第一传送带机构步进拨移到

第二传送带机构上的机芯搬运装置；在机芯搬运装置右后部的台面上依序安装有一自动供

应线圈的料盘供料装置、一用于批量夹取料盘中线圈的伺服机械手、一用于承接伺服机械

手所搬运线圈的过渡分料装置、一用于将过渡分料装置上分料间隔的线圈转移安装到机芯

搬运装置所拨移机芯中的装配机械手；在机芯搬运装置左后部的台面上、由右向左依序安

装有对机芯搬运装置所拨移机芯进行电学检测的一部检测仪和移除回收装配不良机芯的

一台回收机械手。

[0005] 所述的第一传送带机构上设有用于把待装配的机芯均匀间隔分料的延时制动器；

所述的机芯搬运装置包括一架设在台面上用于衔接第一传送带机构和第二传送带机构的

导轨，所述的机芯搬运装置上还包括若干用于把第一传送带机构上的机芯沿导轨向左步进

拨移到第二传送带机构上的双口的拨叉。延时制动器可把第一传送带机构上的机芯均匀间

隔分料，以使相邻的两个机芯可供一个拨叉的两个开口位拨动。

[0006] 所述的机芯搬运装置还包括导轨前方的台面上固定一支撑板，支撑板上安装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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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气缸驱动前后滑移的第一基板，第一基板上安装有由第二气缸驱动左右滑移的第二基

板，第二基板上从左到右间隔安装有若干个所述的拨叉。通过第一、第二气缸配合工作，使

拨叉同步拨动机芯向左步进移动，在机芯被拨移的停顿期间，装配机械手把线圈压入机芯

中装配，检测仪对装配有线圈的机芯进行检测，以检测线圈是否在机芯中安装到位，回收机

械手将线圈装配不合格的机芯清除出机芯搬运装置回收。

[0007] 所述的料盘供料装置包括前后侧各一安装有输送带的框架，框架左侧底部安装一

用于驱动输送带向左输送料盘的电动机，框架四角安装延伸到框架上下方的四根立柱，框

架上方中部前后各间隔安装有两根立柱，框架右部四根立柱形成的空间为料盘待料区，框

架左部四根立柱形成的空间为空盘收集区，框架中部四根立柱形成的空间为料盘供料区；

所有的立柱上安装有用于框定料盘待料区和空盘收集区的料盘垂直升降用的护板；料盘待

料区的整叠料盘堆垛从底部开始逐一被送到料盘供料区，料盘供料区的料盘中的线圈被伺

服机械手取完后，料盘供料区中空的料盘逐一被送到空盘收集区向上堆垛收集。

[0008] 所述的料盘待料区的框架底部安装有由第一分料气缸和第二分料气缸串接形成

的料盘升降机构，框架上安装有对料盘待料区下降的料盘暂定位搁置的第一销钉气缸，料

盘升降机构与第一销钉气缸配合以把料盘待料区层叠的料盘堆垛从底部逐一分离以便其

逐一被输送带传送到料盘供料区；料盘供料区的框架上安装有对料盘暂定位的第二销钉气

缸，所述的伺服机械手从料盘供料区将料盘中的线圈转移到过渡分料装置上；空盘收集区

对应的框架下方安装一用于把输送带上的空料盘顶升的集盘升降气缸，且空盘收集区左侧

前后的立柱上各安装一可自动把上升料盘止回钩卡暂定位的止回棘爪。

[0009] 所述的伺服机械手固定在料盘供料区的顶部以将其前后悬空在输送带和过渡分

料装置的上方，所述的伺服机械手包括一转动安装在丝杆架中的螺杆，丝杆架前端固定一

用于驱动螺杆旋转的伺服马达，螺杆上间隔安装两个与螺杆螺纹传动配合的滑座，丝杆架

右侧固接一与滑座相套以供滑座前后滑移的轨板，所述的轨板后部的滑座左侧安装一用于

批量夹持取放线圈的过渡搬运机械手。通过伺服马达带动螺杆上的滑座前后滑移移动，以

使过渡搬运机械手在料盘供料区与过渡分料装置之间移动批量地取放转移线圈。

[0010] 所述的滑座左侧固定一用于固定过渡搬运机械手的角板，所述的过渡搬运机械手

包括一可上下滑动地安装在角板前面的挂板，角板后面安装一用于驱动挂板上下移动的竖

装气缸，挂板前面固接一静夹板和一可相对静夹板前后移动的动夹板，挂板后面安装一用

于驱动动夹板前后移动的横装气缸，所述的动夹板上左右方向上嵌合固装有若干与静夹板

上齿对位的弹性夹指。弹性夹指可防止静夹板和动夹板夹伤线圈，通过竖装气缸和横装气

缸配合，静夹板和动夹板批量地将线圈从料盘供料装置上的料盘中取出，然后通过伺服马

达驱动螺杆带动过渡搬运机械手前移到过渡分料装置上方，通过竖装气缸下降，横装气缸

致动动夹板松开线圈，即可将成排间隔均匀的线圈搁置在过渡分料装置上，以待过渡分料

装置对其上的线圈进行分料。

[0011] 所述的过渡分料装置包括一用于承接搁置伺服机械手所批量搬运的线圈的滑道，

滑道底部两端各设有一用于架空滑道并固定在台面上的支脚；滑道下方两支脚间的台面上

安装一立板，立板后面装接一可上下移动的纵移板，立板前面固定一用于驱动纵移板上下

滑移的抬升气缸，纵移板顶端固定一与滑道平行的滑轨，滑轨上安装有可左右移动的第一

齿夹板和第二齿夹板，第一齿夹板上的夹齿和第二齿夹板上的夹齿相向运动用于夹住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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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线圈，纵移板后面顶部活动安装一可致动第一齿夹板和第二齿夹板相向或相背移动的

夹指气缸以及固定一可致动夹指气缸左右移动的横移气缸；抬升气缸、夹指气缸和横移气

缸配合工作以将滑道中的线圈向左步进夹持拨移；使滑道上的线圈被一步步向左拨移进行

分料，以等待装配机械手将滑道上的线圈转移到机芯中装入。

[0012] 所述的滑道左端侧面间隔固定有两个用于检测线圈是否移动到位的光电感应器；

当线圈被拨移到滑道左端就位时，以便装配机械手将滑道左端的线圈抓取转移到机芯中装

入。

[0013] 所述的回收机械手固定在导轨后侧左端部的台面上，回收机械手的工位后侧的台

面上还安装一回收机芯的下料道，回收机械手上设有用于将导轨上装配不良的机芯抓取转

移到下料道上的夹爪；以确保装配不良的机芯不会通过第二传送带机构输送到下一道机芯

装配工序中。

[0014] 本发明可实现线圈自动供料、弹性夹持批量的线圈转移并对其分料，然后把分料

完成的线圈安装到由步进搬运机构上的机芯中，可自动检测线圈是否安装到位，并可杜绝

装配不良的机芯流入到下一道装配工序中，全程自动化，可大大提高机芯线圈装配的效率

及良品率，并大大降低企业装配生产钟表机芯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局部放大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料盘供料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伺服机械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的过渡分料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附图标识：10.机架；11.台面；20.第一传送带机构；30.第二传送带机构；40.

机芯搬运装置；41.导轨；42.拨叉；401.支撑板；402.第一基板；403.第一气缸；404.第二基

板；405.第二气缸；50.料盘供料装置；51.框架；52.输送带；53.电动机；54.立柱；541.护板；

55.料盘升降机构；551.第一分料气缸；552.第二分料气缸；56.第一销钉气缸；57.第二销钉

气缸；58.集盘升降气缸；59.集盘升降气缸；P.料盘；A.料盘待料区；B.料盘供料区；C.空盘

收集区；60.伺服机械手；61.丝杆架；62.伺服马达；63.螺杆；64.轨板；65.滑座；66.角板；

67.过渡搬运机械手；671.挂板；672.竖装气缸；673.静夹板；674.横装气缸；675.动夹板；

676.弹性夹指；70.过渡分料装置；71.滑道；72.支脚；73.立板；74.纵移板；75.抬升气缸；

761.滑轨；762.第一齿夹板；7621.第一齿夹板上的夹齿；763.第二齿夹板；7631.第二齿夹

板上的夹齿；764.横移气缸；765.抬升气缸；80.装配机械手；90.检测仪；100回收机械手；

101.夹爪；102.下料道；M.机芯；L.线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如图1、图2所示的一种钟表机芯自动组装线圈机，包括一具有台面11的机架10以

及架设在台面11上右侧一用于传送机芯M的第一传送带机构20和左侧用于一成品输出的第

二传送带机构30，在台面11前部安装一用于把机芯M从第一传送带机构20步进拨移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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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机构30上的机芯搬运装置40；如图1～图5所示，在机芯搬运装置40右后部的台面11

上依序安装有一自动供应线圈L的料盘供料装置50、一用于批量夹取料盘P中线圈L的伺服

机械手60、一用于承接伺服机械手60所搬运线圈L的过渡分料装置70、一用于将过渡分料装

置70上分料间隔的线圈L转移安装到机芯搬运装置40所拨移机芯M中的装配机械手80；在机

芯搬运装置40左后部的台面11上、由右向左依序安装有对机芯搬运装置40所拨移机芯M进

行电学检测的一部检测仪90和移除回收装配不良机芯M的一台回收机械手100。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第一传送带机构20上设有用于把待装配的机芯M均匀

间隔分料的延时制动器21，通过延时制动器21对第一传送带机构20上的机芯M进行延时制

动，使相邻机芯M之间间隔均匀，以待机芯搬运装置40的拨运。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机芯搬运装置40包括一架设在台面11上用于衔接第一

传送带机构20和第二传送带机构30的导轨41，机芯搬运装置40还包括导轨41前方的台面11

上固定一支撑板401，支撑板401上安装有由第一气缸403驱动前后滑移的第一基板402，第

一基板402上安装有由第二气缸405驱动左右滑移的第二基板404，第二基板404上从左到右

间隔安装有若干个拨叉42；通过第一气缸403和第二气缸405配合动作，使所有双口的拨叉

42同步动起来，以将第一传送带机构20上的机芯M沿导轨41向左步进拨移到第二传送带机

构30上；机芯M沿导轨41向左步进移动的停顿期间，装配机械手80把线圈L压入机芯M中装

配，检测仪90对装配有线圈L的机芯M进行检测，以检测线圈L是否在机芯M中安装到位，回收

机械手100将线圈装配不合格的机芯M清除出机芯搬运装置40的轨道41回收。

[0025] 在上述装配机械手80、检测仪90或/和回收机械手100对机芯M进行操作期间的同

时，料盘供料装置50、伺服机械手60、过渡分料装置70、装配机械手也在同时工作，下面详细

说明料盘供料装置50、伺服机械手60和过渡分料装置70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0026]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的料盘供料装置50包括前后侧各一安装有输送带52的框

架51，框架51左侧底部安装一用于驱动输送带52向左输送料盘P的电动机53，框架51四角安

装延伸到框架51上下方的四根立柱54，框架51上方中部前后各间隔安装有两根立柱54，框

架51右部四根立柱54形成的空间为料盘待料区A，框架51左部四根立柱54形成的空间为空

盘收集区C，框架51中部四根立柱54形成的空间为料盘供料区B；所有的立柱54上安装有用

于框定料盘待料区A和空盘收集区C的料盘P垂直升降用的护板541。在料盘待料区A的框架

51底部安装有由第一分料气缸551和第二分料气缸552串接形成的料盘升降机构55，框架51

上安装有对料盘待料区A下降的料盘P暂定位搁置的第一销钉气缸56，料盘升降机构55与第

一销钉气缸56配合以把料盘待料区A层叠的料盘P堆垛从底部逐一分离以便其逐一被输送

带52传送到料盘供料区B；料盘供料区B的框架51上安装有对料盘P暂定位的第二销钉气缸

57，以待伺服机械手60从料盘供料区B将料盘P中的线圈L转移到过渡分料装置70上；空盘收

集区C对应的框架51下方安装一用于把输送带52上的空料盘P顶升的集盘升降气缸58，且空

盘收集区C左侧前后的立柱54上各安装一可自动把上升料盘P止回钩卡暂定位的止回棘爪

59。

[0027] 如图2和图3所示，人工将一整叠有线圈L的料盘P放置在料盘待料区A，整叠料盘P

由料盘升降机构55支撑住，第一分料气缸551和第二分料气缸552抬升时，将整叠料盘P托

起，料盘P和第一销钉气缸56分离，第一分料气缸551下降第一销钉气缸56顶住除最底层外

的上面的所有料盘P，第二分料气缸552继续下降，完成一盘料P分离，然后启动电动机53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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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送带52，将料盘待料区A分离后的盘料P由输送带52向左传送到料盘供料区B，料盘供料

区B中的料盘P由第二销钉气缸57暂定位，使伺服机械手60从料盘供料区B将料盘P中的线圈

L转移到过渡分料装置70上，当料盘供料区B中料盘P里的线圈L被取完后，第二销钉气缸57

动作松开空料盘P，使料盘供料区B中的空料盘P被输送带52传送到空盘收集区C，同时料盘

待料区A的料盘P被传送到料盘供料区B；集盘升降气缸58把空盘收集区C的空料盘P顶升到

止回棘爪59上方，然后下降，使空料盘P被止回棘爪59钩卡住，通过这种方式，可把被送到空

盘收集区C的空料盘P一个个被顶升到止回棘爪59上方，形成的层叠空料盘P堆垛由其上方

的止回棘爪59顶住，以便工人把空料盘P从空盘收集区C取出回用。

[0028] 如图2和图4所示，本发明的伺服机械手60固定在料盘供料区B的顶部以将其前后

悬空在输送带52和过渡分料装置70的上方，伺服机械手60包括一转动安装在丝杆架61中的

螺杆63，丝杆架61前端固定一用于驱动螺杆63旋转的伺服马达62，螺杆63上间隔安装两个

与螺杆63螺纹传动配合的滑座65，丝杆架61右侧固接一与滑座65相套以供滑座65前后滑移

的轨板64，轨板64后部的滑座65左侧安装一用于批量夹持取放线圈L的过渡搬运机械手67；

滑座65左侧固定一用于固定过渡搬运机械手67的角板66，过渡搬运机械手67包括一可上下

滑动地安装在角板66前面的挂板671，角板66后面安装一用于驱动挂板671上下移动的竖装

气缸672，挂板671前面固接一静夹板673和一可相对静夹板673前后移动的动夹板675，挂板

671后面安装一用于驱动动夹板675前后移动的横装气缸674，动夹板675上左右方向上嵌合

固装有若干与静夹板673上齿对位的弹性夹指676。

[0029] 如图2和图4所示，通过伺服马达62驱动螺杆63带动滑座65向后移动，把过渡搬运

机械手67移动到料盘供料区B的上方，通过横装气缸674致动动夹板675，使静夹板673与动

夹板675相离而张开，然后通过竖装气缸672把挂板671降下，使静夹板673与动夹板675下降

到料盘P中对准整排的线圈L，然后由横装气缸674致动动夹板675回缩，使静夹板673与动夹

板675上的弹性夹指676合拢，弹性夹住整排的线圈L，再启动竖装气缸672把挂板671升起，

把所夹持的整排线圈L提起，然后通过伺服马达62驱动螺杆63带动滑座65向前移动，把过渡

搬运机械手67移到过渡分料装置70的上方，把挂板671降下张开静夹板673与动夹板675，把

整排线圈L搁置在过渡分料装置70以待分料，通过这种方式，使伺服机械手60把料盘供料区

B料盘P中的线圈L源源不断地转移到过渡分料装置70上。

[0030] 如图2和图5所示，本发明的过渡分料装置70包括一用于承接搁置伺服机械手60所

批量搬运的线圈L的滑道71，滑道71左端侧面间隔固定有两个用于检测线圈L是否移动到位

的光电感应器711，滑道71底部两端各设有一用于架空滑道71并固定在台面11上的支脚72；

滑道71下方两支脚72间的台面11上安装一立板73，立板73后面装接一可上下移动的纵移板

74，立板73前面固定一用于驱动纵移板74上下滑移的抬升气缸75，纵移板74顶端固定一与

滑道71平行的滑轨761，滑轨761上安装有可左右移动的第一齿夹板762和第二齿夹板763，

第一齿夹板上的夹齿7621和第二齿夹板上的夹齿7631相向运动用于夹住滑道71中的线圈

L，纵移板74后面顶部活动安装一可致动第一齿夹板762和第二齿夹板763相向或相背移动

的夹指气缸765以及固定一可致动夹指气缸765左右移动的横移气缸764；抬升气缸75、夹指

气缸765和横移气缸764配合工作，将滑道71中的线圈L夹持并向左步进拨移，当光电感应器

711检测到线圈L到位后，由装配机械手80将滑道11左端分料间隔的线圈L转移安装其操作

工位上，并把线圈L装入导轨41上步进停顿机芯M中的压入，完成线圈L在机芯M中装配，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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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线圈L的机芯M沿导轨41向左被拨移到检测仪90上进行检测，若检测仪90检测机芯M中的

线圈L装配到位，则由机芯搬运装置40上的拨叉42继续将其直接步进拨移到第二传送带机

构30上，以把装配有线圈的机芯M传送到下一道机芯装配工序。

[003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回收机械手100固定在导轨41后侧左端部的台面11上，

回收机械手100的工位后侧的台面11上还安装一回收机芯M的下料道102，回收机械手100上

设有用于将导轨41上装配不良的机芯M抓取转移到下料道102上的夹爪101；当检测仪90检

测机芯M中的线圈L装配不到位时，等该线圈L装配不合格的机芯M被拨移到回收机械手100

在导轨41上的工位时，夹爪101把装配不合格的机芯M夹送到其后的下料道102中集中存放，

以待重新处理，如此，可杜绝线圈装配不合格的机芯M流入下一道机芯装配工序中。

[0032]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化，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由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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