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258912.4

(22)申请日 2018.02.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2990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6.19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810151172.7 2018.02.14

(73)专利权人 丁蒙双

地址 317200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雷峰乡

新桥村4组21号

(72)发明人 邹家鹏　陈高朋　孙俊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专橙律师事务所 33313

代理人 黄春英

(51)Int.Cl.

B05C 3/10(2006.01)

B05C 13/02(2006.01)

B66F 7/18(2006.01)

B66F 7/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562284 A,2016.05.11

CN 102310032 A,2012.01.11

CN 205146578 U,2016.04.13

CN 205343574 U,2016.06.29

CN 205731871 U,2016.11.30

JP 2002102764 A,2002.04.09

CN 202291236 U,2012.07.04

审查员 谭雅倩

 

(54)发明名称

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

胶装置，包括装置主架，所述装置主架的顶部安

设有接线座，所述装置主架下部的两侧位置上均

安设有立架和若干夹持油缸，所述夹持油缸的活

塞杆与升降杆可拆卸连接，所述立架的下方一侧

位置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定扶持架，所述定扶持

架的上部安设有若干台阶，所述台阶的顶端具有

立柱，所述定扶持架靠近立架的一侧设有空心

套，所述升降杆穿装在所述空心套中，所述升降

杆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动扶持架，所述动扶持架

与升降杆的连接处具有安装套，所述动扶持架上

开设有若干柱孔。该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

置升降操作方便，汽车配件的挂放简单，不掉件，

挂胶安全性好，挂件速度快，提高了工作效率且

挂件量大，可批量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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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包括装置主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主架

（1）的顶部安设有接线座（2），所述装置主架（1）下部的两侧位置上均安设有立架（3）和若干

夹持油缸（4），所述装置主架（1）的正下方位置与主架油缸（5）可拆卸连接，所述夹持油缸

（4）的活塞杆（6）与升降杆（7）可拆卸连接，所述立架（3）的下方一侧位置上可拆卸连接有若

干定扶持架（8），所述定扶持架（8）的上部安设有若干台阶（9），所述台阶（9）的顶端具有立

柱（10），所述定扶持架（8）靠近立架（3）的一侧设有空心套（11），所述升降杆（7）穿装在所述

空心套（11）中，所述升降杆（7）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动扶持架（12），所述动扶持架（12）与升

降杆（7）的连接处设有安装套（13），所述动扶持架（12）通过所述安装套（13）和螺纹连接件

（14）与所述升降杆（7）可拆卸连接，所述动扶持架（12）上开设有若干柱孔（15），所述主架油

缸（5）配备有托举台（16），所述装置主架（1）与所述托举台（16）可拆卸连接，所述活塞杆（6）

端部和所述升降杆（7）的顶端均具有连接法兰（17），所述活塞杆（6）和所述升降杆（7）通过

所述连接法兰（17）可拆卸连接；

所述定扶持架（8）和所述动扶持架（12）的数量一致，所述立柱（10）和所述柱孔（15）的

数量一致且位置相对应，所述升降杆（7）与所述空心套（11）为间隙配合，所述定扶持架（8）

的端部焊接有连接板（18），所述定扶持架（8）通过所述连接板（18）与所述立架（3）可拆卸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架

（3）的下部具有若干底腿（19），所述底腿（19）之间焊接有加强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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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配件生产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配件领域中，多种型号的汽车内饰件均需要进行挂胶或电镀处理，在挂胶

操作中，需要将普遍为方框形、圆环形的内饰件送入挂胶池中进行挂胶，目前常用的方式是

通过特制的挂胶架挂住内饰件，然后将挂胶架送入挂胶池，但是汽车配件的挂放操作普遍

通过人工手动来完成，操作效率低下，耗时费力，且挂放的可靠性不高，时有掉件的情况发

生，现需要一种能够快速完成汽车配件挂放且可靠性高的设备来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生产

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

包括装置主架，所述装置主架的顶部安设有接线座，所述装置主架下部的两侧位置上均安

设有立架和若干夹持油缸，所述装置主架的正下方位置与主架油缸可拆卸连接，所述夹持

油缸的活塞杆与升降杆可拆卸连接，所述立架的下方一侧位置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定扶持

架，所述定扶持架的上部安设有若干台阶，所述台阶的顶端具有立柱，所述定扶持架靠近立

架的一侧设有空心套，所述升降杆穿装在所述空心套中，所述升降杆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

动扶持架，所述动扶持架与升降杆的连接处设有安装套，所述动扶持架通过所述安装套和

螺纹连接件与所述升降杆可拆卸连接，所述动扶持架上开设有若干柱孔。

[0005] 优选的，所述主架油缸配备有托举台，所述装置主架与所述托举台可拆卸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活塞杆端部和所述升降杆的顶端均具有连接法兰，所述活塞杆和所

述升降杆通过所述连接法兰可拆卸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定扶持架和所述动扶持架的数量一致，所述立柱和所述柱孔的数量

一致且位置相对应，所述升降杆与所述空心套为间隙配合，所述定扶持架的端部焊接有连

接板，所述定扶持架通过所述连接板与所述立架可拆卸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立架的下部具有若干底腿，所述底腿之间焊接有加强筋。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使用时，

装置主架的高度通过主架油缸来控制，主架油缸和夹持油缸均与接线座电连接并通过接线

座供电，夹持油缸均通过同一个开关进行升降控制，底腿之间焊接有加强筋，这样的设计保

证了底腿的强度，同时也减轻了立架的整体重量，降低了主架油缸的负荷，夹持油缸的活塞

杆的初始状态为收缩状态，进行汽车配件挂放工作时，首先通过主架油缸将装置主架升高，

使得底腿位于挂胶池的上方位置，工作人员可通过爬梯或其他辅助登高装置爬高到底腿位

置，将汽车配件平放在定扶持架上，汽车配件上的开孔与立柱配合，台阶起到承托作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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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汽车配件直接与定扶持架接触，降低汽车配件和定扶持架的接触面积，摆放好汽车配件

之后，再控制夹持油缸的活塞杆伸出，则活塞杆推动升降杆下降，则动扶持架随着升降杆下

降，动扶持架上的柱孔与立柱适配，动扶持架下降后，立柱伸入到柱孔中，这样就实现了汽

车配件的限位作用，汽车配件在动扶持架的阻挡下不能够脱出立柱，然后通过主架油缸将

装置主架降下，则升降柱和底腿降下伸入到挂胶池中进行挂胶工作，挂胶完成之后通过主

架油缸将装置主架升起，然后将夹持油缸的活塞杆收回，动扶持架脱离立柱，则汽车配件可

从立柱上取下；本装置升降操作方便，汽车配件的挂放简单，不掉件，挂胶安全性好，挂件速

度快，提高了工作效率且挂件量大，可批量挂件。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图1将定扶持架和动扶持架压合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1去掉主架油缸后的左视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定扶持架的俯视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动扶持架的俯视图。

[0015] 图中：1、装置主架，2、接线座，3、立架，4、夹持油缸，5、主架油缸，6、活塞杆，7、升降

杆，8、定扶持架，9、台阶，10、立柱，11、空心套，12、动扶持架，13、安装套，14、螺纹连接件，

15、柱孔，16、托举台，17、连接法兰，18、连接板，19、底腿，20、加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包

括装置主架1，所述装置主架1的顶部安设有接线座2，所述装置主架1下部的两侧位置上均

安设有立架3和若干夹持油缸4，所述装置主架1的正下方位置与主架油缸5可拆卸连接，所

述夹持油缸4的活塞杆6与升降杆7可拆卸连接，所述立架3的下方一侧位置上可拆卸连接有

若干定扶持架8，所述定扶持架8的上部安设有若干台阶9，所述台阶9的顶端具有立柱10，所

述定扶持架8靠近末端位置处具有空心套11，所述升降杆7穿装在所述空心套11中，所述升

降杆7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动扶持架12，所述动扶持架12的末端具有安装套13，所述动扶持

架12通过所述安装套13和螺纹连接件14与所述升降杆7可拆卸连接，所述动扶持架12上开

设有若干柱孔15，所述主架油缸5配备有托举台16，所述装置主架1与所述托举台16可拆卸

连接，所述活塞杆6端部和所述升降杆7的顶端均具有连接法兰17，所述活塞杆6和所述升降

杆7通过所述连接法兰17可拆卸连接，所述定扶持架8和所述动扶持架12的数量一致，所述

立柱10和所述柱孔15的数量一致且位置相对应，所述升降杆7与所述空心套11为间隙配合，

所述定扶持架8的端部焊接有连接板18，所述定扶持架8通过所述连接板18与所述立架3可

拆卸连接，所述立架3的下部具有若干底腿19，所述底腿19之间焊接有加强筋20。

[0018] 工作原理：在使用该油缸驱动的汽车配件挂胶装置时，装置主架1的高度通过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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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缸5来控制，主架油缸5和夹持油缸4均与接线座2电连接并通过接线座2供电，夹持油缸4

均通过同一个开关进行升降控制，底腿19之间焊接有加强筋20，这样的设计保证了底腿19

的强度，同时也减轻了立架3的整体重量，降低了主架油缸5的负荷，夹持油缸4的活塞杆6的

初始状态为收缩状态，进行汽车配件挂放工作时，首先通过主架油缸5将装置主架1升高，使

得底腿19位于挂胶池的上方位置，工作人员可通过爬梯或其他辅助登高装置爬高到底腿19

位置，将汽车配件平放在定扶持架8上，汽车配件上的开孔与立柱10配合，台阶9起到承托作

用，避免汽车配件直接与定扶持架8接触，降低汽车配件和定扶持架8的接触面积，摆放好汽

车配件之后，再控制夹持油缸4的活塞杆6伸出，则活塞杆6推动升降杆7下降，则动扶持架12

随着升降杆7下降，动扶持架12上的柱孔15与立柱10适配，动扶持架12下降后，立柱10伸入

到柱孔15中，这样就实现了汽车配件的限位作用，汽车配件在动扶持架12的阻挡下不能够

脱出立柱10，然后通过主架油缸5将装置主架1降下，则升降柱7和底腿19降下伸入到挂胶池

中进行挂胶工作，挂胶完成之后通过主架油缸5将装置主架1升起，然后将夹持油缸4的活塞

杆6收回，动扶持架12脱离立柱10，则汽车配件可从立柱10上取下。

[001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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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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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111299068 B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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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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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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