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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

包括机架和电气控制系统；还包括外壳拨叉进料

机构和下盖自动装配机构；外壳拨叉进料机构自

右向左依次设置外壳振动盘、铜片放料机构、外

壳定位机构和产品装配机构；下盖自动装配机构

包括转动盘，转动盘的周边沿外依次设置有下盖

振动盘、A脚振动盘、A脚压脚机构、B脚振动盘、B

脚压脚机构、下盖翻转机构、折弯成型机构和旋

转机构。本实用新型的蜂鸣器装配机通过将下盖

和外壳的装配分设在机架上，实现两道工序合

并，进而将下盖装配在外壳内，实现贴片式蜂鸣

器的自动检测装配，蜂鸣器的组装效率高；装配

机的工位分布设计合理，占用空间小，设备生产

制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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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包括机架和电气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外壳拨叉

进料机构和下盖自动装配机构；外壳拨叉进料机构自右向左依次设置外壳振动盘、铜片放

料机构、外壳定位机构和产品装配机构，外壳振动盘用于使外壳以预定姿态进入外壳拨叉

进料机构的右端，铜片放料机构和外壳定位机构均位于外壳拨叉进料机构的正上方且可上

下移动，铜片放料机构用于将铜片输送至外壳拨叉进料机构上的外壳上；产品装配机构包

括第一压平机构和成品出料通道，第一压平机构用于将下盖压进外壳内，成品出料通道位

于外壳拨叉进料机构的左端；下盖自动装配机构包括转动盘，转动盘上沿周向分布有多个

工位，每个工位均设有底座，转动盘的周边沿外依次设置有下盖振动盘、A脚振动盘、A脚压

脚机构、B脚振动盘、B脚压脚机构、下盖翻转机构、折弯成型机构和旋转机构，下盖振动盘使

下盖以预定姿态插入底座上，A脚振动盘和B脚振动盘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以预定姿态装在

下盖上，A脚压脚机构和B脚压脚机构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固定在下盖上，下盖翻转机构用

于将其下方的底座上的下盖180°翻转后转移至折弯成型机构下方的底座上，旋转机构用于

将底座上的下盖180°翻转后安装在外壳定位机构的外壳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拨叉进料机构

包括直条状的安装板和支撑板，安装板上自右向左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拨叉，拨叉的端

部设有与外壳匹配的凹槽；安装板通过两个伸缩气缸控制其左右位移和前后位移；外壳于

支撑板上自右向左位移。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铜片放料机构包括

铜片储料筒和紧贴铜片储料筒下方的推块，推块设有仅能容纳一片铜片的铜片凹槽，推块

通过第六伸缩气缸前后位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铜片放料机构包括

吸附头，吸附头通过两个伸缩气缸控制上下位移；吸附头的正下方安装有光电传感器，该光

电传感器的光线穿透外壳拨叉送料机构、用于检测铜片位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A脚压脚机构和所

述B脚压脚机构的结构一致，包括支座和压针，支座的顶部安装有伸缩气缸，压针通过伸缩

气缸可升降滑动连接在支座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弯成型机构包括

倾斜设置的折弯板，折弯板通过第七伸缩缸控制倾斜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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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蜂鸣器装配设备领域，特别是指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

背景技术

[0002] 蜂鸣器是作为发出警报的电子元器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目前，市面上

出现一些蜂鸣器装配机，但这些蜂鸣器装配机的装配工位沿直线分布，工位布置复杂，结构

设计不合理，体积大需要占用较大空间，生产制造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以克服现有蜂鸣器装配机存在结构设

计不合理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包括机架和电气控制系统；还包括外壳拨叉进料机构

和下盖自动装配机构；外壳拨叉进料机构自右向左依次设置外壳振动盘、铜片放料机构、外

壳定位机构和产品装配机构，外壳振动盘用于使外壳以预定姿态进入外壳拨叉进料机构的

右端，铜片放料机构和外壳定位机构均位于外壳拨叉进料机构的正上方且可上下移动，铜

片放料机构用于将铜片输送至外壳拨叉进料机构上的外壳上；产品装配机构包括第一压平

机构和成品出料通道，第一压平机构用于将下盖压进外壳内，成品出料通道位于外壳拨叉

进料机构的左端；下盖自动装配机构包括转动盘，转动盘上沿周向分布有多个工位，每个工

位均设有底座，转动盘的周边沿外依次设置有下盖振动盘、A脚振动盘、A脚压脚机构、B脚振

动盘、B脚压脚机构、下盖翻转机构、折弯成型机构和旋转机构，下盖振动盘使下盖以预定姿

态插入底座上，A脚振动盘和B脚振动盘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以预定姿态装在下盖上，A脚压

脚机构和B脚压脚机构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固定在下盖上，下盖翻转机构用于将其下方的

底座上的下盖180°翻转后转移至折弯成型机构下方的底座上，旋转机构用于将底座上的下

盖180°翻转后安装在外壳定位机构的外壳上。

[0006]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外壳拨叉进料机构包括直条状的安装板和支撑板，安装板上

自右向左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拨叉，拨叉的端部设有与外壳匹配的凹槽；安装板通过两

个伸缩气缸控制其左右位移和前后位移；外壳于支撑板上自右向左位移。

[0007]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铜片放料机构包括铜片储料筒和紧贴铜片储料筒下方的推

块，推块设有仅能容纳一片铜片的铜片凹槽，推块通过第六伸缩气缸前后位移。

[0008]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铜片放料机构包括吸附头，吸附头通过两个伸缩气缸控制上

下位移；吸附头的正下方安装有光电传感器，该光电传感器的光线穿透外壳拨叉送料机构、

用于检测铜片位置。

[0009]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A脚压脚机构和上述B脚压脚机构的结构一致，包括支座和压

针，支座的顶部安装有伸缩气缸，压针通过伸缩气缸可升降滑动连接在支座上。

[0010]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折弯成型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折弯板，折弯板通过第七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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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控制倾斜位移。

[0011]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结构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

点：本实用新型的蜂鸣器装配机通过将下盖和外壳的装配分设在机架上，再通过旋转机构

将下盖传输至产品装配机构，实现两道工序合并，进而将下盖装配在外壳内，实现贴片式蜂

鸣器的自动检测装配，且下盖和外壳的装配同步进行，蜂鸣器的组装效率高；装配机的工位

分布设计合理，占用空间小，设备生产制造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蜂鸣器装配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外壳拨叉进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铜片放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外壳定位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AB脚压脚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折弯成型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旋转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照图1至图7，一种贴片式蜂鸣器装配机，包括机架1和电气控制系统（图中未显

示），电气控制系统设于机架1内，电气控制系统配设有触摸显示屏2，触摸显示屏2用于发送

指令；还包括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和下盖自动装配机构4；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自右向左依次

设置外壳振动盘31、铜片放料机构32、外壳定位机构33和产品装配机构34，外壳振动盘31用

于使外壳以预定姿态进入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的右端，铜片放料机构32和外壳定位机构33

均位于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的正上方且可上下移动，铜片放料机构32用于将铜片输送至外

壳拨叉进料机构3上的外壳上；产品装配机构34包括第一压平机构341和成品出料通道342，

第一压平机构341用于将下盖压进外壳内，成品出料通道342位于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的左

端；下盖自动装配机构4包括转动盘40，转动盘40上沿周向分布有多个工位，每个工位均设

有底座401，转动盘40的周边沿外依次设置有下盖振动盘41、A脚振动盘42、A脚压脚机构43、

B脚振动盘44、B脚压脚机构45、下盖翻转机构46、折弯成型机构47和旋转机构48，下盖振动

盘41使下盖以预定姿态插入底座401上，A脚振动盘42和B脚振动盘44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

以预定姿态装在下盖上，A脚压脚机构43和B脚压脚机构45分别用于使A脚和B脚固定在下盖

上，下盖翻转机构46用于将其下方的底座401上的下盖180°翻转后转移至折弯成型机构47

下方的底座401上，旋转机构48用于将底座401上的下盖180°翻转后安装在外壳定位机构33

的外壳上。以上各个机构分别根据电气控制系统的指令进行各自设定的动作。

[0021] 参照图1和图2，上述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包括直条状的安装板301和支撑板302，安

装板301上自右向左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拨叉303，拨叉303的端部设有与外壳匹配的凹

槽304；安装板301通过两个伸缩气缸控制其左右位移和前后位移，支撑板302固定安装在机

架1上；外壳于支撑板302上自右向左位移。安装板301底部安装若干滑块,并通过这些滑块

水平滑动连接于左右设置的导轨，而安装左右设置导轨的横板又通过另外的滑块前后滑动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254959 U

4



连接于前后设置的导轨。装配时，通过第二气缸使拨叉303后移使凹槽304包围外壳，再通过

第一气缸使拨叉303带着外壳左移至下一工位，接着拨叉303前移使外壳脱离凹槽304的包

围，最后拨叉303右移至原位；不断重复上述动作实现传送外壳。

[0022] 参照图1和图3，铜片放料机构32包括铜片储料筒321和紧贴铜片储料筒321下方的

推块322。铜片储料筒321具有一竖直设立的圆形的储料槽（图中未显示），推块322设有仅能

容纳一片铜片的铜片凹槽（图中未显示），推块322通过滑块滑动连接于固定于第一支架323

的第一导轨324，推块322的前端连接于伸缩气缸。铜片放料机构32包括用于吸附铜片的吸

附头325，吸附头325安装于安装座，安装座通过滑块滑动连接于固定于第一支架323的第一

导轨324。上述安装座由一伸缩气缸控制上下位移，而该伸缩气缸则固定于上方的另一安装

座，上方的安装座也通过一滑块滑动连接于固定于第一支架323的第一导轨324，同时上方

的安装座由另一伸缩气缸控制上下位移。推块322位于初始位置时，铜片凹槽刚好位于储料

槽下方，铜片在重量作用下掉落于铜片凹槽，推块322携带该铜片移动至铜片放料机构32的

正下方，吸附头325下移吸附铜片后，推块322迅速复位， 吸附头325则下移并将铜片释放于

外壳中。

[0023] 参照图1和图4，外壳定位机构33包括选位头331，选位头331安装于安装座，安装座

通过滑块滑动连接于固定于第二支架332的第二导轨333，伸缩气缸控制安装座上下位移。

选位头331的端部具有与外壳缺槽匹配的凸起（未示出），选位头331压入外壳后，能够使外

壳具有缺槽的一定朝向正后方。

[0024] 参照图1和图  5，上述A脚压脚机构43和上述B脚压脚机构45的结构一致，包括支座

432和压针433，支座432的顶部安装有伸缩气缸，压针433通过伸缩气缸可升降滑动连接在

支座432上。

[0025] 参照图1和图6，上述折弯成型机构47包括倾斜设置的折弯板471，折弯板471通过

第七伸缩缸472控制倾斜位移，折弯板471用于折弯A脚和B脚倾斜成型。

[0026] 参照图1和图7，旋转机构48用于将底座401上的下盖180°翻转后安装在外壳定位

机构33的外壳上，旋转机构48设有用于抓取下盖的旋转机械手481。下盖安装在外壳好后，

上述外壳拨叉进料机构3将装配好的蜂鸣器拨动至成品出料通道342，便于包装蜂鸣器，装

配工作效率高。

[0027] 本实用新型的蜂鸣器装配机通过将下盖和外壳的装配分设在机架1上，再通过旋

转机构48将下盖传输至产品装配机构34，实现两道工序合并，进而将下盖装配在外壳内，实

现贴片式蜂鸣器的自动检测装配，且下盖和外壳的装配同步进行，蜂鸣器的组装效率高；装

配机的工位分布设计合理，占用空间小，设备生产制造成本低。

[0028]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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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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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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