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85514.6

(22)申请日 2019.05.09

(71)申请人 常熟市雷得双金属复合管业有限公

司

地址 215500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尚湖镇

家鑫村

    申请人 扬州大学

(72)发明人 孙进　王宁　吕洲　马煜中　张洋　

(74)专利代理机构 扬州苏中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2222

代理人 许必元

(51)Int.Cl.

B29C 65/60(2006.01)

B29C 65/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及

其应用方法

(57)摘要

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及

其应用方法，包括第一层板、支架、第一气缸、导

向管、第二层板、第一限位器、连接板、第二气缸、

第三层板、第四层板。支架上设置第一层板，第一

层板的四个边角竖直连接四根导向管，导向管向

下连接有第二层板、连接板和第三层板。吊板上

安装有7个热烫头，与第二横板下端面安装的冷

风吹气管组合安装设计，将塑料组件铆接点的熔

合、冷却动作一体于同一装置上，减少生产工序，

生产周期减短，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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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包括第一层板（1）、框架结构的

支架（2）、第一气缸（3）、导向管（4）、第二层板（5）、两块连接板（7）、第二气缸（8）、用于放置

组装件的第三层板（9）、若干热烫头（18）、第二横板（20）；

所述第一层板水平固定于支架顶部，第三层板水平固定于支架下部，所述导向管为四

根，其一端分别固定于第一层板的四个顶角处，另一端分别固定于第三层板的四个顶角处；

所述第二层板平行置于第一、第三层板支架之间，并与四根导向管滑动连接，所述第二横板

平行置于第二层板下方，其两端分别通过连接板与导向管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气缸安装于

第一层板，其输出轴与第二层板相连，所述第二气缸安装于第三层板，其输出轴与连接板相

连；

所述热烫头安装于第二层板下方，所述第二横板上分布有与热烫头位置对应的孔洞，

第二横板处还设有气阀（23）、与气阀联通的通气管（19）、与通气管相连的吹气管（22）以及

若干顶杆（21），所述顶杆置于第二横板底面，所述吹气管分布于孔洞周围；通过第二气缸下

移第二横板，使顶杆将下方组装件的铆接点压紧，通过第一气缸下移第二层板，使热烫头穿

过第二横板的孔洞对组装件进行铆接，再利用吹气管对铆接点吹气降温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

三层板上设有移动板（30）、第三气缸（27），所述移动板通过导轨（11）与第三层板滑动连接，

所述第三气缸的输出轴与移动板相连，所述移动板上设有用于放置组装件的模具工装

（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

二层板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横板（16），所述第一横板的四个顶角处通过支撑杆向下连接有

吊板（17），所述热烫头安装于吊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

二层板的底面均匀分布4个用于感应第二横板的第一限位器（6）。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

三层板上的导轨末端安装有用于感应移动板的限位感应器（29）。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移

动板上设置有4个用于感应连接板的第二限位器（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热

烫头由上部的钢管（24）、下部的铜管（25）连接而成，所述钢管内设有加热管（26），加热管与

铜管相连；所述铜管的末端端面为不规则形状，并涂抹有特氟龙物质，所述第二层板上设置

有为热烫头持续供电的配电箱（2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支

架的下端连接第四层板（10），第四层板上设置气泵，气泵与第一气缸、第二气缸、第三气缸、

气阀连接，为其持续供气。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的应用

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启动第三气缸（27），其输出轴推动移动板（30）沿着导轨向外移动，移出模具工装

（12），将吸尘器外壳组件对齐放入模具工装内；第三气缸的输出轴收缩，拉动移动板沿着导

轨向内不断移动，在受到限位感应器（29）作用下，移动板到达预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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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时，第二气缸（8）的输出轴拉动连接板（7）向下运动，在第二限位器（31）的作用下，

连接板位置固定，顶杆接触组件的铆接点，将组件欲铆接点压紧；

接着，第一层板（1）上的第一气缸输出轴推动第二层板（5）向下移动，伴随着与之连接

的第一横板（16）的移动，在吊板（17）不断向下移动过程中，受限于第一限位器（6）的长度，

吊板上的热烫头（18）穿过第二横板（20）上对应的孔洞，到达组件需铆接点；

配电箱为热烫头供电，热烫头里的加热管导热，末端铜管加热到预定温度，对铆接点两

次脉冲熔合；然后，吹风管（22）将铆接点的温度降到一定温度，此时完成塑料组件的铆接；

3）第一气缸、第二气缸推动第二层板和连接板恢复到原始位置，此时完成吸尘器塑料

组件的依次铆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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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吸尘器外壳铆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

却一体热铆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吸尘器外层的壳体包括支撑外壳和表面修饰纹路壳体构成，在铆接过程中，塑料

组件预先进行人工的配合，伴随着铆接点的对齐，在铆压时通常采用人工操作，需要对铆接

点进行设定温度的铆压，最后对铆接点冷却成形。

[0003] 针对现有的汽车扶手盖板热铆过程中，由于汽车扶手盖板的体积较小，定位比较

困难，在热铆时需要二次定位，这也导致了在盖板热铆时，热铆点的位置不准确的问题，造

成扶手盖板报废的现象。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申请了“一

种汽车扶手盖板热铆装置”，包括：工作台、工件置放机构、工件固定机构、热铆机构。其优点

在于该汽车扶手盖板热铆装置只需将工件放置在放置槽内，热铆机构就能够精准的对工件

进行热铆，工件无需二次定位，这样就提高了工件热铆的精度，极大程度的减少报废率，但

是由于扶手盖板的形状不规则，只依靠两轴定向夹紧，增加了铆接点位移误差，造成力铆接

不牢固的问题。现有技术中产品在铆压时通常采用人工操作，不但需要对产品先进行加热

处理，之后还需将加热后的产品放置铆压处进行铆压，人工劳动强度大，安全性得不到保

障，而且产品的输送得不到保障，一旦出现操作失误容易导成设备出现无法正常使用的现

象。

[0004] 深圳市信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2018年09月28日申请了“一种自动热铆设备”（申

请公布号CN  108943749  A），包括工作台组件、前部分送料、热铆机装配，实现了高效高质量

生产，节省人工，降低成品，且适用于家用电器、车灯、汽车溶器等多个领域，但是在铆接过

程中，塑料组装件的定位夹紧方式需要进一步优化设计。在传统的汽车仪表盘指针加工过

程中，机械和手工先将多个工件依次组装，然后再进行预压和铆压，最后对产品的铆压状态

和烫印状态进行人工检验。这种加工方式造成了加工成本高，人工的参与容易出错，且无法

保证产品质量。

[0005] 苏州润禄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04月27日申请了“一种汽车仪表盘指针半

自动组装热铆机”（申请公布号CN  108406271  A），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一工作台和第二工作

台，快速机械手机构、第一组装机构、第二组装机构和第三组装机构，其实现了汽车仪表盘

指针的半自动连续加工，只需两名操作员便可一次完成汽车仪表盘指针的工件组装，矫正，

预压，铆压，检测和出料等工序，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但是在安装转盘表面的圆周上，设置

的8对总装治具，增加了铆接组件安装定位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增加了人工难度。

[0006] 然而，在吸尘器外壳领域还未出现一种较好的热铆机器，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吸尘

器外壳热铆机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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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

热铆装置及其应用方法，可将塑料组件铆接点的熔合、冷却动作一体于同一装置上，减少生

产工序，生产周期减短，效率提高。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其特征是，包括第一层板、框架结构的支架、

第一气缸、导向管、第二层板、两块连接板、第二气缸、用于放置组装件的第三层板、若干热

烫头、第二横板；

所述第一层板水平固定于支架顶部，第三层板水平固定于支架下部，所述导向管为四

根，其一端分别固定于第一层板的四个顶角处，另一端分别固定于第三层板的四个顶角处；

所述第二层板平行置于第一、第三层板支架之间，并与四根导向管滑动连接，所述第二横板

平行置于第二层板下方，其两端分别通过连接板与导向管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气缸安装于

第一层板，其输出轴与第二层板相连，所述第二气缸安装于第三层板，其输出轴与连接板相

连；

所述热烫头安装于第二层板下方，所述第二横板上分布有与热烫头位置对应的孔洞，

第二横板处还设有气阀、与气阀联通的通气管、与通气管相连的吹气管以及若干顶杆，所述

顶杆置于第二横板底面，所述吹气管分布于孔洞周围；通过第二气缸下移第二横板，使顶杆

将下方组装件的铆接点压紧，通过第一气缸下移第二层板，使热烫头穿过第二横板的孔洞

对组装件进行铆接，再利用吹气管对铆接点吹气降温冷却。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三层板上设有移动板、第三气缸，所述移动板通过导轨与第三层板

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气缸的输出轴与移动板相连，所述移动板上设有用于放置组装件的模

具工装。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二层板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横板，所述第一横板的四个顶角处通

过支撑杆向下连接有吊板，所述热烫头安装于吊板上。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二层板的底面均匀分布4个用于感应第二横板的第一限位器。

[0012] 优选地，所述第三层板上的导轨末端安装有用于感应移动板的限位感应器。

[0013] 优选地，所述移动板上设置有4个用于感应连接板的第二限位器。

[0014] 优选地，所述热烫头由上部的钢管、下部的铜管连接而成，所述钢管内设有加热

管，加热管与铜管相连；所述铜管的末端端面为不规则形状，并涂抹有特氟龙物质，所述第

二层板上设置有为热烫头持续供电的配电箱。

[0015] 优选地，所述支架的下端连接第四层板，第四层板上设置气泵，气泵与第一气缸、

第二气缸、第三气缸、气阀连接，为其持续供气。

[0016] 上述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装置的应用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

骤：

1）启动第三气缸，其输出轴推动移动板沿着导轨向外移动，移出模具工装，将吸尘器外

壳组件对齐放入模具工装内；第三气缸的输出轴收缩，拉动移动板沿着导轨向内不断移动，

在受到限位感应器作用下，移动板到达预定位置；

2）此时，第二气缸的输出轴拉动连接板向下运动，在第二限位器的作用下，连接板位置

固定，顶杆接触组件的铆接点，将组件欲铆接点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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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第一层板上的第一气缸输出轴推动第二层板向下移动，伴随着与之连接的第一

横板的移动，在吊板不断向下移动过程中，受限于第一限位器的长度，吊板上的热烫头穿过

第二横板上对应的孔洞，到达组件需铆接点；

配电箱为热烫头供电，热烫头里的加热管导热，末端铜管加热到预定温度，对铆接点两

次脉冲熔合；然后，吹风管将铆接点的温度降到一定温度，此时完成塑料组件的铆接；

3）第一气缸、第二气缸推动第二层板和连接板恢复到原始位置，此时完成吸尘器塑料

组件的依次铆接工序。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吊板上安装有7个热烫头，第二层板上的配电箱为热烫头加热供电，与第二横板下端

面安装的吹气管组合安装设计，将熔合、冷却动作一体于同一装置上，减少生产工序，生产

周期减短，效率提高；

2.移动板上独立设计模具工装，在实际应用中可实现快速换模动作，更换模具更方便，

效率更高；

3.与现有平头热烫头结构相比，不规则结构，对欲熔合的塑料件包裹性更强，不容易脱

落；热烫头的表面涂有特氟龙物质，具有耐高温，易导热，不粘连特性，不容易破坏熔合点，

塑料件连接更紧固。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的结构图；

图2为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的热铆工装结构图；

图3为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的模具工装结构图；

图4为一种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的热烫头结构图；

图中：第一层板1、支架2、第一气缸3、导向管4、第二层板5、第一限位器6、连接板7、第二

气缸8、第三层板9、第四层板10、导轨11、模具工装12、安全光栅13、显示器14、报警灯15、第

一横板16、吊板17、热烫头18、通气管19、第二横板20、顶杆21、吹气管22、气阀23、钢管24、铜

管25、加热管26、第三气缸27、配电箱28、限位感应器29、移动板30、第二限位器31。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如图1-4所示，一种

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包括第一层板1、支架2、第一气缸3、导向管4、第二层板

5、第一限位器6、连接板7、第二气缸8、第三层板9、第四层板10等。

[0020] 支架2上设置第一层板1，第一层板1的四个边角（顶角）竖直连接四根导向管4，导

向管4向下连接有第二层板5、连接板7和第三层板9，可实现第二层板5、连接板7在导向管4

上的上、下移动。

[0021] 第一层板1上设置第一气缸3，第一气缸3的执行端（输出轴）连接第二层板5，第二

层板5底面紧密连接第一横板16，第一横板16的四个边角（顶角）通过支撑杆向下连接吊板

17，吊板17上安装有7个热烫头18，第二层板5的底面均匀分布4个第一限位器6。

[0022] 热烫头18的竖直下方设置有第二横板20，第二横板20上分布有与热烫头18位置对

应的孔洞，第二横板20的一侧设置有一个气阀23，由气阀23上分布出与孔洞对应的通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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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与通气管19对应接通的是（冷风）吹气管22，吹气管22设置在第二横板20孔洞底面的周

围，第二横板20的两端通过连接在导向管4的连接板7上固定，第二横板20的底面安装有多

个顶杆22。吊板17上安装有7个热烫头18，和第二横板20下端面的冷风吹气管22组合安装设

计，将熔合、冷却动作一体于同一装置上。

[0023] 第三层板9上设置第二气缸8，气缸的上端（输出轴）与连接板7连接，第三层板9的

中间设置长方形槽，第三层板9的底面平行安装有第三气缸27，第三气缸27的固定端连接在

第三层板9的下端面，执行端（输出轴）通过长方形槽固定在移动板30的下端面，长方形槽的

两侧安装有长导轨11，长导轨11的末端安装有限位感应器29，长导轨11与移动板30的下端

面配合连接，移动板30上设置有模具工装12，移动板30上设置有四个第二限位器31。

[0024] 支架2的下端连接第四层板10，第四层板10上设置气泵，气泵与第一气缸3、第三层

板9上的第二气缸8、第三层板9下端面的第三气缸27、第二横板20上的通气管19连接，为其

持续供气。

[0025] 第二层板5上设置有配电箱28，配电箱28为吊板17上的热烫头18持续供电。热烫头

18的上一部分表面为钢管24，钢管24的下端连接铜管25，铜管25的末端端面为不规则形状，

末端端面涂抹有特氟龙物质。

[0026] 本发明在支架2上安装有安全光栅13，安全光栅是避免人员接近移动机械的一种

光电设备，可以避免人员伤亡。支架上还设有显示器14，可接入PLC控制器，用于热铆时温

度、时间的显示。支架上还设有报警灯15，监测机器故障包括工人的不正当操作、机器的异

常运转等。

[0027] 该吸尘器外壳熔合、冷却一体热铆机的工作原理：

本发明中采用PLC控制器，启动第三气缸，第三气缸27的执行端推动移动板30沿着长导

轨11向外移动，移出模具工装12，将吸尘器外壳组件对齐放入模具工装内，第三气缸27的执

行端收缩，拉动移动板30沿着长导轨11向内不断移动，在受到限位感应器29作用下，移动板

30到达预定位置；

控制器收到限位感应器29的信号，控制第二气缸8的执行端拉动连接板7向下运动，在

第二限位器31的作用下，连接板7位置固定，顶杆21接触组件的铆接点，将组件欲铆接点压

紧；

控制器收到第二限位器31的信号，控制第一层板1上的第一气缸3执行端推动第二层板

5向下移动，伴随着与之连接的第一横板16的移动，在吊板17不断向下移动过程中，受限于

第一限位器6的长度，吊板17上的热烫头18穿过第二横板20上对应的孔洞，到达组件需铆接

点；

控制器收到第一限位器6的信号，控制配电箱28为热烫头18供电，热烫头18里的加热管

26导热，末端铜管25加热到预定温度，对铆接点两次脉冲熔合；

然后控制器控制吹风管22将铆接点的温度降到一定温度，此时完成塑料组件的铆接；

最后，PLC控制器控制第一气缸3、第二气缸8推动第二层板5和连接板7恢复到原始位置，此

时完成吸尘器塑料组件的依次铆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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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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