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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及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

属于继电器生产设备领域。本发明包括随行工装

输送台、自动压簧片机、封胶下料机、冷却输送系

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磁保持除尘机、磁保持机

检机、磁保持盖壳机、进料系统、下料机、天桥送

料装置、上料机、进料装置、加热装置和出料装

置，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台、自动压簧片机、随

行工装输送系统、封胶下料机、进料装置、加热装

置、出料装置、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

机、磁保持除尘机、磁保持机检机、磁保持盖壳

机、上料机、天桥送料装置、下料机顺次连接组成

回流的生产线，进料系统与磁保持盖壳机连接。

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对继电器再次除尘，

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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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回流天桥送料装置、随行工装输送

台、自动压簧片机、封胶下料机、隧道炉、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磁保持除尘机、

磁保持机检机、磁保持盖壳机和进料系统，所述回流天桥送料装置包括下料机、天桥送料装

置和上料机，隧道炉包括进料装置、加热装置和出料装置，所述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台、自

动压簧片机、随行工装输送系统、封胶下料机、进料装置、加热装置、出料装置、冷却输送系

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磁保持除尘机、磁保持机检机、磁保持盖壳机、上料机和天桥送料装

置顺次连接组成回流的生产线，所述进料系统与磁保持盖壳机连接；

所述封胶下料机包括点胶机构、上胶机构、三轴移动平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

位机构和封胶下料机底座，所述点胶机构、上胶机构、三轴移动平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上，所述封胶下料机随

行工装拨动机构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

上，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一端与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连接，所述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另一端与进料装置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包括机械手、磁保持机检

机工作台、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磁保持

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检测台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所述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磁保持机检机

检测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

行工装升降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均

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

所述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一端

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一

端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

构，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在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一

侧，所述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所

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安装在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一侧，所述

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顶面齐平，

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上方，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

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后方，所述机械手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上，所

述机械手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方，所述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

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除尘机连接，所述磁保持盖壳机包括取盖机、拨叉、压盖机、磁保持盖

壳机工作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和磁保持盖壳机随

行工装定位机构，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压盖机连接，且均安装在磁保持

盖壳机工作台上，所述取盖机和拨叉均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后方，所述

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取盖机、拨叉依次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所述磁保持盖壳

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连接，所述压盖机与上料机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点胶机构包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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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机构安装架、点胶机构驱动气缸、点胶头和点胶管，所述三轴移动平台包括横轴移动平

台、纵轴移动平台、竖轴移动平台、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竖轴移

动平台驱动机构和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包括封胶下料

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和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

机构包括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推动气缸、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挡块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所述

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

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

底座上，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的一侧，

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的另一

侧，所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连接，所述封胶下

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与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连接，所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

与进料装置连接，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

上，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上，所述

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连接，所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

装推动架挡块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上，所述横轴移动平台和横轴移动平台驱

动机构安装在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上，所述纵轴移动平台和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均安装

在横轴移动平台上，所述竖轴移动平台和竖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均安装在纵轴移动平台

上，所述竖轴移动平台与点胶机构安装架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胶机构包括上

胶罐支架、上胶罐、上胶盖、上胶罐搅拌机构、上胶罐加热装置、上胶罐锁紧机构和上胶罐压

力表；所述上胶罐支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上，所述上胶罐和上胶罐压力表均安装在上

胶罐支架上，所述上胶盖盖在上胶罐上，所述上胶盖与上胶罐通过上胶罐锁紧机构锁紧，所

述上胶罐搅拌机构安装在上胶罐内，且与上胶罐加热装置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包括机械

手安装架、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机械手夹紧机构和机械手夹紧传感

机构，所述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包括电压检测机构、压力检测机构、CCD检测机构和电阻

检测机构，所述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包括电压回收机构、压力回收机构、CCD回收机构和

电阻回收机构，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包括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和

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所述机械手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上，

所述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安装在机械手安装架上，所述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安装在机械手

纵向驱动机构上，所述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在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上，所述机械手夹紧传

感机构安装在机械手夹紧机构上，所述机械手夹紧机构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的上方，所述电压检测机构、压力检测机构、CCD检测机构和电阻检测机构依次安装

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且均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上方，所述电压回收

机构、压力回收机构、CCD回收机构和电阻回收机构依次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且

均位于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的后方，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安装在磁

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底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升降驱动气缸的伸缩杆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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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连接，所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

行工装检测台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取盖机包括取盖

机安装架、纵向滑动机构、竖向滑动机构和吸盖机构；所述取盖机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盖壳

机工作台上，所述纵向滑动机构安装在取盖机安装架上，所述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在纵向滑

动机构上，所述吸盖机构安装在竖向滑动机构上，所述吸盖机构位于拨叉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叉包括限位拨

叉、拨动拨叉、限位拨叉驱动机构和拨动拨叉驱动机构；所述限位拨叉驱动机构和拨动拨叉

驱动机构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所述限位拨叉安装在限位拨叉驱动机构上，所

述拨动拨叉安装在拨动拨叉驱动机构上，所述限位拨叉与拨动拨叉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盖机包括压盖

机构、测试机构、集盖机构、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和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所述压

盖机构、集盖机构和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所述测试

机构和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均安装在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所述压盖机构位于

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方，所述集盖机构位于测试机构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除

尘机构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

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和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包括磁保持盖

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

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

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

除尘器滑块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安装在磁

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

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的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连接，所述

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方，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

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

装定位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机构安装架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

装定位滑轨的端部，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滑轨上，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上，

所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上，所述磁保持

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的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连接，所述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上。

9.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8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的生产方

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所述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的生产方法如下：

第一步：在随行工装输送台上对随行工装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然后安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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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自动压簧片机和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输送到封

胶下料机，对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当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

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再将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台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

台上；通过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将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上的安装继电器外

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拨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通过封胶下料机随行

工装定位机构将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

行工装进行定位，并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置，对定位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封胶完毕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对封胶后的

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将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

的随行工装通过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输送到进料装置；

第二步：将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进料装置、加

热装置、出料装置、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和磁保持除尘机输送到磁保持机检

机，对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电压、压力、CCD和

电阻依次进行检测：

（1）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

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2）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齐

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过磁

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

台上的电压检测区，对电压检测区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压检测；

（3）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

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4）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齐

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过磁

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

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

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对压力检测区的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压力检测；

（5）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

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6）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齐

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过磁

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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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

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

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CCD检测机构，对CCD检测区的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

CCD检测；

（7）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

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8）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齐

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过磁

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

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

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

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

工装顶入到电阻检测区，对电阻检测区的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阻检测；

（9）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

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10）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

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过

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

测台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将经过电压

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其中有一项检测结果不合格时，磁保持机检机随行

工装限位机构依次对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结果不合格的经过磁保

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限位，通过机械手将经过检测的

不合格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置到磁保持机

检机回收机构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将

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时，磁保持机检机随行

工装限位机构对依次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输送

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

第三步：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盖壳：当检

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的下方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对检测结果

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对检

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除尘；经过再次除尘后的

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输送到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的前方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对经过再次除尘

权　利　要　求　书 5/6 页

6

CN 107452548 B

6



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初次定位，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

定位叉对经过初次定位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定位；通过拨

动拨叉将继电器外盖从输料台的进料端拨到限位拨叉的正前方，并通过限位拨叉对继电器

外盖进行限位，当吸盖气缸移动到在输料台上限位的继电器外盖的正上方时，通过吸盘将

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继电

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当继

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压盖机构的下方时，压盖机随行

工装限位机构对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进行限位，通过压盖

机构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

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输送到测试机构，对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进行测

试；

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测试后结果合格的将安装继电器外盖和继电器外壳

及继电器组件的继电器取出，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随行工装依次输送到上料

机、天桥送料装置、下料机和随行工装输送台，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测试后结果

不合格的继电器外盖、继电器外壳和随行工装取出进行返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步中的具体点胶方如下：

（1）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置，同时点胶机构驱动气缸驱动点胶机构驱动

插板，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重合时，点胶管处于

开路状态，并通过点胶针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进行

封胶；

（2）当点胶针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封胶完毕

后，点胶机构驱动气缸驱动点胶机构驱动插板，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与点胶

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错位，点胶管处于闭路状态，并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置；

所述第三步中的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1）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卡牢，测试机

构驱动电机带动测试机构凸轮转动，使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弹起，并

通过测试机构复位弹簧复位；

（2）如果继电器外盖被弹掉，则证明继电器外盖没有将继电器外壳盖严，弹掉的继电器

外盖通过集盖机构收集在集盖箱内，如果继电器外盖没有被弹掉，则证明继电器外盖将继

电器外壳盖严，继电器外盖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输

送到下一工序，集盖风扇始终处于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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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及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及生产方法，属于继电器生产设备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继电器的生产加工过程中，有些工序自动化程度较低，需要人力的投入比

较大，无形中就提高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成本的同时，并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在人力

投入较大的工序中，由于人为的操作会使继电器组件、继电器外盖和继电器外壳定位不够

准确，这样将会导致产品的次品率较高，同时还会降低生产效率，施胶量难以控制，容易造

成资源的浪费，难以保证继电器的各项性能指数，继电器外盖不能将继电器外壳完全盖严，

误将继电器外盖没有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的继电器当做合格品，难以保证产品质量。

[0003] 有鉴于此，在公布号为CN103943411A的专利文献中公开了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

设备，包括设备主体，设备主体上一体化设置有用于继电器印字的丝印系统、以及用于测试

继电器性能的综合测试系统；其中，丝印系统包括丝印送料机构以及移印机，综合测试系统

包括测试送料机构以及电脑综合测试仪；所述的丝印送料机构与测试送料机构首尾相连。

上述对比专利存在人力成本高，次品率较高，生产率低，难以保证产品质量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的

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及生产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其结构

特点在于：包括回流天桥送料装置、随行工装输送台、自动压簧片机、封胶下料机、隧道炉、

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磁保持除尘机、磁保持机检机、磁保持盖壳机和进料系

统，回流天桥送料装置包括下料机、天桥送料装置和上料机，隧道炉包括进料装置、加热装

置和出料装置，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台、自动压簧片机、随行工装输送系统、封胶下料机、

进料装置、加热装置、出料装置、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磁保持除尘机、磁保持

机检机、磁保持盖壳机、上料机和天桥送料装置顺次连接组成回流的生产线，进料系统与磁

保持盖壳机连接；

[0006] 封胶下料机包括点胶机构、上胶机构、三轴移动平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

位机构和封胶下料机底座，点胶机构、上胶罐、三轴移动平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

机构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封胶下料

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一端与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另

一端与进料装置连接，磁保持机检机包括机械手、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磁保持机检机安装

架、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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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

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

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磁保持机检机

随行工装检测台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均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

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一端连接，磁保

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一端连接，磁保持

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连接，磁保持机检

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推动机构安装在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的一侧，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安装在

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一侧，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面与磁保持

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顶面齐平，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

工装检测台的上方，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后方，机

械手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上，机械手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

方，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除尘机连接，磁保持盖壳机包括取盖机、

拨叉、压盖机、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压盖机连接，

且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取盖机和拨叉均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

的后方，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取盖机、拨叉依次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磁保持

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连接，压盖机与上料机连

接。

[0007] 通过封胶下料机对继电器组件和继电器外壳进行，避免因施胶量过多，造成资源

的浪费，提高生产成本，避免施胶量过少，通过机械手将检测不合格的继电器放到指定位

置，方便后续的返修，方便发现具体问题，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对继电器再次除尘，

确保继电器内没有灰尘，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通过测试机构对压盖后的继电器进行测

试，从而确保了继电器外盖完全盖在继电器外壳上。

[0008] 进一步地，点胶机构包括点胶机构安装架、点胶机构驱动气缸、点胶头和点胶管，

三轴移动平台包括横轴移动平台、纵轴移动平台、竖轴移动平台、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

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竖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和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封胶下料机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包括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和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封

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包括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封胶下料机随行工

装推动架、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挡块和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推动台；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封胶下料机二号

随行工装输送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均安

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

台的一侧，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的

另一侧，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连接，封胶下料机

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与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连接，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与输送隧

道炉包括进料装置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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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上，封胶下料

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挡块

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上，横轴移动平台和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安装在三轴

移动平台安装座上，纵轴移动平台和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均安装在横轴移动平台上，竖

轴移动平台和竖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均安装在纵轴移动平台上，竖轴移动平台与点胶机构

安装架连接。

[0009] 进一步地，上胶机构包括上胶罐支架、上胶罐、上胶盖、上胶罐搅拌机构、上胶罐加

热装置、上胶罐锁紧机构和上胶罐压力表；上胶罐支架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上，上胶罐和

上胶罐压力表均安装在上胶罐支架上，上胶盖盖在上胶罐上，上胶盖与上胶罐通过上胶罐

锁紧机构锁紧，上胶罐搅拌机构安装在上胶罐内，且与上胶罐加热装置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机械手包括机械手安装架、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机械手竖向驱动机

构、机械手夹紧机构和机械手夹紧传感机构，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包括电压检测机构、压

力检测机构、CCD检测机构和电阻检测机构，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包括电压回收机构、压

力回收机构、CCD回收机构和电阻回收机构，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包括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和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机械手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

机检机安装架上，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安装在机械手安装架上，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安装

在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上，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在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上，机械手夹紧传

感机构安装在机械手夹紧机构上，机械手夹紧机构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上方，电压检测机构、压力检测机构、CCD检测机构和电阻检测机构依次安装在磁保持

机检机工作台上，且均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上方，电压回收机构、压力回收

机构、CCD回收机构和电阻回收机构依次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上，且均位于磁保持机

检机检测机构的后方，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

上，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底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的伸缩杆

连接，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连接，

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连接。

[0011] 进一步地，取盖机包括取盖机安装架、纵向滑动机构、竖向滑动机构和吸盖机构；

取盖机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纵向滑动机构安装在取盖机安装架上，竖向

滑动机构安装在纵向滑动机构上，吸盖机构安装在竖向滑动机构上，吸盖机构位于拨叉的

上方。

[0012] 进一步地，拨叉包括限位拨叉、拨动拨叉、限位拨叉驱动机构和拨动拨叉驱动机

构；限位拨叉驱动机构和拨动拨叉驱动机构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限位拨叉安

装在限位拨叉驱动机构上，拨动拨叉安装在拨动拨叉驱动机构上，限位拨叉与拨动拨叉配

合。

[0013] 进一步地，压盖机包括压盖机构、测试机构、集盖机构、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

和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压盖机构、集盖机构和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均安装在磁

保持盖壳机工作台上，测试机构和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均安装在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上，压盖机构位于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方，集盖机构位于测试机构的上方。

[0014] 进一步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

器安装架、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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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气缸，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磁保持盖壳机随

行工装定位机构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块；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

作台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

器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

尘器安装架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的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连

接，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的上方，磁保持盖壳机随行

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滑轨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

构安装架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

轨的端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上，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

工装定位气缸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的

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连接，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和磁

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

[0015]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方法。

[001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

方法，其特点在于：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方法如下：

[0017] 第一步：在随行工装输送台上对随行工装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然后安

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自动压簧片机和随行工装输送系统输送

到封胶下料机，对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当安装继电器外壳

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再将封胶下料机一号

随行工装输送台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

推动台上；通过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将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上的安装继电

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拨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通过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将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

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并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置，对定位后的安装继电器外

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封胶完毕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对封胶

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将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

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输送到进料装置。

[0018] 第二步：将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进料装

置、加热装置、出料装置、冷却输送系统、磁保持自动老练机和磁保持除尘机输送到磁保持

机检机，对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电压、压力、

CCD和电阻依次进行检测：

[0019] (1)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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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0020] (2)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

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

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检测台上的电压检测区，对电压检测区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压检测。

[0021] (3)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0022] (4)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

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

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检测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

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对压力检测区的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压力检测。

[0023] (5)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0024] (6)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

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

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检测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

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

随行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CCD检测机构，对CCD检测区的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组件

进行CCD检测。

[0025] (7)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0026] (8)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顶

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经

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

检测台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的随

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

随行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上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的

随行工装顶入到电阻检测区，对电阻检测区的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阻检测。

[0027] (9)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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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

[0028] (10)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的

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上的

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

装检测台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将经过

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其中有一项检测结果不合格时，磁保持机检机

随行工装限位机构依次对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结果不合格的经过

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限位，通过机械手将经过检

测的不合格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置到磁保

持机检机回收机构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

次将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时，磁保持机检机

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对依次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经过磁保持除尘机的安

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

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

[0029] 第三步：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盖壳：

当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的下方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对检测

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

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除尘；经过再次除尘

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的前方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

对经过再次除尘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随行工装进行初次定位，

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对经过初次定位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

行工装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定位；通过拨动拨叉将继电器外盖从输料台的进料端拨到限位

拨叉的正前方，并通过限位拨叉对继电器外盖进行限位，当吸盖气缸移动到在输料台上限

位的继电器外盖的正上方时，通过吸盘将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并通

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

装输送到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上；当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

工装输送到压盖机构的下方时，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对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

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进行限位，通过压盖机构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继电器

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输送到测试机构，对继电

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进行测试。

[0030] 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测试后结果合格的将安装继电器外盖和继电器

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继电器取出，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随行工装依次输送到上

料机、天桥送料装置、下料机和随行工装输送台，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将测试后结

果不合格的继电器外盖、继电器外壳和随行工装取出进行返修。

[0031] 进一步地，第一步中的具体点胶方如下：

[0032] (1)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置，同时点胶机构驱动气缸驱动点胶机构

驱动插板，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重合时，点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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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开路状态，并通过点胶针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

进行封胶。

[0033] (2)当点胶针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封胶完

毕后，点胶机构驱动气缸驱动点胶机构驱动插板，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与点

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错位，点胶管处于闭路状态，并通过三轴移动平台调整点胶头的位

置。

[0034] 第三步中的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0035] (1)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卡牢，测

试机构驱动电机带动测试机构凸轮转动，使压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弹

起，并通过测试机构复位弹簧复位。

[0036] (2)如果继电器外盖被弹掉，则证明继电器外盖没有将继电器外壳盖严，弹掉的继

电器外盖通过集盖机构收集在集盖箱内，如果继电器外盖没有被弹掉，则证明继电器外盖

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继电器外盖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

构输送到下一工序，集盖风扇始终处于运行状态。

[0037]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8] 1、通过封胶下料机对继电器组件和继电器外壳进行，避免因施胶量过多，造成资

源的浪费，提高生产成本，避免施胶量过少，导致继电器外壳内的组件固定不牢固，保证产

品质量，通过三轴移动平台来调节点胶针的位置，确保点胶位置更精准，不会发生错点、漏

点、多点的情况，上胶罐锁紧的更加牢固，不会因上胶罐内的压力过大将上胶盖顶开，使用

更安全。

[0039] 2、通过机械手将电压检测不合格的继电器放到电压回收台上，将压力检测不合格

的继电器放到压力回收台上，将CCD检测不合格的继电器放到CCD回收台上，将电阻检测不

合格的继电器放到电阻回收台上，方便后续的返修，容易发具体问题，经过返修的继电器可

以继续生产加工，节约了成本的投入，而且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040] 3、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对继电器再次除尘，确保继电器内没有灰尘，延长

继电器的使用寿命，通过测试机构对压盖后的继电器进行测试，从而确保了继电器外盖完

全盖在继电器外壳上，保证灰尘不会进入到继电器内，通过拨叉可将继电器外盖完全定位，

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对安装继电器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可以确保继电器外

盖更精准的盖在继电器外壳上。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的连接关系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封胶下料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点胶机构的断裂结构示意图。

[004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点胶机构的爆炸断裂结构示意图。

[004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立体爆炸结构示意图。

[004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立体爆炸结构示意图。

[0048]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主视爆炸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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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Ⅴ-Ⅴ剖面爆炸结构示意图。

[0050]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生产继电器的上胶机构的Ⅵ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51]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磁保持机检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2] 图1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磁保持机检机的立体视结构示意图。

[0053] 图1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机械手的立体断裂结构示意图。

[0054] 图1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机械手的立体断裂结构示意图。

[0055] 图1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机械手的立体断裂结构示意图。

[0056] 图1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磁保持盖壳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7] 图1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磁保持盖壳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8] 图18是本发明实施例的Ⅺ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59] 图19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取盖机立体爆炸断裂结构示意图。

[0060] 图20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取盖机立体断裂结构示意图。

[0061] 图2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拨叉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62] 图2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压盖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63] 图2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Ⅹ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64] 图2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压盖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5]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66] 实施例。

[0067] 参见图1至图24所示。

[0068] 本实施例中的用于生产继电器的生产线包括回流天桥送料装置、随行工装输送台

D、自动压簧片机E、封胶下料机F、隧道炉、冷却输送系统J、磁保持自动老练机K、磁保持除尘

机L、磁保持机检机M、磁保持盖壳机N和进料系统O，回流天桥送料装置包括下料机A、天桥送

料装置B和上料机C，隧道炉包括进料装置G、加热装置H和出料装置I，下料机A、随行工装输

送台D、自动压簧片机E、随行工装输送系统P、封胶下料机F、进料装置G、加热装置H、出料装

置I、冷却输送系统J、磁保持自动老练机K、磁保持除尘机L、磁保持机检机M、磁保持盖壳机

N、上料机C和天桥送料装置B顺次连接组成回流的生产线，进料系统O与磁保持盖壳机N连

接。

[0069] 本实施例中的封胶下料机F包括点胶机构F1、上胶机构F2、三轴移动平台F3、封胶

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F5、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

机构F6、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F7和封胶下料机底座F8，点胶机构F1、上胶罐F2、三

轴移动平台F3、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F5均安装

在封胶下料机底座F8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F6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

F7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的一端与

随行工装输送系统P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的另一端与进料装置G连接，磁

保持机检机M包括机械手M1、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M3、磁保持机检

机检测机构M4、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M5、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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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

装输送机构M9，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M3、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M4、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

M5、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和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9均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

工作台M2上，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

的一端连接，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一端连接，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9连接，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

机构M61，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安装在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

M7的一侧，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9安装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

M91，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M91安装在靠近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一

侧，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9的顶

面齐平，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M4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上方，磁保持机

检机回收机构M5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后方，机械手M1安装在磁保持机检

机安装架M3上，机械手M1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9的上方，磁保持机检

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与磁保持除尘机L连接，磁保持盖壳机N包括取盖机N1、拨叉N2、

压盖机N3、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N4、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N5、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N6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N7，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与压盖机

N3连接，且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N4上，取盖机N1和拨叉N2均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

行工装输送机构N6的后方，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N5、取盖机N1、拨叉N2依次安装在磁保持

盖壳机工作台N4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M9连接，压盖机N3与上料机C连接。

[0070] 本实施例中的点胶机构F1包括点胶机构安装架F11、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点胶

头F13和点胶管F14，三轴移动平台F3包括横轴移动平台F31、纵轴移动平台F32、竖轴移动平

台F33、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4、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5、竖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6

和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F37，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F4包括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

装输送台F41和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2，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F5包括

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F51、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F52、封胶下料机随

行工装推动气缸F53、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挡块F54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

F55；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F37、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

工装输送台F42、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F51和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

F55均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F8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F55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号

随行工装输送台F41的一侧，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F51安装在封胶下料机一

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的另一侧，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2与封胶下料机随行工

装推动台F55连接，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与随行工装输送系统P连接，封胶下

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2与输送隧道炉包括进料装置G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

机构F6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台F55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F52安装在封

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F51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F53与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推动架F52连接，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挡块F54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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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架F52上，横轴移动平台F31和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4安装在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

F37上，纵轴移动平台F32和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5均安装在横轴移动平台F31上，竖轴

移动平台F33和竖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6均安装在纵轴移动平台F32上，竖轴移动平台F33

与点胶机构安装架F11连接。

[0071] 本实施例中的上胶机构F2包括上胶罐支架F21、上胶罐F22、上胶盖F23、上胶罐搅

拌机构F24、上胶罐加热装置F25、上胶罐锁紧机构F26和上胶罐压力表F27；上胶罐支架F21

安装在封胶下料机底座F8上，上胶罐F22和上胶罐压力表F27均安装在上胶罐支架F21上，上

胶盖F23盖在上胶罐F22上，上胶盖F23与上胶罐F22通过上胶罐锁紧机构F26锁紧，上胶罐搅

拌机构F24安装在上胶罐F22内，且与上胶罐加热装置F25连接。

[0072] 本实施例中的机械手M1包括机械手安装架M11、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M12、机械手

竖向驱动机构M13、机械手夹紧机构M14和机械手夹紧传感机构M15，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

M4包括电压检测机构M41、压力检测机构M42、CCD检测机构M43和电阻检测机构M44，磁保持

机检机回收机构M5包括电压回收机构M51、压力回收机构M52、CCD回收机构M53和电阻回收

机构M54，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包括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和磁保

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M72；机械手安装架M11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M3上，

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M12安装在机械手安装架M11上，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M13安装在机械

手纵向驱动机构M12上，机械手夹紧机构M14安装在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M13上，机械手夹紧

传感机构M15安装在机械手夹紧机构M14上，机械手夹紧机构M14位于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

行工装输送机构M9的上方，电压检测机构M41、压力检测机构M42、CCD检测机构M43和电阻检

测机构M44依次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上，且均位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上方，电压回收机构M51、压力回收机构M52、CCD回收机构M53和电阻回收机构M54依次

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上，且均位于磁保持机检机检测机构M4的后方，磁保持机检

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M72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上，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

降台M71的底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缸M72的伸缩杆连接，磁保持机检机随

行工装升降台M71的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连接，磁保持机检机随

行工装升降台M71的另一端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连接。

[0073] 本实施例中的取盖机N1包括取盖机安装架N11、纵向滑动机构N12、竖向滑动机构

N13和吸盖机构N14；取盖机安装架N11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N4上，纵向滑动机构N12

安装在取盖机安装架N11上，竖向滑动机构N13安装在纵向滑动机构N12上，吸盖机构N14安

装在竖向滑动机构N13上，吸盖机构N14位于拨叉N2的上方。

[0074] 本实施例中的拨叉N2包括限位拨叉N21、拨动拨叉N22、限位拨叉驱动机构N23和拨

动拨叉驱动机构N24；限位拨叉驱动机构N23和拨动拨叉驱动机构N24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

机工作台N4上，限位拨叉N21安装在限位拨叉驱动机构N23上，拨动拨叉N22安装在拨动拨叉

驱动机构N24上，限位拨叉N21与拨动拨叉N22配合。

[0075] 本实施例中的压盖机N3包括压盖机构N31、测试机构N32、集盖机构N33、压盖机随

行工装输送机构N34和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N35；压盖机构N31、集盖机构N33和压盖机

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N4上，测试机构N32和压盖机随行工装

限位机构N35均安装在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上，压盖机构N31位于压盖机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N34的上方，集盖机构N33位于测试机构N32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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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本实施例中的磁保持盖壳机除尘机构N5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N51、磁保持盖

壳机除尘器安装架N52、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N53、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N54和磁保

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N55，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随行

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N61、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N62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气缸连接板N63，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N7包括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

N71、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N72、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N73、磁保持盖

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N74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N75；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

N54和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N55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工作台N4上，磁保持盖壳机

除尘器滑块N53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轨N54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N52安

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滑块N53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N51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

安装架N52上，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驱动气缸N55的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安装架

N52连接，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N51位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的上方，磁保持

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N61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上，磁保持

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N62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N63均安装在磁保

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安装架N61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连接板N63安装

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N62的端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N72安装在

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轨N62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N71安装在磁保持盖

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滑块N72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N73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

行工装定位叉N71上，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气缸N73的伸缩杆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

装定位气缸连接板N63连接，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N74和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

位块N75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上。

[0077] 本实施例中的生产方法如下：

[0078] 第一步：在随行工装输送台D上对随行工装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然后安

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自动压簧片机E和随行工装输送系统P输

送到封胶下料机F，对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当安装继电器外

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上，再将封胶下料

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推动台F55上；通过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拨动机构F6将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

台F55上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拨到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

F42上；通过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F7将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2上的安

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并通过三轴移动平台F3调整点胶头F13

的位置，对定位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封胶；封胶完毕后，封胶

下料机随行工装定位机构F7对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将

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封胶下料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台

F42输送到进料装置G。

[0079] 第二步：将封胶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通过进料装置

G、加热装置H、出料装置I、冷却输送系统J、磁保持自动老练机K和磁保持除尘机L输送到磁

保持机检机M，对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电压、

压力、CCD和电阻依次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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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1)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6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M6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上。

[0081] (2)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

机构M7上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电压检测器驱动气缸M413驱动电压检测器

M412，对电压检测区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压检测。

[0082] (3)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6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M6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上。

[0083] (4)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

机构M7上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经过电压

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压力检测仪驱动气缸M423驱动压力检测

仪M422，对压力检测区的经过电压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压力检测。

[0084] (5)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6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M6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上。

[0085] (6)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

机构M7上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经过电压

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经过

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CCD检测机构M43，对CCD检测区的经

过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CCD检测，并将检测结果通过CCD显示器M433显示。

[0086] (7)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6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M6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上。

[0087] (8)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

机构M7上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的电压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经过电压

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压力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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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CCD检测区，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

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的随行工装顶入到电阻检测区，通过电阻检测器驱动气缸M443驱动

电阻检测器M442，对电阻检测区的经过CCD检测的继电器组件进行电阻检测。

[0088] (9)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M6的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带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

工装输送机构M6将磁保持机检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6上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

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输送到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机构M7上。

[0089] (10)当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M71的顶面与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

M8的顶面齐平时，通过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M61将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

机构M7上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推到磁保持机

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

工装依次将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其中有一项检测结果不合格

时，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M91依次对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

测结果不合格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限

位，通过机械手M1将经过检测的不合格的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

组件的随行工装放置到磁保持机检机回收机构M5上；当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

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依次将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CCD检测和电阻检测后，检

测结果均为合格时，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M91对依次经过电压检测、压力检测、

CCD检测和电阻经过磁保持除尘机L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放行，并通

过磁保持机检机二号随行工装输送机构M9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上。

[0090] 第三步：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盖壳：

当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N6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除尘器N51的下方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块

N75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定位，通过磁保持盖

壳机除尘器N51对检测结果合格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除

尘；经过再次除尘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随行工装通过磁保持盖

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输送到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N71的前方时，通过磁保持

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板N74对经过再次除尘后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

的随行工装进行初次定位，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定位叉N71对经过初次定位的安装

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行工装的随行工装进行再次定位；通过拨动拨叉N22将继电

器外盖从输料台N231的进料端拨到限位拨叉N21的正前方，并通过限位拨叉N21对继电器外

盖进行限位，当吸盖气缸N141移动到在输料台N231上限位的继电器外盖的正上方时，通过

吸盘N142将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并通过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

机构N6将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压盖机随行工装输

送机构N34上；当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输送到压盖机构N31

的下方时，压盖机随行工装限位机构N35对继电器外盖盖在再次定位的继电器外壳上的随

行工装进行限位，通过压盖机构N31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

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输送到测试机构N32，对继电器外盖

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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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将测试后结果合格的将安装继电器外盖和继电

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继电器取出，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将随行工装依次输

送到上料机C、天桥送料装置B、下料机A和随行工装输送台D，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

N34将测试后结果不合格的继电器外盖、继电器外壳和随行工装取出进行返修。

[0092] 本实施例中的第一步中的具体点胶方如下：

[0093] (1)通过三轴移动平台F3调整点胶头F13的位置，同时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驱动

点胶机构驱动插板F121，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F112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

孔F122重合时，点胶管F14处于开路状态，并通过点胶针F132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

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进行封胶。

[0094] (2)当点胶针F132对定位后的随行工装上的安装在继电器外壳内的继电器组件封

胶完毕后，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驱动点胶机构驱动插板F121，使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

锁紧孔F112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F122错位，点胶管F14处于闭路状态，并通过三轴移

动平台F3调整点胶头F13的位置。

[0095] 本实施例中的第三步中的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0096] (1)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N323将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上的随行工装卡

牢，测试机构驱动电机N325带动测试机构凸轮N324转动，使压继电器外盖压在继电器外壳

上的随行工装弹起，并通过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复位。

[0097] (2)如果继电器外盖被弹掉，则证明继电器外盖没有将继电器外壳盖严，弹掉的继

电器外盖通过集盖机构N33收集在集盖箱N334内，如果继电器外盖没有被弹掉，则证明继电

器外盖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继电器外盖将继电器外壳盖严的随行工装通过压盖机随行工装

输送机构N34输送到下一工序，集盖风扇N332始终处于运行状态。

[0098] 本实施例中的第二步中的(2)将检测的电压值与设定的电压范围进行比较，当检

测的电压值不在设定的电压范围内时，经过电压检测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的随

行工装运动到机械手M1正下方时，通过机械手M1将其放到电压回收台M511上，并通过电压

回收驱动气缸M512将其回收；第二步中的(4)将检测的压力值与设定的压力范围进行比较，

当检测的压力值不在设定的压力范围内时，经过压力检测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

的随行工装运动到机械手M1正下方时，通过机械手M1将其放到压力回收台M521上，并通过

压力回收驱动气缸M522将其回收；第二步中的(6)将检测的CCD值与设定的CDD范围进行比

较，当检测的CCD值不在设定的CCD范围内时，经过CCD检测的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件

的随行工装运动到机械手M1正下方时，通过机械手M1将其放到CCD回收台M531上，并通过

CCD回收驱动气缸M532将其回收；第二步中的(8)将检测的电阻值与设定的电阻范围进行比

较，当检测的电阻值不在设定的电阻范围内时，经过电阻检测安装继电器外壳及继电器组

件的随行工装运动到机械手M1正下方时，通过机械手M1将其放到电阻回收台M541上，并通

过电阻回收驱动气缸M542将其回收。

[0099] 本实施例中的点胶机构安装架F11包括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F111、点胶机构

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F112和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包括点胶机构

驱动插板F121和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F122，点胶头F13包括点胶头连接管F131和点胶

针F132，上胶罐F22包括上胶罐密封凹槽F221、上胶罐锁紧卡槽F222和上胶罐锁紧夹板

F223，上胶盖F23包括上胶盖密封凸起F231、上胶盖锁紧卡块F232、上胶盖锁紧耳板F23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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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罐搅拌机构轴承座F234和上胶罐搅拌机构轴承F235，上胶罐搅拌机构F24包括上胶罐搅

拌电机F241、上胶罐搅拌轴F242、上胶罐搅拌桨F243和上胶罐搅拌轴连接凸起F244，上胶罐

加热装置F25包括上胶罐加热器F251、上胶罐加热管F252和上胶罐加热管连接凹槽F253；点

胶机构安装架F11的内部为空腔结构，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F111安装在点胶机构安装

架F11内，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F112位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F111上，点胶

机构下胶管F113安装在点胶机构安装架F11的底部，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安装在点胶机构

安装架F11上，点胶机构驱动插板F121安装在点胶机构驱动气缸F12的伸缩杆的端部，且位

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F111内，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F122位于点胶机构驱动插板

F121上，点胶管F14穿过点胶机构驱动插板安装座锁紧孔F112和点胶机构驱动插板锁紧孔

F122，点胶针F132固定在点胶头连接管F131上，点胶头连接管F131安装在点胶机构下胶管

F113上，点胶针F132位于封胶下料机一号随行工装输送台F41的上方；

[0100] 本实施例中的上胶罐密封凹槽F221和上胶罐锁紧卡槽F222均设置在上胶罐F22的

顶部，上胶罐密封凹槽F221位于上胶罐F22的外侧，上胶罐锁紧卡槽F222位于上胶罐F22的

内侧，上胶罐锁紧夹板F223位于上胶罐F22的上部，且位于上胶罐F22的外壁，上胶盖密封凸

起F231和上胶盖锁紧卡块F232均设置在上胶盖F23的底部，上胶盖密封凸起F231位于上胶

盖F23的外侧，上胶盖锁紧卡块F232位于上胶盖F23的内侧，上胶盖锁紧耳板F233位于上胶

盖F23上，上胶罐锁紧夹板F223和上胶盖锁紧耳板F233通过上胶罐锁紧机构F26连接，上胶

罐搅拌机构轴承座F234位于上胶盖F23的顶部；上胶罐搅拌桨F243与上胶罐搅拌轴F242固

定，上胶罐搅拌桨F243和上胶罐搅拌轴F242的内部均为空腔结构，且相互连通，上胶罐搅拌

电机F241安装在上胶罐F22的底部，上胶罐搅拌轴F242的一端与上胶罐搅拌电机F241连接，

上胶罐搅拌轴F242的另一端穿过上胶罐搅拌机构轴承座F234，上胶罐搅拌机构轴承F235安

装在上胶罐搅拌机构轴承座F234上，且该端为开口端，开口端与上胶罐加热管F252的一端

连接，上胶罐加热管F252的另一端与上胶罐加热器F251连接，上胶罐加热器F251安装在上

胶盖F23的顶面，上胶罐F22与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通过点胶管F14连接；锁紧机构F26包括

上胶罐锁紧螺栓F261、上胶罐锁紧垫片F262、上胶罐锁紧吊环F263、上胶罐锁紧销轴F264和

上胶罐锁紧开口销F265，上胶罐锁紧螺栓F261通过上胶罐锁紧销轴F264安装在上胶罐锁紧

夹板F223上，上胶罐锁紧销轴F264通过上胶罐锁紧开口销F265安装在上胶罐锁紧夹板F223

上，上胶罐锁紧吊环F263安装在上胶罐锁紧螺栓F261上，上胶罐锁紧垫片F262安装在上胶

盖F23的顶面和上胶罐锁紧吊环F263的底面之间，上胶罐锁紧销轴F264的端部设置有上胶

罐锁紧开口销F265安装孔，上胶罐锁紧开口销F265安装在上胶罐锁紧开口销F265安装孔

内。

[0101] 本实施例中的点胶管F14为硅胶软管，点胶管F14包括点胶机构下胶管连接端和上

胶罐连接端，点胶机构下胶管连接端与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连接，上胶罐连接端与上胶罐

F22连接，点胶头连接管F131安装在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上；封胶下料机底座F8上设置有封

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安装座，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F53的安装在封胶下料

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安装座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气缸F53的伸缩杆与封胶下料机

随行工装推动架F52通过螺栓连接；上胶罐F22和上胶盖F23的形状为圆柱形，上胶罐锁紧卡

槽F222和上胶罐锁紧夹板F223均沿着上胶罐F22的轴向设置，上胶盖锁紧卡块F232和上胶

盖锁紧耳板F233沿着上胶盖F23的轴向设置，上胶罐锁紧卡槽F222和上胶盖锁紧卡块F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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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相等，上胶罐锁紧夹板F223和上胶盖锁紧耳板F233的数量相等；上胶罐搅拌轴连接

凸起F244位于上胶罐搅拌轴F242上，且位于开口端的一侧，上胶罐加热管连接凹槽F253位

于上胶罐加热管F252上，上胶罐加热管F252插在开口端内，上胶罐加热管F252的端部设置

有倒角，上胶罐搅拌轴连接凸起F244嵌在上胶罐加热管连接凹槽F253内；点胶针F132的直

径为1mm～2mm，点胶头连接管F131的外壁设置有连接管防滑条纹，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上

设置有外螺纹，点胶头连接管F131上设置有内螺纹，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和点胶头连接管

F131通过螺纹连接，点胶机构下胶管F113的端部设置有导向段，且导向段上设置有缺口。

[0102] 本实施例中的横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4、纵轴移动平台驱动机构F35和竖轴移动

平台驱动机构F36均为电机，三轴移动平台安装座F37的顶面设置有横轴移动平台移动滑

轨，横轴移动平台F31的底面设置有横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横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安装在

横轴移动平台移动滑轨上，横轴移动平台F31的顶面设置有纵轴移动平台移动滑轨，纵轴移

动平台F32的底面设置有纵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纵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安装在纵轴移动

平台移动滑轨上，纵轴移动平台F32的侧面设置有竖轴移动平台移动滑轨，竖轴移动平台

F33的侧面设置有竖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竖轴移动平台移动滑块安装在竖轴移动平台移

动滑轨上，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机构安装架F51的顶面设置有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

动架移动滑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F52的底面设置有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

移动滑块，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移动滑块安装在封胶下料机随行工装推动架移动滑

轨上。

[0103] 本实施例中的电压检测机构M41包括电压检测机构安装架M411、电压检测器M412

和电压检测器驱动气缸M413，压力检测机构M42包括压力检测机构安装轨道M421、压力检测

仪M422和压力检测仪驱动气缸M423，CCD检测机构M43包括CCD检测机构安装架M431、CCD检

测仪M432和CCD显示器M433，电阻检测机构M44包括电阻检测机构安装架M441、电阻检测器

M442和电阻检测器驱动气缸M443；电压检测机构安装架M411、CCD检测机构安装架M431和电

阻检测机构安装架M441均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上，压力检测机构安装轨道M421安

装在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检测台M8的上，电压检测器M412和电压检测器驱动气缸M413均

安装在电压检测机构安装架M411上，且电压检测器驱动气缸M413的伸缩杆与电压检测器

M412连接，压力检测仪M422安装在压力检测机构安装轨道M421上，压力检测仪驱动气缸

M423的伸缩杆与压力检测仪M422连接，CCD检测仪M432安装在CCD检测机构安装架M431上，

CCD显示器M433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安装架M3上，CCD检测仪M432与CCD显示器M433通过导

线连接，电阻检测器M442和电阻检测器驱动气缸M443均安装在电阻检测机构安装架M441

上，且电阻检测器驱动气缸M443的伸缩杆与电阻检测器M442连接；

[0104] 本实施例中的电压回收机构M51包括电压回收台M511和电压回收驱动气缸M512，

压力回收机构M52包括压力回收台M521和压力回收驱动气缸M522，CCD回收机构M53包括CCD

回收台M531和CCD回收驱动气缸M532，电阻回收机构M54包括电阻回收台M541和电阻回收驱

动气缸M542；电压回收台M511、压力回收台M521、CCD回收台M531和电阻回收台M541依次安

装在磁保持机检机工作台M2上，电压回收驱动气缸M512安装在电压回收台M511上，压力回

收驱动气缸M522安装在压力回收台M521上，CCD回收驱动气缸M532安装在CCD回收台M531

上，电阻回收驱动气缸M542安装在电阻回收台M541上；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气

缸M72上固定有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安装座M73，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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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M72安装在磁保持机检机随行工装升降台安装座M73上。

[0105] 本实施例中的机械手纵向滑轨M111固定在机械手安装架M11的顶面，机械手纵向

驱动机构安装座M112安装在机械手安装架M11上，机械手纵向驱动座安装槽M113设置在机

械手安装架M11上，机械手纵向滑块M122安装在机械手纵向滑轨M111上，机械手纵向滑动板

M121安装在机械手纵向滑块M122上，机械手纵向驱动座M123固定在机械手纵向滑动板M121

上，且安装在机械手纵向驱动座安装槽M113中，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安装板M124安装在机

械手纵向滑动板M121的顶面，机械手竖向滑轨M125固定在机械手纵向滑动板M121上，机械

手纵向驱动丝杆M126的一端与机械手纵向驱动电机M127的电机轴连接，机械手纵向驱动丝

杆M126的另一端安装在机械手纵向驱动机构安装座M112上，机械手纵向驱动座M123上设置

有机械手纵向驱动丝杆安装孔，机械手纵向驱动丝杆M126穿过机械手纵向驱动丝杆安装

孔，机械手竖向滑块M132安装在机械手竖向滑轨M125上，机械手竖向滑动板M131安装在机

械手竖向滑块M132上，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板M133安装在机械手竖向滑动板M131上，机械

手竖向驱动气缸M134安装在机械手竖向驱动机构安装板M124上，机械手竖向驱动气缸M134

的伸缩杆与机械手竖向滑动板M131连接，机械手夹紧气缸M145安装在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

板M133上，机械手夹紧气缸M145为双轴气缸，机械手一号夹紧臂M141与机械手夹紧气缸

M145的一端连接，机械手二号夹紧臂M142与机械手夹紧气缸M145的另一端连接；机械手夹

紧机构M14还包括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M143和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

M144，机械手夹紧传感机构M15包括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弹簧M151、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弹

簧M152、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器M153和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M154，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

器安装孔M143设置在机械手一号夹紧臂M141上，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M144设置在

机械手二号夹紧臂M142上，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M143和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安

装孔M144均为盲孔，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弹簧M151安装在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

M143内，且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弹簧M151的一端与机械手一号夹紧传感器M153连接，机械

手二号夹紧传感弹簧M152安装在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安装孔M144内，且机械手二号夹紧

传感弹簧M152的一端与机械手二号夹紧传感器M154连接；机械手竖向滑动板M131与机械手

夹紧机构安装板M133垂直，机械手竖向滑动板M131与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板M133的连接处

设置有加强筋M135；机械手夹紧机构安装板M133的底面设置有机械手夹紧气缸安装槽，机

械手夹紧气缸M145安装在机械手夹紧气缸安装槽内，机械手夹紧机构M14的数量至少为两

个。

[0106] 本实施例中的取盖机安装架N11包括纵向滑动气缸安装座N111和纵向滑轨N112，

纵向滑动机构N12包括纵向滑动气缸N121、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N122、纵向滑块N123和竖向

滑轨N124，竖向滑动机构N13包括竖向滑动电机N131、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座N132、竖向滑块

N133、竖向滑动丝杆N134和吸盖机构安装架N135，吸盖机构N14包括吸盖气缸N141和吸盘

N142；纵向滑块N123安装在纵向滑轨N112上，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N122安装在纵向滑块

N123上，纵向滑动气缸N121安装在纵向滑动气缸安装座N111上，纵向滑动气缸N121的伸缩

杆与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N122连接，竖向滑轨N124安装在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N122上，竖

向滑块N13安装在竖向滑轨N124上，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座N132安装在竖向滑块N133上，竖向

滑动电机N131与竖向滑动丝杆N134连接，竖向滑动电机N131安装在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

N122上，竖向滑动丝杆N134安装在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座N132上，吸盖机构安装架N135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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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座N132上，吸盖气缸N141安装在吸盖机构安装架N135上，吸盘N142安

装在吸盖气缸N141的伸缩杆的端部。

[0107] 本实施例中的限位拨叉N21包括限位拨叉头N211和限位拨叉座N212，拨动拨叉N22

包括拨动拨叉头N221和拨动拨叉座N222，限位拨叉驱动机构N23包括输料台N231、限位拨叉

安装台N232、限位拨叉滑轨N233、限位拨叉滑块N234和限位拨叉驱动气缸N235，拨动拨叉驱

动机构N24包括拨动拨叉安装架N241、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机构N242和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机

构N243，拨动拨叉安装架N241包括拨动拨叉横向滑轨N2411，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机构N242包

括拨动拨叉横向滑块N2421、拨动拨叉横向滑座N2422、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N2423、拨动

拨叉横向驱动气缸连接板N2424、拨动拨叉纵向滑轨N2425和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缸连接板

N2426，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机构N243包括拨动拨叉纵向滑块N2431、拨动拨叉纵向滑座N2432

和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缸N2433；输料台N231和拨动拨叉安装架N241均安装在磁保持盖壳

机工作台N4上，限位拨叉头N211安装在限位拨叉座N212上，拨动拨叉头N221安装在拨动拨

叉座N222上，限位拨叉安装台N232安装在输料台N231上，限位拨叉滑轨N233安装在限位拨

叉安装台N232上，限位拨叉滑块N234安装在限位拨叉滑轨N233上，限位拨叉座N212安装在

限位拨叉滑块N234上，限位拨叉驱动气缸N235安装在限位拨叉安装台N232上，限位拨叉驱

动气缸N235的伸缩杆与限位拨叉座N212连接，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机构N242安装在拨动拨叉

安装架N241上，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机构N243安装在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机构N242上，拨动拨

叉横向滑轨N2411安装在拨动拨叉安装架N241上，拨动拨叉横向滑块N2421安装在拨动拨叉

横向滑轨N2411上，拨动拨叉横向滑座N2422安装在拨动拨叉横向滑块N2421上，拨动拨叉横

向驱动气缸连接板N2424、拨动拨叉纵向滑轨N2425和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缸连接板N2426

均安装在拨动拨叉横向滑座N2422上，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N2423安装在拨动拨叉安装架

N241上，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N2423的伸缩杆与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连接板N2424连

接，拨动拨叉纵向滑块N2431安装在拨动拨叉纵向滑轨N2425上，拨动拨叉纵向滑座N2432安

装在拨动拨叉纵向滑块N2431上，拨动拨叉座N222和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缸N2433均安装在

拨动拨叉纵向滑座N2432上，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缸N2433的伸缩杆与拨动拨叉纵向驱动气

缸连接板N2426连接，限位拨叉头N211与拨动拨叉头N221配合。

[0108] 本实施例中的压盖机构N31包括压盖机构安装架N311、压盖机构滑轨N312、压盖机

构滑块N313、压头座N314、压头N315和压头驱动气缸N316，测试机构N32包括测试机构安装

槽N321、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N323、测试机构凸轮N324和测试机

构驱动电机N325，集盖机构N33包括一号集盖管道N331、集盖风扇N332、二号集盖管道N333

和集盖箱N334；压盖机构安装架N311、集盖箱N334和集盖风扇安装架N335均安装在磁保持

盖壳机工作台N4上，压盖机构安装架N311位于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的后方，压盖机

构滑轨N312安装在压盖机构安装架N311上，压盖机构滑块N313安装在压盖机构滑轨N312

上，压头座N314安装在压盖机构滑块N313上，压头N315安装在压头座N314上，压头驱动气缸

N316安装在压盖机构安装架N311上，压头驱动气缸N316的伸缩杆与压头座N314连接，测试

机构安装槽N321设置在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上，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的一端安

装在测试机构安装槽N321内，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的另一端与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

N323连接，测试机构凸轮N324安装在测试机构驱动电机N325的电机轴上，测试机构凸轮

N324位于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N323的下方，一号集盖管道N331的一端位于测试机构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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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卡勾N323的上方，一号集盖管道N331的另一端与集盖风扇N332的一端连接，集盖风扇

N332的另一端与二号集盖管道N333的一端连接，二号集盖管道N333的另一端位于集盖箱

N334的上方，压盖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34与磁保持盖壳机随行工装输送机构N6连接。

[0109] 本实施例中的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N323包括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伸缩段

N3231和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卡紧段N3232，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与测试机构随行工装

卡勾伸缩段N3231的一端连接，且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与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伸缩段

N3231一端均位于测试机构安装槽N321内，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卡紧段N3232垂直安装在

测试机构随行工装卡勾伸缩段N3231的另一端，压头N315的底面设置有用于压实的压头凸

台N317，一号集盖管道N331上设置有集盖罩N336，集盖罩N336的一端位于测试机构随行工

装卡勾N323的上方，集盖罩N336的另一端与一号集盖管道N331连接。

[0110] 本实施例中的输料台N231上设置有限位拨叉头限位槽N236，限位拨叉头N211位于

限位拨叉头限位槽N236内，拨动拨叉安装架N241上设置有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连接板安

装槽N2412，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连接板N2424安装在拨动拨叉横向驱动气缸连接板安装

槽N2412内；取盖机安装架N11上沿着纵向滑动机构N12的滑动方向设置有纵向滑动机构安

装槽N113，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架N122安装在纵向滑动机构安装槽N113内，吸盘N142为负压

吸盘；集盖风扇N332上设置有集盖风扇安装架N335，集盖风扇N332安装在集盖风扇安装架

N335上，集盖风扇N332为无叶集盖风扇。

[0111] 本实施例中的纵向滑动机构N12还包括竖向滑动电机安装板N125和竖向滑动丝杆

安装座N126，竖向滑动电机安装板N125设置在竖向滑轨N124的一端，竖向滑动丝杆安装座

N126设置在竖向滑轨N124的另一端，竖向滑动机构安装座N132上设置有竖向滑动丝杆安装

孔，竖向滑动电机N131安装在竖向滑动电机安装板N125上，竖向滑动丝杆N134的一端与竖

向滑动电机N131的电机轴连接，竖向滑动丝杆N134的另一端穿过竖向滑动丝杆安装孔安装

在竖向滑动丝杆安装座N126上；限位拨叉N21存在一个限位工位，拨动拨叉N22存在一个拨

动工位，当限位拨叉N21达到限位工位，且拨动拨叉N22达到拨动工位时，限位拨叉N21与拨

动拨叉N22配合，限位拨叉头N211包括限位拨叉头一号限位口N2111、限位拨叉头二号限位

口N2112、限位拨叉头三号限位口N2113和限位拨叉头四号限位口N2114，拨动拨叉头N221包

括拨动拨叉头一号拨动口N2211、拨动拨叉头二号拨动口N2212、拨动拨叉头三号拨动口

N2213和拨动拨叉头四号拨动口N2214，当限位拨叉N21达到限位工位，且拨动拨叉N22达到

拨动工位时，限位拨叉头一号限位口N2111与拨动拨叉头一号拨动口N2211相对，限位拨叉

头二号限位口N2112与拨动拨叉头二号拨动口N2212相对，限位拨叉头三号限位口N2113与

拨动拨叉头三号拨动口N2213相对，限位拨叉头四号限位口N2114与拨动拨叉头四号拨动口

N2214相对。

[0112] 本实施例中的测试机构安装槽N321包括测试机构一号安装槽和测试机构二号安

装槽，测试机构复位弹簧N322包括测试机构一号复位弹簧和测试机构二号复位弹簧，测试

机构随行工装卡勾N323包括测试机构一号随行工装卡勾和测试机构二号随行工装卡勾，测

试机构一号复位弹簧的一端安装在测试机构一号安装槽内，测试机构一号复位弹簧的另一

端与测试机构一号随行工装卡勾连接，测试机构二号复位弹簧的一端安装在测试机构二号

安装槽内，测试机构二号复位弹簧的另一端与测试机构二号随行工装卡勾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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