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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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641834.2

(22)申请日 2020.12.31

(71)申请人 东莞市冠佳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

浦龙工业区莆田路7号

(72)发明人 王海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莞恒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412

代理人 韩丹

(51)Int.Cl.

B05C 5/02(2006.01)

B05C 11/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五轴点胶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自动点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五轴点胶机构，包括支撑架、安装于支撑架的Y

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Y轴传动装置的X轴传

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的Z轴传动装

置、可传动安装于Z轴传动装置的翻转装置、安装

于翻转装置的摆动装置、及可传动安装于摆动装

置的点胶装置；本发明采用了五轴传动结构，包

含了XYZ三轴传动，在三轴的基础传动上还设置

了翻转轴和摆动轴，可在点胶过程中任意调整点

胶位置和角度，自动化程度高，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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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安装于支撑架的Y轴传动装置、可传动

安装于Y轴传动装置的X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的Z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

装于Z轴传动装置的翻转装置、安装于翻转装置的摆动装置、及可传动安装于摆动装置的点

胶装置，所述翻转装置包括翻转支架、安装于翻转支架的翻转轴、安装于翻转轴并用于驱动

翻转轴的翻转驱动组件，所述摆动装置包括安装于翻转轴的摆动支架、安装于摆动支架的

摆动滑轨、可活动于摆动滑轨的摆动滑块、连接于摆动滑块并用于驱动摆动滑块滑动的摆

动驱动组件，所述摆动滑块安装有摆动驱动块，所述摆动驱动块与点胶装置连接、并用于驱

动点胶装置摆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支

撑架的Y轴底座、安装于Y轴底座的Y轴滑轨、滑动设置于Y轴滑轨的Y轴滑块、安装于支撑架

位于Y轴滑轨一侧并与Y轴滑块连接的Y轴螺杆、及安装于Y轴底座并用于驱动Y轴螺杆的Y轴

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Y轴

滑块的X轴底座、安装于X轴底座的X轴滑轨、滑动设置于X轴滑轨的X轴滑块、安装于X轴底座

并与X轴滑块连接的X轴螺杆、及安装于X轴底座并用于驱动X轴螺杆的X轴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Z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X轴

滑块的Z轴底座、安装于Z轴底座的Z轴滑轨、滑动设置于Z轴滑轨的Z轴滑块、安装于Z轴底座

并与Z轴滑块连接的Z轴螺杆、及安装于Z轴底座并用于驱动Z轴螺杆的Z轴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轴首尾两端设置有旋转

轴承安装于翻转支架、其一端与翻转驱动组件连接、另一端安装有翻转限位块，所述翻转支

架对应翻转限位块安装有翻转限位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驱动组件包括翻转电

机、与翻转电机驱动连接的翻转减速机，所述翻转减速机与翻转轴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驱动组件包括摆动电

机、与摆动电机驱动连接的摆动螺杆，所述摆动螺杆与摆动滑块连接、用于驱动摆动滑块沿

摆动滑轨传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驱动块设置有若干组，

每组的摆动驱动块单独连接有点胶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驱动块包括安装于摆动

滑块的摆动轴承、套设于摆动轴承的摆动块，所述摆动块开设有摆动滑槽套设于摆动轴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五轴点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点胶装置包括旋转座、安装

于旋转座的点胶枪，所述旋转座设置有旋转驱动环，所述旋转驱动环与摆动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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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五轴点胶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点胶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五轴点胶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化技术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军事、科学研究、交通运输、商业、医疗、服务和家

庭等方面。采用自动化技术不仅可以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部分脑力劳动以及恶劣、危险

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而且能扩展人的器官功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人类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自动化系统中的大型成套设备，又称自动化装置。是指机器或装置

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按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进行操作或控制的过程。

[0003] 点胶机是自动化设备中的一种，广泛应用于个行业自动点胶，现有的点胶结构一

般结构单一，可调整点胶范围小，实用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了五轴传动结构，包含了XYZ三轴传动，在

三轴的基础传动上还设置了翻转轴和摆动轴，可在点胶过程中任意调整点胶位置和角度，

自动化程度高，适用范围广的五轴点胶机构。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五轴点胶机构，包括支撑架、安装于支撑架的Y

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Y轴传动装置的X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的Z轴

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Z轴传动装置的翻转装置、安装于翻转装置的摆动装置、及可传动

安装于摆动装置的点胶装置，所述翻转装置包括翻转支架、安装于翻转支架的翻转轴、安装

于翻转轴并用于驱动翻转轴的翻转驱动组件，所述摆动装置包括安装于翻转轴的摆动支

架、安装于摆动支架的摆动滑轨、可活动于摆动滑轨的摆动滑块、连接于摆动滑块并用于驱

动摆动滑块滑动的摆动驱动组件，所述摆动滑块安装有摆动驱动块，所述摆动驱动块与点

胶装置连接、并用于驱动点胶装置摆动。

[0006]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Y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支撑架的Y轴底座、安

装于Y轴底座的Y轴滑轨、滑动设置于Y轴滑轨的Y轴滑块、安装于支撑架位于Y轴滑轨一侧并

与Y轴滑块连接的Y轴螺杆、及安装于Y轴底座并用于驱动Y轴螺杆的Y轴电机。

[0007]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X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Y轴滑块的X轴底座、安

装于X轴底座的X轴滑轨、滑动设置于X轴滑轨的X轴滑块、安装于X轴底座并与X轴滑块连接

的X轴螺杆、及安装于X轴底座并用于驱动X轴螺杆的X轴电机。

[0008]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Z轴传动装置包括安装于X轴滑块的Z轴底座、安

装于Z轴底座的Z轴滑轨、滑动设置于Z轴滑轨的Z轴滑块、安装于Z轴底座并与Z轴滑块连接

的Z轴螺杆、及安装于Z轴底座并用于驱动Z轴螺杆的Z轴电机。

[0009]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翻转轴首尾两端设置有旋转轴承安装于翻转支

架、其一端与翻转驱动组件连接、另一端安装有翻转限位块，所述翻转支架对应翻转限位块

安装有翻转限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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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翻转驱动组件包括翻转电机、与翻转电机驱动

连接的翻转减速机，所述翻转减速机与翻转轴连接。

[0011]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摆动驱动组件包括摆动电机、与摆动电机驱动

连接的摆动螺杆，所述摆动螺杆与摆动滑块连接、用于驱动摆动滑块沿摆动滑轨传动。

[0012]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摆动驱动块设置有若干组，每组的摆动驱动块

单独连接有点胶装置。

[0013]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摆动驱动块包括安装于摆动滑块的摆动轴承、

套设于摆动轴承的摆动块，所述摆动块开设有摆动滑槽套设于摆动轴承。

[0014]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所述点胶装置包括旋转座、安装于旋转座的点胶枪，

所述旋转座设置有旋转驱动环，所述旋转驱动环与摆动块连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相比传统的点胶机构，本发明采用了五轴传动结构，包含了XYZ三轴传动，在三轴

的基础传动上还设置了翻转轴和摆动轴，可在点胶过程中任意调整点胶位置和角度，自动

化程度高，适用范围广。具体是，设置了支撑架、安装于支撑架的Y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

于Y轴传动装置的X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的Z轴传动装置、可传动安装于Z

轴传动装置的翻转装置、安装于翻转装置的摆动装置、及可传动安装于摆动装置的点胶装

置，多轴传动可任意调整点胶角度和位置，实用性强，自动化程度高。

[0017] 翻转装置包括翻转支架、安装于翻转支架的翻转轴、安装于翻转轴并用于驱动翻

转轴的翻转驱动组件，所述摆动装置包括安装于翻转轴的摆动支架、安装于摆动支架的摆

动滑轨、可活动于摆动滑轨的摆动滑块、连接于摆动滑块并用于驱动摆动滑块滑动的摆动

驱动组件，所述摆动滑块安装有摆动驱动块，所述摆动驱动块与点胶装置连接、并用于驱动

点胶装置摆动，通过翻转支架配合翻转轴的安装，通过翻转驱动组件来驱动翻转轴带动摆

动支架翻转，摆动则是通过摆动驱动组件作用下带动摆动滑块沿摆动滑轨传动，在传动过

程中带动摆动驱动块作用点胶装置摆动，摆动效果好，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Z轴传动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点胶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点胶装置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支撑架100、Y轴传动装置200、Y轴底座210、Y轴滑轨220、Y轴滑块

230、Y轴螺杆240、Y轴电机250、X轴传动装置300、X轴底座310、X轴滑轨320、X轴滑块330、X轴

螺杆340、X轴电机350、Z轴传动装置400、Z轴底座410、Z轴滑轨420、Z轴滑块430、Z轴螺杆

440、Z轴电机450、翻转装置500、翻转支架510、翻转轴520、旋转轴承521、翻转限位块522、翻

转限位柱523、翻转驱动组件530、翻转电机531、翻转减速机532、摆动装置600、摆动支架

610、摆动滑轨620、摆动滑块630、摆动驱动组件640、摆动电机641、摆动螺杆642、摆动驱动

块650、摆动轴承651、摆动块652、摆动滑槽653、点胶装置700、旋转座710、旋转驱动环711、

点胶枪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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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图5所示，一种五轴点胶机构，包括支撑架100、安装于支撑架100的Y轴传

动装置200、可传动安装于Y轴传动装置200的X轴传动装置300、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

300的Z轴传动装置400、可传动安装于Z轴传动装置400的翻转装置500、安装于翻转装置500

的摆动装置600、及可传动安装于摆动装置600的点胶装置700。

[0026] 参阅图2所示，Y轴传动装置200包括安装于支撑架100的Y轴底座210、安装于Y轴底

座210的Y轴滑轨220、滑动设置于Y轴滑轨220的Y轴滑块230、安装于支撑架100位于Y轴滑轨

220一侧并与Y轴滑块230连接的Y轴螺杆240、及安装于Y轴底座210并用于驱动Y轴螺杆240

的Y轴电机250，具体是通过Y轴电机250驱动Y轴螺杆240带动Y轴滑块230沿Y轴滑轨220传

动，传动稳定性好，精度高，可实现自动化控制。

[0027] X轴传动装置300包括安装于Y轴滑块230的X轴底座310、安装于X轴底座310的X轴

滑轨320、滑动设置于X轴滑轨320的X轴滑块330、安装于X轴底座310并与X轴滑块330连接的

X轴螺杆340、及安装于X轴底座310并用于驱动X轴螺杆340的X轴电机350；具体是通过X轴电

机350驱动X轴螺杆340带动X轴滑块330沿X轴滑轨320传动，传动稳定性好，精度高，可实现

自动化控制。

[0028] 参阅图3所示，Z轴传动装置400包括安装于X轴滑块330的Z轴底座410、安装于Z轴

底座410的Z轴滑轨420、滑动设置于Z轴滑轨420的Z轴滑块430、安装于Z轴底座410并与Z轴

滑块430连接的Z轴螺杆440、及安装于Z轴底座410并用于驱动Z轴螺杆440的Z轴电机450；具

体是通过Z轴电机450驱动Z轴螺杆440带动Z轴滑块430沿Z轴滑轨420传动，传动稳定性好，

精度高，可实现自动化控制。

[0029] 参阅图4～图5所示，翻转装置500包括翻转支架510、安装于翻转支架510的翻转轴

520、安装于翻转轴520并用于驱动翻转轴520的翻转驱动组件530，所述摆动装置600包括安

装于翻转轴520的摆动支架610、安装于摆动支架610的摆动滑轨620、可活动于摆动滑轨620

的摆动滑块630、连接于摆动滑块630并用于驱动摆动滑块630滑动的摆动驱动组件640，所

述摆动滑块630安装有摆动驱动块650，所述摆动驱动块650与点胶装置700连接、并用于驱

动点胶装置700摆动，通过翻转支架510配合翻转轴520的安装，通过翻转驱动组件530来驱

动翻转轴520带动摆动支架610翻转，摆动则是通过摆动驱动组件640作用下带动摆动滑块

630沿摆动滑轨620传动，在传动过程中带动摆动驱动块650作用点胶装置700摆动，摆动效

果好，实用性强。

[0030] 翻转轴520首尾两端设置有旋转轴承521安装于翻转支架510、其一端与翻转驱动

组件530连接、另一端安装有翻转限位块522，所述翻转支架510对应翻转限位块522安装有

翻转限位柱523,通过旋转轴承521配合旋转轴安装，安装方便，设置翻转限位块522和翻转

限位柱523作用翻转限位，以便控制翻转位置。

[0031] 翻转驱动组件530包括翻转电机531、与翻转电机531驱动连接的翻转减速机532，

所述翻转减速机532与翻转轴520连接，通过翻转电机531和翻转减速机532的配合作用下，

进一步提升翻转控制的精度。

[0032] 摆动驱动组件640包括摆动电机641、与摆动电机641驱动连接的摆动螺杆642，所

述摆动螺杆642与摆动滑块630连接、用于驱动摆动滑块630沿摆动滑轨620传动，通过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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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641驱动摆动螺杆642来带动摆动滑块630传动，传动精度高。

[0033] 摆动驱动块650包括安装于摆动滑块630的摆动轴承651、套设于摆动轴承651的摆

动块652，所述摆动块652开设有摆动滑槽653套设于摆动轴承651，进一步改进为，点胶装置

700包括旋转座710、安装于旋转座710的点胶枪720，所述旋转座710设置有旋转驱动环711，

所述旋转驱动环711与摆动块652连接，通过摆动块652在摆动滑块630作用下带动旋转座

710旋转，而旋转座710在旋转过程中带动点胶腔摆动旋转，同时可设置多组并联实现同步，

点胶精度高。

[0034] 本发明采用了五轴传动结构，包含了XYZ三轴传动，在三轴的基础传动上还设置了

翻转轴520和摆动轴，可在点胶过程中任意调整点胶位置和角度，自动化程度高，适用范围

广。具体是，设置了支撑架100、安装于支撑架100的Y轴传动装置200、可传动安装于Y轴传动

装置200的X轴传动装置300、可传动安装于X轴传动装置300的Z轴传动装置400、可传动安装

于Z轴传动装置400的翻转装置500、安装于翻转装置500的摆动装置600、及可传动安装于摆

动装置600的点胶装置700，多轴传动可任意调整点胶角度和位置，实用性强，自动化程度

高。

[003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827753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12827753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2827753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12827753 A

9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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