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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包括具

有八个工位的转盘，以及沿着转盘转动方向依次

安装在转盘外侧且与转盘上的工位位置相对应

的胶壳上料机构、PIN检测机构、第一弹片料带输

送上料机构、第一压紧机构、第二弹片料带输送

上料机构、第二压紧机构、电性检测机构和下料

机构；其中转盘通过马达与分割器驱动其转动，

实现转盘转动到一定角度后自动停止，各工位进

行各自步骤的操作，从胶壳上料到成品下料都是

自动化完成，效果高、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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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具有八个工位的转盘，以及沿着转盘转动

方向依次安装在转盘外侧且与转盘上的工位位置相对应的胶壳上料机构、PIN检测机构、第

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第一压紧机构、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第二压紧机构、电

性检测机构和下料机构；

所述转盘上对应的每个工位上均安装有安装治具且每两个工位之间均设有“U”型的避

空开口；所述安装治具上设有两个沿竖直方向设置的方孔以及横向设置且与方孔连通的圆

孔；

所述胶壳上料机构包括上料轨道、直震器和胶壳上料机械手；所述上料轨道安装在直

震器上方；所述胶壳上料机械手安装在上料轨道旁侧；

所述PIN检测机构包括第一安装架、第一驱动装置、第一安装板和两个PIN检测装置；所

述第一驱动装置安装在第一安装架上且动力输出端与第一安装板驱动连接驱动第一安装

板上下运动；两个所述PIN检测装置固定在第一安装板上且分别设置在对应工位上安装治

具的左右两侧；所述PIN检测装置包括第一气缸和PIN检测探头；所述第一气缸的动力输出

端与PIN检测探头连接；

所述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包括料带安装架、引料架、料带移动装置、切料装置和

弹片上料机械手；所述引料架安装在料带安装架旁侧；料带安装架上安装料带且料带的末

端放置在引料架上；所述料带移动装置固定在引料架上并驱动料带逐步往前运送；所述切

料装置包括第二驱动装置、第二安装板、压板、第一切刀、第二切刀和落料盒；所述第二驱动

装置与第二安装板驱动连接驱动第二安装板上下运动；所述压板和第一切刀分别安装在第

二安装板上；压板的位置对应在引料架上方；所述第二切刀安装压板上；所述第一切刀的位

置对应在引料架的末端且与引料架末端平齐；所述落料盒对应安装在第一切刀的下方；所

述弹片上料机械手安装在引料架旁侧；

所述第一压紧机构包括第三驱动装置和压头；所述第三驱动装置驱动压头上下运动；

所述压头的位置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方；

所述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的结构与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的结构相同；所

述第二压紧机构的结构与第一压紧机构的结构相同；

所述电性检测机构包括第二安装架、第四驱动装置、第五驱动装置、第三安装板、两个

第二气缸、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以及两个第二电性检测探头；

所述第四驱动装置安装在第二安装架上驱动第三安装板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前

后运动；两个所述第二气缸安装在第三安装板上且位置对应在该安装工位的安装治具的左

右两侧；两个所述第一电性检测探头分别安装在第二气缸的动力输出端；所述第五驱动装

置安装在第二安装架上驱动两个所述第二电性检测探头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方上下

运动；

所述下料机构包括第三安装架、第三气缸、下料槽、下料机械手和不良品接料盒；所述

第三气缸安装在第三安装架上驱动下料槽左右运动；所述下料机械手安装在第三安装架上

方；所述不良品接料盒放置在下料槽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料带移动装置包括

第四安装架、第四气缸、第四安装板、第五气缸、活动板和插针；所述第四安装架固定在引料

架上；所述第四气缸安装在第四安装架上驱动第四安装板前后运动；所述第五气缸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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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安装板上驱动活动板上下运动；所述插针固定在活动板上；所述引料架上具有避空插

针活动的长条形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弹片上料机械手包括具

有双轴驱动的立架和安装在立架上的机械手组件；所述机械手组件包括第五安装板、固定

座、定位针、顶压块和第六气缸；所述第五安装板活动安装在立架上；所述固定座和第六气

缸分别固定在第五安装板上；所述第六气缸对应设置在固定座上方且动力输出端与顶压块

连接驱动顶压块上下运动；所述顶压块穿过所述固定座；所述定位针安装在固定座上且伸

出顶压块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与引料架之间

通过弹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紧机构还包

括支撑件；所述第三驱动装置通过连杆组件驱动压头下压；所述支撑件包括支撑座和可转

动连接在支撑座上方的滚轮；所述滚轮与转盘底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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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五金塑胶组装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塑胶壳体与五金件弹片的组装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五金塑胶件，需要将五金件与塑胶件进行组装，压紧，测试通电性能等步骤，五金

件加工成型在料带上，以往在组装时，是通过人工进行组装之前，需要将料带上的成型的五

金件弹片从料带上拆卸下来，然后再人工装配在胶壳内压紧，单纯是将两个弹片装配到胶

壳内也至少需要5秒钟装配一个，而且人工装配的精度较低，压紧力度也具有不确定性，此

外，在装配前还需要检测胶壳内铜片端子插脚有无混PIN，装配完成后还需检测弹片与铜片

端子能否正常通电，导致整体的流程下来，效率低下，因此还需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自动化装配五金塑胶并进行检测，高效率的五金塑胶件

组装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包括具有八个工位的转盘，以及沿着转盘转动方向依次

安装在转盘外侧且与转盘上的工位位置相对应的胶壳上料机构、PIN检测机构、第一弹片料

带输送上料机构、第一压紧机构、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第二压紧机构、电性检测机

构和下料机构；

[0006] 所述转盘上对应的每个工位上均安装有安装治具且每两个工位之间均设有“U”型

的避空开口；所述安装治具上设有两个沿竖直方向设置的方孔以及横向设置且与方孔连通

的圆孔；

[0007] 所述胶壳上料机构包括上料轨道、直震器和胶壳上料机械手；所述上料轨道安装

在直震器上方；所述胶壳上料机械手安装在上料轨道旁侧；

[0008] 所述PIN检测机构包括第一安装架、第一驱动装置、第一安装板和两个PIN检测装

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安装在第一安装架上且动力输出端与第一安装板驱动连接驱动第一

安装板上下运动；两个所述PIN检测装置固定在第一安装板上且分别设置在对应工位上安

装治具的左右两侧；所述PIN检测装置包括第一气缸和PIN检测探头；所述第一气缸的动力

输出端与PIN检测探头连接；

[0009] 所述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包括料带安装架、引料架、料带移动装置、切料装

置和弹片上料机械手；所述引料架安装在料带安装架旁侧；料带安装架上安装料带且料带

的末端放置在引料架上；所述料带移动装置固定在引料架上并驱动料带逐步往前运送；所

述切料装置包括第二驱动装置、第二安装板、压板、第一切刀、第二切刀和落料盒；所述第二

驱动装置与第二安装板驱动连接驱动第二安装板上下运动；所述压板和第一切刀分别安装

在第二安装板上；压板的位置对应在引料架上方；所述第二切刀安装压板上；所述第一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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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对应在引料架的末端且与引料架末端平齐；所述落料盒对应安装在第一切刀的下

方；所述弹片上料机械手安装在引料架旁侧；

[0010] 所述第一压紧机构包括第三驱动装置和压头；所述第三驱动装置驱动压头上下运

动；所述压头的位置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方；

[0011] 所述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的结构与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二压紧机构的结构与第一压紧机构的结构相同；

[0012] 所述电性检测机构包括第二安装架、第四驱动装置、第五驱动装置、第三安装板、

两个第二气缸、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以及两个第二电性检测探头；所述第四驱动装置安

装在第二安装架上驱动第三安装板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前后运动；两个所述第二气缸

安装在第三安装板上且位置对应在该安装工位的安装治具的左右两侧；两个所述第一电性

检测探头分别安装在第二气缸的动力输出端；所述第五驱动装置安装在第二安装架上驱动

两个所述第二电性检测探头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上方上下运动；

[0013] 所述下料机构包括第三安装架、第三气缸、下料槽、下料机械手和不良品接料盒；

所述第三气缸安装在第三安装架上驱动下料槽左右运动；所述下料机械手安装在第三安装

架上方；所述不良品接料盒放置在下料槽下方。

[0014]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料带移动装置包括第四安装架、第四气缸、第四安装

板、第五气缸、活动板和插针；所述第四安装架固定在引料架上；所述第四气缸安装在第四

安装架上驱动第四安装板前后运动；所述第五气缸安装在第四安装板上驱动活动板上下运

动；所述插针固定在活动板上；所述引料架上具有避空插针活动的长条形孔。

[0015]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弹片上料机械手包括具有双轴驱动的立架和安装在立架

上的机械手组件；所述机械手组件包括第五安装板、固定座、定位针、顶压块和第六气缸；所

述第五安装板活动安装在立架上；所述固定座和第六气缸分别固定在第五安装板上；所述

第六气缸对应设置在固定座上方且动力输出端与顶压块连接驱动顶压块上下运动；所述顶

压块穿过所述固定座；所述定位针安装在固定座上且伸出顶压块下方。

[0016]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压板与引料架之间通过弹簧连接。

[0017] 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描述，所述第一压紧机构还包括支撑件；所述第三驱动装置通

过连杆组件驱动压头下压；所述支撑件包括支撑座和可转动连接在支撑座上方的滚轮；所

述滚轮与转盘底部接触。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本发明通过在转盘上设置八个工位，然后在转盘外侧沿着转盘转动的方向依次设

置胶壳上料机构、PIN检测机构、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第一压紧机构、第二弹片料带

输送上料机构、第二压紧机构、电性检测机构和下料机构；其中转盘通过马达与分割器驱动

其转动，实现转盘转动到一定角度后自动停止，各工位进行各自步骤的操作，通过胶壳上料

机构进行胶壳的上料，将胶壳放置在安装治具上，PIN检测机构检测胶壳下方的两个铜片端

子有无混PIN，然后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将料带上的第一弹片切出并运送到胶壳内，

通过第一压紧机构将第一弹片压紧在胶壳内，然后通过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将第二

弹片切出并运送到胶壳内，通过第二压紧机构将第二弹片压紧在胶壳内，然后经过电性检

测机构，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触碰胶壳下方的两个铜片端子，两个第二电性检测探头触

碰胶壳内的第一弹片与第二弹片，其中一个电性检测探头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第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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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测探头为一组检测铜片端子与对应弹片是否通电，检测完成后通过下料机构进行下

料，良品放置到下料槽上，不良品放置到不良品接料盒内，从而实现自动化高效率第进行弹

片与胶壳的组装。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转盘的结构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胶壳上料机构的结构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PIN检测机构的结构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的结构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料带移动装置的结构图；

[0026] 图7是本发明切料装置的结构图；

[0027] 图8是本发明弹片上料机械手的结构图；

[0028] 图9是本发明第一压紧机构的结构图；

[0029] 图10是本发明电性检测机构的结构图；

[0030] 图11是本发明下料机构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32] 如图1-11所示，一种五金塑胶件组装机，包括具有八个工位的转盘1，以及沿着转

盘1转动方向依次安装在转盘1外侧且与转盘1上的工位位置相对应的胶壳上料机构2、PIN

检测机构3、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4、第一压紧机构5、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6、

第二压紧机构7、电性检测机构8和下料机构9；

[0033] 所述转盘1上对应的每个工位上均安装有安装治具11且每两个工位之间均设有

“U”型的避空开口12；所述安装治具11上设有两个沿竖直方向设置的方孔111以及横向设置

且与方孔111连通的圆孔112；转盘1的驱动装置有分割器马达和分割器，分割器马达通过同

步带带动分割器转动，转盘1在分割器的带动下能够步进式间歇地转过固定的角度；避空开

口12的设置是为了避空以下加工中某些部件的运作；

[0034] 所述胶壳上料机构2包括上料轨道21、直震器22和胶壳上料机械手23；所述上料轨

道21安装在直震器22上方；所述胶壳上料机械手23安装在上料轨道21旁侧；胶壳通过人工

摆放在上料轨道21上，通过直震器22驱动上料轨道21上的胶壳往前运送，然后通过上料机

械手将最前端的胶壳运送到转盘1上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11上，胶壳下方的两个铜片端子

插入到安装治具11的两个方孔111内，实现胶壳的上料；

[0035] 所述PIN检测机构3包括第一安装架31、第一驱动装置32、第一安装板33和两个PIN

检测装置34；所述第一驱动装置32安装在第一安装架31上且动力输出端与第一安装板33驱

动连接驱动第一安装板33上下运动；两个所述PIN检测装置34固定在第一安装板33上且分

别设置在对应工位上安装治具11的左右两侧；所述PIN检测装置34包括第一气缸341和PIN

检测探头342；所述第一气缸341的动力输出端与PIN检测探头342连接；工作时，第一驱动装

置32驱动第一安装板33往上运动，将两个PIN检测探头342的位置高度运送到与安装治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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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孔112位置相同高度，然后通过第一气缸341推动PIN检测探头342，将PIN检测探头342

推入到安装治具11的圆孔112内并与胶壳的铜片端子接触来检测铜片端子由于混PIN；

[0036] 所述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4包括料带安装架41、引料架42、料带移动装置

43、切料装置44和弹片上料机械手45；所述引料架42安装在料带安装架41旁侧；料带安装架

41上安装料带且料带的末端放置在引料架42上；所述料带移动装置43固定在引料架42上并

驱动料带逐步往前运送；所述切料装置44包括第二驱动装置441、第二安装板442、压板443、

第一切刀444、第二切刀(未画出)和落料盒445；所述第二驱动装置441与第二安装板442驱

动连接驱动第二安装板442上下运动；所述压板443和第一切刀444分别安装在第二安装板

442上；压板443的位置对应在引料架42上方；所述第二切刀安装压板443上；所述第一切刀

444的位置对应在引料架42的末端且与引料架42末端平齐；所述落料盒445对应安装在第一

切刀444的下方；所述弹片上料机械手45安装在引料架42旁侧；弹片上料机械手45可在压板

443与第一切刀444之间的位置与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11之间活动；料带卷绕在料带安装架

41上，料带安装架41上具有导向柱对料带导向，料带的末端放置在了引料架42上方，通过料

带移动装置43来将料带逐步往前运送，带动料带往前运送后，通过第二驱动装置441驱动第

二安装板442往下运动，从而带动压板443以及第一切刀444往下运动，压板443上的第二切

刀将料带上的第一弹片从料带中切断，第二切刀则将料带末端的废料切断并下落到落料盒

445中，然后通过弹片上料机械手45将压板443与第一切刀444位置之间的已经从料带中切

断的第一弹片运送到对应工位的胶壳内；

[0037] 所述料带移动装置43包括第四安装架431、第四气缸432、第四安装板433、第五气

缸434、活动板435和插针436；所述第四安装架431固定在引料架42上；所述第四气缸432安

装在第四安装架431上驱动第四安装板433前后运动；所述第五气缸434安装在第四安装板

433上驱动活动板435上下运动；所述插针436固定在活动板435上；所述引料架42上具有避

空插针436活动的长条形孔；料带的两侧具有间隔排布的定位孔，第五气缸434驱动活动板

435往下运动，带动插针436插入料带的定位孔中，然后通过第四气缸432驱动第四安装板

433往前运动，从而带动料带往前运送一定距离。

[0038] 弹片上料机械手45包括具有双轴驱动的立架451和安装在立架451上的机械手组

件452；所述机械手组件452包括第五安装板452-1、固定座452-2、定位针452-3、顶压块452-

4和第六气缸452-5；所述第五安装板452-1活动安装在立架451上；所述固定座452-2和第六

气缸452-5分别固定在第五安装板452-1上；所述第六气缸452-5对应设置在固定座452-2上

方且动力输出端与顶压块452-4连接驱动顶压块452-4上下运动；所述顶压块452-4穿过所

述固定座452-2；所述定位针452-3安装在固定座452-2上且伸出顶压块452-4下方；双轴驱

动的立架451上具有竖直方向以及水平方向的驱动装置来驱动第五安装板452-1，在拿取第

一弹片时，竖直方向的驱动装置驱动第五安装板452-1往下运动，是的定位针452-3插入到

第一弹片的孔内，定位针452-3孔内径大于第一弹片孔内径，往上运动时则将第一弹片一并

带出，水平方向的驱动装置驱动安装板运动，使得第一弹片位置在胶壳上方，然后竖直反向

的驱动装置再带动第五安装板452-1往下运动到一定位置，然后第六气缸452-5驱动顶压块

452-4下压，将第一弹片从定位针452-3中顶出，第一弹片落入胶壳内的相应位置处，完成第

一弹片的上料。

[0039] 所述压板443与引料架42之间通过弹簧443-1连接；起到缓冲作用，提高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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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第一压紧机构5包括第三驱动装置51和压头52；所述第三驱动装置51驱动压

头52上下运动；所述压头52的位置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11上方；

[0041] 所述第一压紧机构5还包括支撑件54；所述第三驱动装置51通过连杆组件53驱动

压头52下压；所述支撑件54包括支撑座541和可转动连接在支撑座541上方的滚轮542；所述

滚轮542与转盘1底部接触；连杆组件53是通过连杆的两端分别连接第三驱动装置51的动力

输出端以及压头52的动力输入端，中间通过架体固定作为转动的支点，第一压紧机构5通过

连杆组件53驱动压头52下压，顶压第一弹片，将第一弹片压紧在第一胶壳内，支撑件54则在

转盘1下方提供支撑作用，滚轮542随着转盘1的转动而转动，减少摩擦损耗。

[0042] 所述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6的结构与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4的结构

相同；所述第二压紧机构7的结构与第一压紧机构5的结构相同；实现第二弹片的上料以及

第二弹片的压紧。

[0043] 所述电性检测机构8包括第二安装架81、第四驱动装置82、第五驱动装置83、第三

安装板84、两个第二气缸85、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86以及两个第二电性检测探头87；所述

第四驱动装置82安装在第二安装架81上驱动第三安装板84在对应工位的安装治具11上前

后运动；两个所述第二气缸85安装在第三安装板84上且位置对应在该安装工位的安装治具

11的左右两侧；两个所述第一电性检测探头86分别安装在第二气缸85的动力输出端；所述

第五驱动装置83安装在第二安装架81上驱动两个所述第二电性检测探头87在对应工位的

安装治具11上方上下运动；第五驱动装置83驱动第二电性检测探头87下压分别触碰第一弹

片与第二弹片，第四驱动装置82驱动第三安装板84往前运动，使得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

86的位置与安装治具11圆孔112的位置相对应，再通过第二气缸85分别驱动第一电性检测

探头86插入圆孔112中并分别触碰铜片端子，一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86与一个第二电性检

测探头87为一组检测铜片端子与对应的弹片是否通电，以完成电性的测试。

[0044] 所述下料机构9包括第三安装架91、第三气缸92、下料槽93、下料机械手94和不良

品接料盒95；所述第三气缸92安装在第三安装架91上驱动下料槽93左右运动；所述下料机

械手94安装在第三安装架91上方；所述不良品接料盒95放置在下料槽93下方；当检测后的

产品是良品，则通过下料机械手94捉取产品后直接放置到下料槽93中收集良品的产品，当

产品是不良品，第三气缸92先推动下料槽93往左运动，然后下料机械手94捉取产品后将产

品放置到不良品接料盒95中，完成产品的分类收集。

[0045]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46] 1)上料机构将胶壳运送到转盘1的安装治具11上；

[0047] 2)转盘1带动胶壳逐步运送，经过PIN检测机构3，通过PIN检测机构3检测胶壳下方

的两个铜片端子有无混PIN；PIN检测机构3检测符合要求继续后续步骤，不符合要求的后续

步骤不加工，到下料机构9直接分类到不良品接料盒95中，以下为检测后符合要求的步骤；

[0048] 3)转盘1带动胶壳运送到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4，第一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

构4对料带进行运送，将第一弹片从料带中切出，并通过弹片上料机械手45将第一弹片送往

胶壳内，料带末端通过第一切刀444切断；

[0049] 4)转盘1带动安装了第一弹片的胶壳运送到第一压紧机构5，通过第一压紧机构5

将第一弹片压紧在胶壳内；

[0050] 5)转盘1带动胶壳运送到第二弹片料带输送上料机构6，与步骤(3)相同地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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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片放置在胶壳内对应位置处；

[0051] 6)转盘1带动胶壳运送到第二压紧机构7与步骤(4)相同地将第二弹片压紧在胶壳

内；

[0052] 7)转盘1带动安装了第一弹片与第二弹片的胶壳运动到电性检测机构8，电性检测

机构8通过驱动两个第一电性检测探头86与两个第二电性检测探头87分别接触两个铜片端

子与第一弹片以及第二弹片，检测铜片端子与对应的弹片是否通电；

[0053] 8)转盘1带动胶壳成品运送到下料机构9，若电性检测机构8通过检测，则通过下料

机械手94将胶壳成品运送到下料槽93，若不通过，则将胶壳成品运送到不良品接料盒95内。

[0054]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的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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