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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

备，限位摩擦环上设置有从限位固定座上穿过的

限位导向轴，限位导向轴上限位固定座与限位摩

擦环之间设置有限位加压弹簧，限位转盘盖右侧

固设有伸缩调节螺套，限位凸起环与限位防脱环

之间设置有用于减少转动摩擦力的钢珠，抓料滑

移气缸的伸缩轴的端部固设有抓料压力筒，抓料

压力筒内侧设置有舒张抓料套，舒张抓料套呈锥

筒状，舒张抓料套与抓料筒座上端通过穿过抓料

压力筒的运动导向杆连接，舒张抓料套内设置有

用于增大摩擦力的橡胶防滑套。本发明能够将铆

钉安装在铆钉孔中，能够根据铆钉孔的个数、位

置调节满足需求，适应性强，对操作员工知识水

平要求低，维修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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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坯料供给传送部(1)、固定件转移

部(2)、固定件供给排列部(4)和控制箱(5)，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左侧设置有用于输送坯

料的坯料供给传送部(1)，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右侧设置有用于整理固定件的固定件供给

排列部(4)，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一侧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态的控制箱(5)，所述固

定件转移部(2)的数量至少为两个，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包括转移支架(21)、转移动力电

机(22)、物料转移主轴(23)、自转翻转座(24)、自转翻转电机(25)、伸缩套筒(26)、伸缩定位

部(27)、伸缩螺杆(28)和坯料收缩抓取部(29)，所述转移支架(21)上安装有转移动力电机

(22)和物料转移主轴(23)，所述转移动力电机(22)的旋转轴与物料转移主轴(23)连接，所

述自转翻转座(24)固设在物料转移主轴(23)上，所述自转翻转座(24)端部设置有自转翻转

电机(25)，所述自转翻转电机(25)的转轴上连接有伸缩套筒(26)，所述伸缩套筒(26)端部

通过伸缩定位部(27)固定插有伸缩螺杆(28)，所述伸缩螺杆(28)端部设置有用于抓取铆钉

的坯料收缩抓取部(29)，所述伸缩套筒(26)插入伸缩螺杆(28)的一端外圈设置有限位凸起

环(261)，所述伸缩定位部(27)包括限位固定座(271)、限位摩擦环(272)、限位导向轴

(273)、限位加压弹簧(274)、限位防脱环(275)、限位转盘盖(276)、伸缩调节螺套(277)、限

位固定螺栓(278)和钢珠(279)，所述限位固定座(271)固设在伸缩套筒(26)上，所述限位固

定座(271)左侧设置有限位摩擦环(272)，所述限位摩擦环(272)上设置有从限位固定座

(271)上穿过的限位导向轴(273)，所述限位导向轴(273)上限位固定座(271)与限位摩擦环

(272)之间设置有限位加压弹簧(274)，所述限位凸起环(261)右侧设置有限位防脱环

(275)，所述限位凸起环(261)左侧设置有限位转盘盖(276)，所述限位转盘盖(276)与限位

防脱环(275)通过限位固定螺栓(278)固定连接，所述限位转盘盖(276)右侧固设有伸缩调

节螺套(277)，所述限位凸起环(261)与限位防脱环(275)之间设置有用于减少转动摩擦力

的钢珠(279)，所述坯料收缩抓取部(29)包括抓料筒座(291)、抓料滑移气缸、抓料压力筒

(293)、运动导向杆(294)、舒张抓料套(295)和橡胶防滑套(296)，所述抓料筒座(291)呈上

端封闭的圆筒状，所述抓料筒座(291)上端固设有抓料滑移气缸，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

轴位于抓料筒座(291)内，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轴的端部固设有抓料压力筒(293)，所

述抓料压力筒(293)内侧设置有舒张抓料套(295)，所述舒张抓料套(295)呈锥筒状，所述舒

张抓料套(295)与抓料筒座(291)上端通过穿过抓料压力筒(293)的运动导向杆(294)连接，

所述舒张抓料套(295)内设置有用于增大摩擦力的橡胶防滑套(29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转移部

(2)的数量为5个。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舒张抓料套

(295)下部周围呈环状均匀设置有使舒张抓料套(295)下端具有径向弹力的挤压缺口

(2951)，所述舒张抓料套(295)内侧下部设置有4个抓料直筒(2952)，所述抓料直筒(2952)

组合呈圆筒状。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坯料供给传送

部(1)包括供给支架(11)、传送辊(12)、坯料传送电机(13)和坯料传送带(14)，所述传送辊

(12)可转动设置在供给支架(11)前后部，所述传送辊(12)上设置有坯料传送带(14)，所述

传送辊(12)与固设在供给支架(11)侧部的坯料传送电机(13)的旋转轴连接。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转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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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转移支架、主动齿轮、转移动力电机(22)、中转齿轮和被动齿轮，所述转移动力电机

(22)通过螺栓固定在转移支架上，所述转移动力电机(22)的转轴上设置有主动齿轮，所述

被动齿轮固设在旋转主轴上，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通过中转齿轮传动连接。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供给排

列部(4)包括固定件供给底座(41)、固定件供给电机(42)、固定件供给料筒(43)、物料排列

转盘(44)、物料排列导杆(45)和压力开关(46)，所述固定件供给底座(41)上通过螺纹固定

安装有固定件供给电机(42)，所述固定件供给电机(42)朝上的旋转轴上设置有物料排列转

盘(44)，所述物料排列转盘(44)呈锥状，所述物料排列转盘(44)周围固定件供给底座(41)

上固设有固定件供给料筒，所述固定件供给料筒(43)内侧物料排列转盘(44)上部设置有用

于输出固定件的物料排列导杆(45)，所述物料排列导杆(45)呈螺旋状，所述物料排列导杆

(45)位于固定件供给料筒(43)外的一端设置有压力开关(46)。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5)包

括处理器、显示屏、键盘和存储器，所述处理器通过导线分别与显示屏、键盘和存储器电性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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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的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为了能够降低企业人力

生产成本，很多企业逐渐引入自动化设备，板件在上铆接机前需要先放置铆钉，然后通过专

用的铆接设备将铆钉固定在板件上，由于待铆接件上的铆接孔位置是根据固定需要设置

的，所以位置没有统一的间距和高度，对于小批量的生产，目前主要是通过人工放置，这种

方式生产效率低，同时容易漏孔，导致个别铆钉孔没有铆钉，需要二次返工，目前还没有价

格低廉且能够适应不同拼接件的设备，市场需要一种铆钉自动安装自动化设备，需要能够

将铆钉安装在铆钉孔中，能够根据铆钉孔的个数、位置调节满足需求，适应性强，对操作员

工知识水平要求低，维修成本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

能够将铆钉安装在铆钉孔中，能够根据铆钉孔的个数、位置调节满足需求，适应性强，对操

作员工知识水平要求低，维修成本低。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包括坯料供给传

送部、固定件转移部、固定件供给排列部和控制箱，所述固定件转移部左侧设置有用于输送

坯料的坯料供给传送部，所述固定件转移部右侧设置有用于整理固定件的固定件供给排列

部，所述固定件转移部一侧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态的控制箱，所述固定件转移部的

数量至少为两个，所述固定件转移部包括转移支架、转移动力电机、物料转移主轴、自转翻

转座、自转翻转电机、伸缩套筒、伸缩定位部、伸缩螺杆和坯料收缩抓取部，所述转移支架上

安装有转移动力电机和物料转移主轴，所述转移动力电机的旋转轴与物料转移主轴连接，

所述自转翻转座固设在物料转移主轴上，所述自转翻转座端部设置有自转翻转电机，所述

自转翻转电机的转轴上连接有伸缩套筒，所述伸缩套筒端部通过伸缩定位部固定插有伸缩

螺杆，所述伸缩螺杆端部设置有用于抓取铆钉的坯料收缩抓取部，所述伸缩套筒插入伸缩

螺杆的一端外圈设置有限位凸起环，所述伸缩定位部包括限位固定座、限位摩擦环、限位导

向轴、限位加压弹簧、限位防脱环、限位转盘盖、伸缩调节螺套、限位固定螺栓和钢珠，所述

限位固定座固设在伸缩套筒上，所述限位固定座左侧设置有限位摩擦环，所述限位摩擦环

上设置有从限位固定座上穿过的限位导向轴，所述限位导向轴上限位固定座与限位摩擦环

之间设置有限位加压弹簧，所述限位凸起环右侧设置有限位防脱环，所述限位凸起环左侧

设置有限位转盘盖，所述限位转盘盖与限位防脱环通过限位固定螺栓固定连接，所述限位

转盘盖右侧固设有伸缩调节螺套，所述限位凸起环与限位防脱环之间设置有用于减少转动

摩擦力的钢珠，所述坯料收缩抓取部包括抓料筒座、抓料滑移气缸、抓料压力筒、运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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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舒张抓料套和橡胶防滑套，所述抓料筒座呈上端封闭的圆筒状，所述抓料筒座上端固设

有抓料滑移气缸，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轴位于抓料筒座内，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

轴的端部固设有抓料压力筒，所述抓料压力筒内侧设置有舒张抓料套，所述舒张抓料套呈

锥筒状，所述舒张抓料套与抓料筒座上端通过穿过抓料压力筒的运动导向杆连接，所述舒

张抓料套内设置有用于增大摩擦力的橡胶防滑套。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件转移部的数量为5个。

[0006] 作为优选，所述舒张抓料套下部周围呈环状均匀设置有使舒张抓料套下端具有径

向弹力的挤压缺口，所述舒张抓料套内侧下部设置有4个抓料直筒，所述抓料直筒组合呈圆

筒状。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坯料供给传送部包括供给支架、传送辊、坯料传送电机和坯料传送

带，所述传送辊可转动设置在供给支架前后部，所述传送辊上设置有坯料传送带，所述传送

辊与固设在供给支架侧部的坯料传送电机的旋转轴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件转移部包括转移支架、主动齿轮、转移动力电机、中转齿轮

和被动齿轮，所述转移动力电机通过螺栓固定在转移支架上，所述转移动力电机的转轴上

设置有主动齿轮，所述被动齿轮固设在旋转主轴上，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通过中转齿

轮传动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件供给排列部包括固定件供给底座、固定件供给电机、固定件

供给料筒、物料排列转盘、物料排列导杆和压力开关，所述固定件供给底座上通过螺纹固定

安装有固定件供给电机，所述固定件供给电机朝上的旋转轴上设置有物料排列转盘，所述

物料排列转盘呈锥状，所述物料排列转盘周围固定件供给底座上固设有固定件供给料筒，

所述固定件供给料筒内侧物料排列转盘上部设置有用于输出固定件的物料排列导杆，所述

物料排列导杆呈螺旋状，所述物料排列导杆位于固定件供给料筒外的一端设置有压力开

关。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箱包括处理器、显示屏、键盘和存储器，所述处理器通过导线

分别与显示屏、键盘和存储器电性连接。

[0011]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的主视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的主视剖面图；

[0014] 图3是图2中A部的放大图；

[0015] 图4是图2中B部的放大图；

[0016] 图5是舒张抓料套的主视剖视图；

[0017] 图6是固定件转移部的示意图；

[0018] 图7是固定件供给排列部的俯视图。

[0019] 图中：1-坯料供给传送部、11-供给支架、12-传送辊、13-坯料传送电机、14-坯料传

送带、2-固定件转移部、21-转移支架、22-转移动力电机、23-物料转移主轴、24-自转翻转

座、25-自转翻转电机、26-伸缩套筒、261-限位凸起环、27-伸缩定位部、271-限位固定座、

272-限位摩擦环、273-限位导向轴、274-限位加压弹簧、275-限位防脱环、276-限位转盘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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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伸缩调节螺套、278-限位固定螺栓、279-钢珠、28-伸缩螺杆、29-坯料收缩抓取部、291-

抓料筒座、292-抓料气缸、293-抓料压力筒、294-运动导向杆、295-舒张抓料套、2951-挤压

缺口、2952-抓料直筒、296-橡胶防滑套、4-固定件供给排列部、41-固定件供给底座、42-固

定件供给电机、43-固定件供给料筒、44-物料排列转盘、45-物料排列导杆、46-压力开关、5-

控制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阅图1-图7，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包括坯料供给传送部1、固定

件转移部2、固定件供给排列部4和控制箱5，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左侧设置有用于输送坯料

的坯料供给传送部1，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右侧设置有用于整理固定件的固定件供给排列部

4，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一侧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态的控制箱5，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

的数量至少为两个，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包括转移支架21、转移动力电机22、物料转移主轴

23、自转翻转座24、自转翻转电机25、伸缩套筒26、伸缩定位部27、伸缩螺杆28和坯料收缩抓

取部29，所述转移支架21上安装有转移动力电机22和物料转移主轴23，所述转移动力电机

22的旋转轴与物料转移主轴23连接，所述自转翻转座24固设在物料转移主轴23上，所述自

转翻转座24端部设置有自转翻转电机25，所述自转翻转电机25的转轴上连接有伸缩套筒

26，所述伸缩套筒26端部通过伸缩定位部27固定插有伸缩螺杆28，所述伸缩螺杆28端部设

置有用于抓取铆钉的坯料收缩抓取部29，所述伸缩套筒26插入伸缩螺杆28的一端外圈设置

有限位凸起环261，所述伸缩定位部27包括限位固定座271、限位摩擦环272、限位导向轴

273、限位加压弹簧274、限位防脱环275、限位转盘盖276、伸缩调节螺套277、限位固定螺栓

278和钢珠279，所述限位固定座271固设在伸缩套筒26上，所述限位固定座271左侧设置有

限位摩擦环272，所述限位摩擦环272上设置有从限位固定座271上穿过的限位导向轴273，

所述限位导向轴273上限位固定座271与限位摩擦环272之间设置有限位加压弹簧274，所述

限位凸起环261右侧设置有限位防脱环275，所述限位凸起环261左侧设置有限位转盘盖

276，所述限位转盘盖276与限位防脱环275通过限位固定螺栓278固定连接，所述限位转盘

盖276右侧固设有伸缩调节螺套277，所述限位凸起环261与限位防脱环275之间设置有用于

减少转动摩擦力的钢珠279，所述坯料收缩抓取部29包括抓料筒座291、抓料滑移气缸、抓料

压力筒293、运动导向杆294、舒张抓料套295和橡胶防滑套296，所述抓料筒座291呈上端封

闭的圆筒状，所述抓料筒座291上端固设有抓料滑移气缸，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轴位于

抓料筒座291内，所述抓料滑移气缸的伸缩轴的端部固设有抓料压力筒293，所述抓料压力

筒293内侧设置有舒张抓料套295，所述舒张抓料套295呈锥筒状，所述舒张抓料套295与抓

料筒座291上端通过穿过抓料压力筒293的运动导向杆294连接，所述舒张抓料套295内设置

有用于增大摩擦力的橡胶防滑套296，所述固定件转移部2的数量为5个，所述舒张抓料套

295下部周围呈环状均匀设置有使舒张抓料套295下端具有径向弹力的挤压缺口2951，所述

舒张抓料套295内侧下部设置有4个抓料直筒2952，所述抓料直筒2952组合呈圆筒状，所述

坯料供给传送部1包括供给支架11、传送辊12、坯料传送电机13和坯料传送带，所述传送辊

12可转动设置在供给支架11前后部，所述传送辊12上设置有坯料传送带，所述传送辊12与

固设在供给支架11侧部的坯料传送电机13的旋转轴连接，所述固定件转移部包括转移支

架、主动齿轮、转移动力电机22、中转齿轮和被动齿轮，所述转移动力电机22通过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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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移支架上，所述转移动力电机22的转轴上设置有主动齿轮，所述被动齿轮固设在旋转

主轴上，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通过中转齿轮传动连接，所述固定件供给排列部4包括固

定件供给底座41、固定件供给电机42、固定件供给料筒43、物料排列转盘44、物料排列导杆

45和压力开关46，所述固定件供给底座41上通过螺纹固定安装有固定件供给电机42，所述

固定件供给电机42朝上的旋转轴上设置有物料排列转盘44，所述物料排列转盘44呈锥状，

所述物料排列转盘44周围固定件供给底座41上固设有固定件供给料筒，所述固定件供给料

筒43内侧物料排列转盘44上部设置有用于输出固定件的物料排列导杆45，所述物料排列导

杆45呈螺旋状，所述物料排列导杆45位于固定件供给料筒43外的一端设置有压力开关46，

所述控制箱5包括处理器、显示屏、键盘和存储器，所述处理器通过导线分别与显示屏、键盘

和存储器电性连接。

[0021]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2] 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将待铆接的工件放置在

坯料供给传送部1上，通过控制箱控制设备的工作状态，通过坯料传送电机13带动传送辊12

转动，通过传送辊12带动坯料传送带14转动，当工件运动到设定的位置后，会停留设定的时

间，每个孔对应一个坯料收缩抓取部和一个固定件供给排列部，通过转移动力电机带动物

料转移主轴转动，通过物料转移主轴带动转翻转座转动，通过转翻转座上的自转翻转电机

带动伸缩套筒自转，使固定件供给排列部上的橡胶垫板围成的孔对准坯料上的孔或者固定

件供给排列部上的一个铆钉，坯料收缩抓取部从固定件供给排列部抓取铆钉的过程是，当

坯料收缩抓取部29转至固定件供给排列部4上是，通过抓料滑移气缸带动抓料压力筒向下

运动，通过抓料压力筒压紧舒张抓料套下部，使舒张抓料套的下部收缩，最终通过橡胶防滑

套将铆钉压紧，然后通过转移动力电机带动固定件铆钉转至坯料的上方，通过固定件自转

翻转电机25转动改变坯料收缩抓取部29的角度，最终将固定件铆钉放置在坯料的铆接孔

中，通过固定件供给电机42带动物料排列转盘44转动，通过物料排列转盘44带动固定件铆

钉转动，最终固定件铆钉顺次滑入物料排列导杆45上，物料排列导杆45有两个平行的螺旋

杆组成，规定件铆钉可以在两个螺旋杆之间的间隙中滑动，最终固定件铆钉定在压力开关

46上，固定件供给电机42停止转动，当顶住压力开关46的固定件铆钉被取走，固定件供给电

机42继续转动，设备可以通过控制箱5控制设备的的用电部件的工作状态。。

[0023] 本发明一种可调节铆钉装配自动设备，通过利用简单的结构实现固定件铆钉的定

点抓取和定点放置，同时通过调节将铆钉放置在工件上不同高度和位置上的铆接孔中，调

节简单，适应性强，通过设置不同数量的坯料收缩抓取部29，同时设定好坯料收缩抓取部29

之间的距离，可以同时向多个不规则的铆钉孔中安装铆钉，能够根据铆钉孔的个数、位置调

节满足需求，适应性强，由于设备结构简单，需要的精密部件少，所以投资成本很低，对操作

员工知识水平要求低，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能够大大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对操作

员工知识水平要求低，维修成本低。

[0024]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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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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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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