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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节流阀生产设备领域，尤其是指

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包括工作台、阀体振动盘

机构、阀体安装机构、载具输送装置、载具循环输

送装置、阀芯振动盘机构、阀芯安装机构、弹簧安

装机构、弹簧检测机构、端盖振动盘机构、端盖安

装机构、焊接机构、间歇送料机构、打磨机构、压

力检测机构、气压检测机构及收料机构；载具循

环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升降机构和第二升降机构，

第一升降机构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首端，第

二升降机构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尾端。本申

请的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高，效率高，而

且组装后的节流阀的成品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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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阀体振动盘机构、阀体安装机构、载具

输送装置、载具循环输送装置、阀芯振动盘机构、阀芯安装机构、弹簧安装机构、弹簧检测机

构、端盖振动盘机构、端盖安装机构、焊接机构、间歇送料机构、打磨机构、压力检测机构、气

压检测机构及收料机构；

载具循环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升降机构和第二升降机构，第一升降机构位于载具循环输

送装置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尾端，第一升降机构用于将载具循

环输送装置所输送的载具输送至载具输送装置，第二升降机构用于将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

的载具输送至载具循环输送装置；

阀体振动盘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入阀体；

阀体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阀体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阀体安装至载具输送

装置所输送的载具内；

载具输送装置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载具；

阀芯振动盘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入阀芯；

阀芯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阀芯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阀芯安装至载具输送

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的载具内；

弹簧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弹簧安装至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

和阀芯的载具内；

弹簧检测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弹簧安装机构处理后的弹簧的弹力；

端盖振动盘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入端盖；

端盖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端盖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端盖安装至载具输送

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内；

焊接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载具内的端盖焊接于阀体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端盖

用于将阀芯和弹簧封装在阀体内；

间歇送料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焊接机构处理后的节流阀；

打磨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打磨端盖与阀体之间的焊缝；

压力检测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压力；

气压检测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气压；

收料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收集气压检测机构检测完成后的节流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具输送装置包括第一

支架、滑轨、推板及第一驱动组件；第一支架装设于工作台，滑轨装设于第一支架，滑轨设有

用于容设载具的容置槽，载具滑动设置于容置槽，推板连接于第一驱动组件的输出端，第一

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一支架并用于驱动推板移动，移动的推板用于将第一升降机构所输送的

载具推入容置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具循环输送装置还包

括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载具的皮带送料机，皮带送料机位于滑轨的下方，第一升降机

构位于皮带送料机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位于皮带送料机的尾端；第一升降机构包括用于

承托载具的第一承托板及用于驱动第一承托板移动的第二驱动组件；第二升降机构包括用

于承托载具的第二承托板及用于驱动第二承托板移动的第三驱动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安装机构包括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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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连接板、第四驱动组件、送料管道、气管、安装座、上挡料装置、下挡料装置及出料管；

第二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四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二支架，连接块连接于第四驱动组件的输

出端，送料管道装设于连接块，安装座装设于连接块，安装座设有通槽，通槽贯穿安装座，通

槽与送料管道连通，出料管装设于安装座，出料管与通槽连通，气管与送料管道连通，外界

的泵气装置经由气管向送料管道泵气；上挡料装置和下挡料装置均设置于安装座，上挡料

装置包括第一挡料顶杆和第五驱动组件，第五驱动组件装设于安装座并用于驱动第一挡料

顶杆移动，移动的第一挡料顶杆突伸入通槽并用于阻挡送料管道内的弹簧；下挡料装置包

括第二挡料顶杆和第六驱动组件，第六驱动组件装设于安装座并用于驱动第二挡料顶杆移

动，移动的第二挡料顶杆突伸入通槽并用于阻挡通槽内的弹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焊接机构包括第三支

架、焊接机、第一安装板、第七驱动组件及百分表；第三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一安装板滑动

设置于第三支架，第七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三支架并用于驱动第一安装板滑动，焊接机装设

于第一安装板，百分表装设于第三支架并用于检测第一安装板的移动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间歇送料机构包括第四

支架、第八驱动组件、第二安装板、第九驱动组件、第三安装板及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第

四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八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四支架，第二安装板连接于第八驱动组件的

输出端，第三安装板滑动设置于第二安装板，第九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二安装板并用于驱动

第三安装板滑动，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间隔设置于第三安装板，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

共线设置，第一气动夹爪用于夹紧节流阀，第二安装板移动的方向与第三安装板滑动的方

向交叉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机构包括第五支

架、刀具、第十驱动组件、第一治具、第十一驱动组件及压紧组件；所述第十一驱动组件设置

于第五支架，第一治具设置于第十一驱动组件的输出端，第十一驱动组件用于驱动第一治

具转动，第一治具用于安装节流阀；

所述压紧组件包括装设于第五支架的第一龙门架、装设于第一龙门架的第十二驱动组

件、装设于第十二驱动组件的输出端的第四安装板及转动设置于第四安装板的压紧轴，压

紧轴用于将节流阀压紧于第一治具；

所述刀具滑动设置于第五支架，第十驱动组件设置于第五支架并用于驱动刀具滑动，

刀具用于打磨安装于第一治具并被压紧轴所压紧后的节流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检测机构包括第六

支架、第二治具、夹具组件、压力检测顶杆、第一压力传感器及第十三驱动组件；第二治具装

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安装节流阀，夹具组件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夹紧第二治具所安装的

节流阀，压力检测顶杆移动设置于第六支架并用于顶压夹具组件所夹紧的节流阀，第十三

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驱动压力检测顶杆移动，第一压力传感器与压力检测顶杆

连接并用于检测压力检测顶杆顶压节流阀的压力；

所述夹具组件包括第十四驱动组件和两只夹手，第十四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

于驱动两只夹手张开或闭合；夹手包括第一连接块和夹持块，第一连接块与第十四驱动组

件的输出端连接，夹持块与第一连接块连接，夹持块设有第一容置腔和避让槽，第一容置腔

用于容设节流阀，第一容置腔贯穿夹持块，第一容置腔的腔壁用于抵触节流阀，避让槽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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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容置腔内，避让槽用于避让节流阀的凸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压检测机构包括第七

支架、第十五驱动组件、气压检测顶杆、浮动接头、公套头及母套头；公套头设有第二容置腔

和第一气孔，第二容置腔贯穿公套头，第一气孔贯穿公套头并与第二容置腔连通；母套头设

有第二气孔和第三气孔，第二气孔和第三气孔连通，第三气孔用于与外界的空气压缩机连

通，第二气孔用于将高压气体输送至节流阀；

第七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十五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七支架，浮动接头连接于第十五驱

动组件的输出端，公套头连接于浮动接头，第十五驱动组件用于驱动公套头移动，第二容置

腔用于容设节流阀，气压检测顶杆滑动设置于第二容置腔并用于顶持节流阀。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收料机构包括承载台、

第二龙门架、第十六驱动组件、第十七驱动组件及第二气动夹爪；承载台装设于工作台并用

于承载间歇送料机构所输送的节流阀，第二龙门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十七驱动组件滑动设

置于第二龙门架并用于驱动第二气动夹爪移动，第十六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二龙门架并用于

驱动第十七驱动组件移动，第十七驱动组件移动的方向与第二气动夹爪移动的方向交叉设

置，第二气动夹爪用于夹持承载台所承载的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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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流阀组装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节流阀生产设备领域，尤其是指一种节流阀组装线。

背景技术

[0002] 节流阀包括阀体、阀芯、弹簧和端盖，传统生产节流阀的方法是人工将阀芯和弹簧

装入阀体内，然后将端盖焊接到阀体上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然后再对节流阀进行压力检

测和气压检测。传统的节流阀生产方法的自动化程度低，效率低，而且组装后的节流阀的成

品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节流阀组装线，该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

度高，效率高，而且组装后的节流阀的成品率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包括工作台、阀体振动盘机构、阀体安装机构、载具输送装

置、载具循环输送装置、阀芯振动盘机构、阀芯安装机构、弹簧安装机构、弹簧检测机构、端

盖振动盘机构、端盖安装机构、焊接机构、间歇送料机构、打磨机构、压力检测机构、气压检

测机构及收料机构；载具循环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升降机构和第二升降机构，第一升降机构

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尾端，第一升降机

构用于将载具循环输送装置所输送的载具输送至载具输送装置，第二升降机构用于将载具

输送装置所输送的载具输送至载具循环输送装置；阀体振动盘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

入阀体；阀体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阀体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阀体安装至载具输

送装置所输送的载具内；载具输送装置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载具；阀芯振动盘机构装

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入阀芯；阀芯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阀芯振动盘机构所输入

的阀芯安装至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的载具内；弹簧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

用于将弹簧安装至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和阀芯的载具内；弹簧检测机构装设

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弹簧安装机构处理后的弹簧的弹力；端盖振动盘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

用于输入端盖；端盖安装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将端盖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端盖安装至

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内；焊接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

将载具内的端盖焊接于阀体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端盖用于将阀芯和弹簧封装在阀体内；

间歇送料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焊接机构处理后的节流阀；打磨机构装设于工作台

并用于打磨端盖与阀体之间的焊缝；压力检测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

阀芯所需要的压力；气压检测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气

压；收料机构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收集气压检测机构检测完成后的节流阀。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载具输送装置包括第一支架、滑轨、推板及第一驱动组件；第一支

架装设于工作台，滑轨装设于第一支架，滑轨设有用于容设载具的容置槽，载具滑动设置于

容置槽，推板连接于第一驱动组件的输出端，第一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一支架并用于驱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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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移动，移动的推板用于将第一升降机构所输送的载具推入容置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载具循环输送装置还包括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输送载具的皮带送

料机，皮带送料机位于滑轨的下方，第一升降机构位于皮带送料机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位

于皮带送料机的尾端；第一升降机构包括用于承托载具的第一承托板及用于驱动第一承托

板移动的第二驱动组件；第二升降机构包括用于承托载具的第二承托板及用于驱动第二承

托板移动的第三驱动组件。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弹簧安装机构包括第二支架、连接板、第四驱动组件、送料管道、气

管、安装座、上挡料装置、下挡料装置及出料管；第二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四驱动组件装设

于第二支架，连接块连接于第四驱动组件的输出端，送料管道装设于连接块，安装座装设于

连接块，安装座设有通槽，通槽贯穿安装座，通槽与送料管道连通，出料管装设于安装座，出

料管与通槽连通，气管与送料管道连通，外界的泵气装置经由气管向送料管道泵气；上挡料

装置和下挡料装置均设置于安装座，上挡料装置包括第一挡料顶杆和第五驱动组件，第五

驱动组件装设于安装座并用于驱动第一挡料顶杆移动，移动的第一挡料顶杆突伸入通槽并

用于阻挡送料管道内的弹簧；下挡料装置包括第二挡料顶杆和第六驱动组件，第六驱动组

件装设于安装座并用于驱动第二挡料顶杆移动，移动的第二挡料顶杆突伸入通槽并用于阻

挡通槽内的弹簧。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焊接机构包括第三支架、焊接机、第一安装板、第七驱动组件及百

分表；第三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一安装板滑动设置于第三支架，第七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三

支架并用于驱动第一安装板滑动，焊接机装设于第一安装板，百分表装设于第三支架并用

于检测第一安装板的移动距离。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间歇送料机构包括第四支架、第八驱动组件、第二安装板、第九驱

动组件、第三安装板及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第四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八驱动组件装设

于第四支架，第二安装板连接于第八驱动组件的输出端，第三安装板滑动设置于第二安装

板，第九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二安装板并用于驱动第三安装板滑动，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

间隔设置于第三安装板，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共线设置，第一气动夹爪用于夹紧节流阀，

第二安装板移动的方向与第三安装板滑动的方向交叉设置。

[0011] 进一步地，

[0012] 所述打磨机构包括第五支架、刀具、第十驱动组件、第一治具、第十一驱动组件及

压紧组件；所述第十一驱动组件设置于第五支架，第一治具设置于第十一驱动组件的输出

端，第十一驱动组件用于驱动第一治具转动，第一治具用于安装节流阀；所述压紧组件包括

装设于第五支架的第一龙门架、装设于第一龙门架的第十二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十二驱动

组件的输出端的第四安装板及转动设置于第四安装板的压紧轴，压紧轴用于将节流阀压紧

于第一治具；所述刀具滑动设置于第五支架，第十驱动组件设置于第五支架并用于驱动刀

具滑动，刀具用于打磨安装于第一治具并被压紧轴所压紧后的节流阀。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压力检测机构包括第六支架、第二治具、夹具组件、压力检测顶杆、

第一压力传感器及第十三驱动组件；第二治具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安装节流阀，夹具组

件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夹紧第二治具所安装的节流阀，压力检测顶杆移动设置于第六支

架并用于顶压夹具组件所夹紧的节流阀，第十三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六支架并用于驱动压力

检测顶杆移动，第一压力传感器与压力检测顶杆连接并用于检测压力检测顶杆顶压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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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

[0014] 所述夹具组件包括第十四驱动组件和两只夹手，第十四驱动组件装设于第六支架

并用于驱动两只夹手张开或闭合；夹手包括第一连接块和夹持块，第一连接块与第十四驱

动组件的输出端连接，夹持块与第一连接块连接，夹持块设有第一容置腔和避让槽，第一容

置腔用于容设节流阀，第一容置腔贯穿夹持块，第一容置腔的腔壁用于抵触节流阀，避让槽

位于第一容置腔内，避让槽用于避让节流阀的凸块。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气压检测机构包括第七支架、第十五驱动组件、气压检测顶杆、浮

动接头、公套头及母套头；公套头设有第二容置腔和第一气孔，第二容置腔贯穿公套头，第

一气孔贯穿公套头并与第二容置腔连通；母套头设有第二气孔和第三气孔，第二气孔和第

三气孔连通，第三气孔用于与外界的空气压缩机连通，第二气孔用于将高压气体输送至节

流阀；

[0016] 第七支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十五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七支架，浮动接头连接于第十

五驱动组件的输出端，公套头连接于浮动接头，第十五驱动组件用于驱动公套头移动，第二

容置腔用于容设节流阀，气压检测顶杆滑动设置于第二容置腔并用于顶持节流阀。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收料机构包括承载台、第二龙门架、第十六驱动组件、第十七驱动

组件及第二气动夹爪；承载台装设于工作台并用于承载间歇送料机构所输送的节流阀，第

二龙门架装设于工作台，第十七驱动组件滑动设置于第二龙门架并用于驱动第二气动夹爪

移动，第十六驱动组件装设于第二龙门架并用于驱动第十七驱动组件移动，第十七驱动组

件移动的方向与第二气动夹爪移动的方向交叉设置，第二气动夹爪用于夹持承载台所承载

的节流阀。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节流阀包括阀体、弹簧、阀芯和端盖，弹簧和阀芯装设于阀体

内。实际工作中，阀体振动盘机构将阀体排列整齐后，再将阀体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

阀芯振动盘机构将阀芯排列整齐后，再将阀芯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端盖振动盘机构

将端盖排列整齐后，再将端盖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第一升降机构将载具循环输送装

置所输送的一个载具往上输送至载具输送装置，阀体安装机构将阀体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

阀体安装至第一升降机构所输送的载具内。载具输送装置将装有阀体的载具往前输送，载

具到达装阀芯的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停止工作。然后阀芯安装机构将阀芯振动盘机构所

输入的阀芯安装至载具所承载的阀体上。载具输送装置将装有阀体和阀芯的载具继续往前

输送，载具到达装弹簧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停止工作。然后弹簧安装机构将弹簧安装至载

具所承载的阀体或/和阀芯上。载具输送装置将装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继续往前输

送，载具到达弹簧检测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停止工作。弹簧检测机构对载具内的弹簧进行

弹力检测，对弹力不合格的弹簧进行剔除。弹簧检测合格后，载具输送装置将装有阀体、阀

芯和弹簧的载具继续往前输送，载具到达装端盖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停止工作。端盖安装

机构将端盖振动盘机构所输入的端盖安装至弹簧检测机构检测处理后的载具所承载的阀

体上。载具输送装置将装有阀体、阀芯、弹簧和端盖的载具继续往前输送，载具到达焊接工

位时，载具输送装置停止工作。焊接机构将载具内的端盖焊接于阀体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

端盖将阀芯和弹簧封装在阀体内。焊接机构焊接完成后，载具输送装置将载具输送至第二

升降机构，然后间歇送料机构将位于第二升降机构的载具内的节流阀夹出来，第二升降机

构下降并将载具输送装置所输送的载具输送至载具循环输送装置。间歇送料机构每动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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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会将上一工位的节流阀移动至下一个工位，沿着间歇送料机构的输送方向分布有夹

节流阀工位、打磨节流阀工位、压力检测工位、气压检测工位和收集节流阀工位。间歇送料

机构动作时，间歇送料机构将从载具夹出来的节流阀输送至打磨工位，打磨机构对端盖与

阀体之间的焊缝进行打磨；间歇送料机构将打磨机构打磨后的节流阀输送至压力检测机

构，压力检测机构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压力；间歇送料机构将压力检测机

构检测后的节流阀输送至气压检测机构，气压检测机构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

的气压，并将检测的气压数据反馈给控制系统。间歇送料机构将气压检测机构检测后的节

流阀输送至收料机构，控制系统控制收料机构将不同气压的节流阀放至不同的地方。本申

请的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高，效率高，而且组装后的节流阀的成品率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B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阀体安装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载具输送装置和载具循环输送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阀芯安装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的弹簧安装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的弹簧安装机构的俯视图。

[0027] 图9为图8中沿C-C方向的剖视图。

[0028] 图10为本发明的弹簧检测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为本发明的端盖安装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2为本发明的焊接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3为本发明的间歇送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4为本发明的打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5为本发明隐藏挡屑组件后的打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6为本发明的挡屑组件的分解示意图。

[0035] 图17为本发明的压力检测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8为本发明的夹具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9为本发明的夹持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0为本发明的第二治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1为本发明的气压检测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2为本发明的气压检测机构的俯视图。

[0041] 图23为图22中沿D-D方向的剖视图。

[0042] 图24为图23中E处的放大示意图。

[0043] 图25为本发明的收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4] 附图标记说明：

[0045] 工作台1，阀体振动盘机构2，阀体安装机构3，第八支架31，第三气动夹爪32，第十

八驱动组件33，第十九驱动组件34，载具4，载具输送装置5，第一支架51，滑轨52，推板5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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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驱动组件54，容置槽55，第五气动夹爪56，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第一升降机构61，第二升

降机构62，皮带送料机63，第一承托板64，第二驱动组件65，第二承托板66，第三驱动组件

67，阀芯振动盘机构7，阀芯安装机构8，第九支架81，第四气动夹爪82，第二十驱动组件83，

第二十一驱动组件84，第五安装板85，弹性顶针86，弹簧安装机构9，第二支架91，连接板92，

第四驱动组件93，送料管道94，气管95，安装座96，通槽961，上挡料装置97，第一挡料顶杆

971，第五驱动组件972，下挡料装置98，第二挡料顶杆981，第六驱动组件982，出料管99，弹

簧检测机构10，第十支架101，弹簧检测顶杆102，第二压力传感器103，第六安装板104，第二

十二驱动组件105，端盖振动盘机构11，端盖安装机构12，第十一支架121，吸头122，第二十

三驱动组件123，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焊接机构13，第三支架131，焊接机132，第一安装板

133，第七驱动组件134，百分表135，间歇送料机构14，第四支架141，第八驱动组件142，第二

安装板143，第九驱动组件144，第三安装板145，第一气动夹爪146，打磨机构15，第五支架

151，刀具152，第十驱动组件153，第一治具154，第十一驱动组件155，压紧组件156，第一龙

门架1561，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第四安装板1563，压紧轴1564，挡屑组件157，上挡屑箱

1571，第四容置腔15711，通槽15712，下挡屑箱1572，第三容置腔15721，吸屑气管头1573，压

力检测机构16，第六支架161，第二治具162，固定块1621，卡凸块1622，凹槽1623，第五容置

腔1624，夹具组件163，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夹手1632，第一连接块1633，夹持块1634，第一

容置腔1635，避让槽1636，压力检测顶杆164，第一压力传感器165，第十三驱动组件166，顶

压块167，气压检测机构17，第七支架171，第十五驱动组件172，气压检测顶杆173，浮动接头

174，公套头175，第二容置腔1751，第一气孔1752，母套头176，第二气孔1761，第三气孔

1762，收料机构18，承载台181，第二龙门架182，第十六驱动组件183，第十七驱动组件184，

第二气动夹爪185，料框186，激光打标机19。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

[0047] 如图1至图6、图10和图1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节流阀组装线，其包括工作台1、

阀体振动盘机构2、阀体安装机构3、载具输送装置5、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阀芯振动盘机构

7、阀芯安装机构8、弹簧安装机构9、弹簧检测机构10、端盖振动盘机构11、端盖安装机构12、

焊接机构13、间歇送料机构14、打磨机构15、压力检测机构16、气压检测机构17及收料机构

18；

[0048] 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包括第一升降机构61和第二升降机构62，第一升降机构61位

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62位于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的尾端，第一升降

机构61用于将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所输送的载具4输送至载具输送装置5，第二升降机构62

用于将载具输送装置5所输送的载具4输送至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

[0049] 阀体振动盘机构2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输入阀体；阀体安装机构3装设于工作台1

并用于将阀体振动盘机构2所输入的阀体安装至载具输送装置5所输送的载具4内；载具输

送装置5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输送载具4；阀芯振动盘机构7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输入阀

芯；阀芯安装机构8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将阀芯振动盘机构7所输入的阀芯安装至载具输

送装置5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的载具4内；弹簧安装机构9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将弹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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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载具输送装置5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和阀芯的载具4内；弹簧检测机构10装设于工作台1

并用于检测弹簧安装机构9处理后的的弹簧的弹力；端盖振动盘机构11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

于输入端盖；端盖安装机构12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将端盖振动盘机构11所输入的端盖安

装至载具输送装置5所输送的承载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4内；焊接机构13装设于工作

台1并用于将载具4内的端盖焊接于阀体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端盖用于将阀芯和弹簧封装

在阀体内；间歇送料机构14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输送焊接机构13处理后的节流阀；打磨机

构15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打磨端盖与阀体之间的焊缝；压力检测机构16装设于工作台1并

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压力；气压检测机构17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检测顶

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气压；收料机构18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收集气压检测机构17检

测完成后的节流阀。

[0050] 节流阀包括阀体、弹簧、阀芯和端盖，弹簧和阀芯装设于阀体内。实际工作中，阀体

振动盘机构2将阀体排列整齐后，再将阀体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阀芯振动盘机构7将

阀芯排列整齐后，再将阀芯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端盖振动盘机构11将端盖排列整齐

后，再将端盖有序地输送至设定的位置。第一升降机构61将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所输送的一

个载具4往上输送至载具输送装置5，阀体安装机构3将阀体振动盘机构2所输入的阀体安装

至第一升降机构61所输送的载具4内。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的载具4往前输送，载具4

到达装阀芯的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5停止工作。然后阀芯安装机构8将阀芯振动盘机构7所

输入的阀芯安装至载具4所承载的阀体上。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和阀芯的载具4继续

往前输送，载具4到达装弹簧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5停止工作。然后弹簧安装机构9将弹簧

安装至载具4所承载的阀体或/和阀芯上。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4

继续往前输送，载具4到达弹簧检测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5停止工作。弹簧检测机构10对载

具4内的弹簧进行弹力检测，对弹力不合格的弹簧进行剔除。弹簧检测合格后，载具输送装

置5将装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4继续往前输送，载具4到达装端盖工位时，载具输送装

置5停止工作。端盖安装机构12将端盖振动盘机构11所输入的端盖安装至弹簧检测机构10

检测处理后的载具4所承载的阀体上。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阀芯、弹簧和端盖的载具

4继续往前输送，载具4到达焊接工位时，载具输送装置5停止工作。焊接机构13将载具4内的

端盖焊接于阀体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端盖将阀芯和弹簧封装在阀体内。焊接机构13焊接

完成后，载具输送装置5将载具4输送至第二升降机构62，然后间歇送料机构14将位于第二

升降机构62的载具4内的节流阀夹出来，第二升降机构62下降并将载具输送装置5所输送的

载具4输送至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间歇送料机构14每动作一次，就会将上一工位的节流阀

移动至下一个工位，沿着间歇送料机构14的输送方向分布有夹节流阀工位、打磨节流阀工

位、压力检测工位、气压检测工位和收集节流阀工位。间歇送料机构14动作时，间歇送料机

构14将从载具4夹出来的节流阀输送至打磨工位，打磨机构15对端盖与阀体之间的焊缝进

行打磨；间歇送料机构14将打磨机构15打磨后的节流阀输送至压力检测机构16，压力检测

机构16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压力；间歇送料机构14将压力检测机构16检测

后的节流阀输送至气压检测机构17，气压检测机构17用于检测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

气压，并将检测的气压数据反馈给控制系统。间歇送料机构14将气压检测机构17检测后的

节流阀输送至收料机构18，控制系统控制收料机构18将不同气压的节流阀放至不同的地

方。本申请的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高，效率高，而且组装后的节流阀的成品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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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优选的，阀体安装机构3包括第八支架31、第三气动夹爪32、第十八驱动组件33及

第十九驱动组件34，第八支架31装设于工作台1，第十九驱动组件34滑动设置于第八支架31

并用于驱动第三气动夹爪32移动，第十八驱动组件33装设于第八支架31并用于驱动第十九

驱动组件34移动，第十九驱动组件34移动的方向与第三气动夹爪32移动的方向交叉设置，

第三气动夹爪32用于将阀体振动盘机构2所输入的阀体夹到第一升降机构61所输送的载具

4内。工作中，第十八驱动组件33和第十九驱动组件34用于调整第三气动夹爪32的位置。阀

体安装机构3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地将阀体装到载具4内，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

和效率。

[0052] 优选的，阀芯安装机构8包括第九支架81、第四气动夹爪82、第二十驱动组件83、第

二十一驱动组件84、第五安装板85及弹性顶针86；第九支架81装设于工作台1，第二十一驱

动组件84滑动设置于第九支架81并用于驱动第四气动夹爪82移动，第二十驱动组件83装设

于第九支架81并用于驱动第二十一驱动组件84移动，第二十一驱动组件84移动的方向与第

四气动夹爪82移动的方向交叉设置，第四气动夹爪82用于将阀芯振动盘机构7所输入的阀

芯夹到装有阀体的载具4内，第五安装板85连接于第四气动夹爪82，弹性顶针86装设于第五

安装板85，弹性顶针86用于将阀芯顶落至阀体的底部。工作中，第二十驱动组件83和第二十

一驱动组件84用于调整第四气动夹爪82的位置，当第四气动夹爪82夹起阀芯时，阀芯的底

部顶压着弹性顶针86，弹性顶针86压缩并储存弹性势能，当第四气动夹爪82将阀芯夹到装

有阀体的载具4后，第四气动夹爪82松开阀芯，同时弹性顶针86释放弹性势能并将阀芯顶落

至阀体的底部。阀芯安装机构8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地将阀芯安装到阀体的底部，提高节流

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和效率。

[0053] 优选的，弹簧检测机构10包括第十支架101、弹簧检测顶杆102、第二压力传感器

103、第六安装板104及第二十二驱动组件105，第十支架101装设于工作台1，第六安装板104

滑动设置于第十支架101，第二十二驱动组件105装设于第十支架101并用于驱动第六安装

板104滑动，第二压力传感器103连接于第六安装板104，弹簧检测顶杆102连接于第二压力

传感器103，弹簧检测顶杆102用于顶压载具4内的弹簧，第二压力传感器103用于检测弹簧

检测顶杆102顶压弹簧的压力。工作中，第二十二驱动组件105驱动第六安装板104移动，移

动的第六安装板104带动第二压力传感器103和弹簧检测顶杆102一起移动，移动的弹簧检

测顶杆102抵触并顶压载具4内的弹簧。弹簧检测机构10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地检测出载具4

内的弹簧的弹力。

[0054] 优选的，端盖安装机构12包括第十一支架121、吸头122、第二十三驱动组件123及

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第十一支架121装设于工作台1，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滑动设置于

第十一支架121并用于驱动吸头122移动，第二十三驱动组件123装设于第十一支架121并用

于驱动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移动，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移动的方向与吸头122移动的方

向交叉设置，吸头122用于将端盖振动盘机构11所输入的端盖吸至装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

载具4内。工作中，第二十三驱动组件123和第二十四驱动组件124用于调整吸头122的位置。

端盖安装机构12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地将端盖吸至装有阀体、阀芯和弹簧的载具4内。

[0055]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载具输送装置5包括第一支架51、滑轨52、推板53及

第一驱动组件54；第一支架51装设于工作台1，滑轨52装设于第一支架51，滑轨52设有用于

容设载具4的容置槽55，载具4滑动设置于容置槽55，推板53连接于第一驱动组件54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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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第一驱动组件54装设于第一支架51并用于驱动推板53移动，移动的推板53用于将第一

升降机构61所输送的载具4推入容置槽55。所述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还包括装设于工作台1

并用于输送载具4的皮带送料机63，皮带送料机63位于滑轨52的下方，第一升降机构61位于

皮带送料机63的首端，第二升降机构62位于皮带送料机63的尾端；第一升降机构61包括用

于承托载具4的第一承托板64及用于驱动第一承托板64移动的第二驱动组件65；第二升降

机构62包括用于承托载具4的第二承托板66及用于驱动第二承托板66移动的第三驱动组件

67。

[0056] 实际工作中，皮带送料机63将载具4输送至第一承托板64，然后第二驱动组件65驱

动装有载具4的第一承托板64往上升，到达设定位置时，阀体安装机构3将阀体振动盘机构2

所输入的阀体安装至第一承托板64的载具4内，然后第一驱动组件54驱动推板53移动，移动

的推板53将第一承托板64所承托的载具4推入滑轨52的容置槽55内，容置槽55内的前一个

载具4顶着后一个载具4移动，载具4每移动一次，载具4就会进入下一个工位，直到载具4进

入第二承托板66。当载具4进入第二承托板66后，间歇送料机构14将组装完成的节流阀夹

起，然后第三驱动组件67驱动第二承托板66下降，第二承托板66下降到设定位置时，载具4

抵触皮带送料机63，皮带送料机63将载具4往第一承托板64方向输送。载具4通过载具输送

装置5和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循环工作。载具输送装置5和载具循环输送装置6的配合使用，

让载具4实现循环地使用，不用人工的参与，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和提升生产效

率。优选的，滑轨52设置有多个第五气动夹爪56，多个第五气动夹爪56沿载具4的输送方向

等间距地设置，多个第五气动夹爪56用于夹紧载具4，让弹簧检测机构10、端盖安装机构12

及焊接机构13能稳定地工作。

[0057] 如图7至图9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弹簧安装机构9包括第二支架91、连接板92、第

四驱动组件93、送料管道94、气管95、安装座96、上挡料装置97、下挡料装置98及出料管99；

第二支架91装设于工作台1，第四驱动组件93装设于第二支架91，连接块92连接于第四驱动

组件93的输出端，送料管道94装设于连接块92，安装座96装设于连接块92，安装座96设有通

槽961，通槽961贯穿安装座96，通槽961与送料管道94连通，出料管99装设于安装座96，出料

管99与通槽961连通，气管95与送料管道94连通，外界的泵气装置经由气管95向送料管道94

泵气；上挡料装置97和下挡料装置98均设置于安装座96，上挡料装置97包括第一挡料顶杆

971和第五驱动组件972，第五驱动组件972装设于安装座96并用于驱动第一挡料顶杆971移

动，移动的第一挡料顶杆971突伸入通槽961并用于阻挡送料管道94内的弹簧；下挡料装置

98包括第二挡料顶杆981和第六驱动组件982，第六驱动组件982装设于安装座96并用于驱

动第二挡料顶杆981移动，移动的第二挡料顶杆981突伸入通槽961并用于阻挡通槽961内的

弹簧。

[0058] 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和阀芯的载具4输送至装弹簧工位时，载具4位于出料

管99的正下方，第六驱动组件982驱动第二挡料顶杆981缩回安装座96内，然后位于第一挡

料顶杆971与第二挡料顶杆981之间的弹簧就顺着出料管99掉落到阀芯内。为了确保弹簧能

准确地掉落到阀芯内，在第二挡料顶杆981缩回安装座96的同时，外界的高压气经由气管

95、送料管道94及通槽961将第一挡料顶杆971与第二挡料顶杆981之间的弹簧吹向阀芯，保

证弹簧能准确地掉落到阀芯内。第一挡料顶杆971与第二挡料顶杆981之间的弹簧装入阀芯

后，第六驱动组件982驱动第二挡料顶杆981突伸入通槽961，然后第五驱动组件972驱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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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挡料顶杆971缩回安装座96，然后送料管道94内的下一个弹簧就掉入到第一挡料顶杆971

与第二挡料顶杆981之间，然后第五驱动组件972驱动第一挡料顶杆971突伸入通槽961，第

一挡料顶杆971将送料管道94内的弹簧挡住。第四驱动组件93用于调整出料管99与载具4的

距离。弹簧安装机构9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地将弹簧装到阀芯内，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

化程度和效率。

[0059]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焊接机构13包括第三支架131、焊接机132、第一安

装板133、第七驱动组件134及百分表135；第三支架131装设于工作台1，第一安装板133滑动

设置于第三支架131，第七驱动组件134装设于第三支架131并用于驱动第一安装板133滑

动，焊接机132装设于第一安装板133，百分表135装设于第三支架131并用于检测第一安装

板133的移动距离。

[0060] 载具输送装置5将装有阀体、阀芯、弹簧和端盖的载具4输送至焊接机132的下方

时，载具输送装置5停止工作。第七驱动组件134驱动第一安装板133移动，移动的第一安装

板133带动焊接机132移动，当焊接机132的焊接头到达设定位置时，第七驱动组件134停止

工作，焊接机132将端盖与阀体焊接起来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百分表135用于检测第一安

装板133的移动距离，保证焊接机132的焊接头能准确到位。第三支架131还设置有缓冲器，

第一安装板133移动至上限位时，缓冲器对第一安装板133进行缓冲。焊接机构13的结构简

单，能将端盖与阀体紧固地焊接起来以完成节流阀的组装，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

度和效率。

[0061]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间歇送料机构14包括第四支架141、第八驱动组件

142、第二安装板143、第九驱动组件144、第三安装板145及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146；第四

支架141装设于工作台1，第八驱动组件142装设于第四支架141，第二安装板143连接于第八

驱动组件142的输出端，第三安装板145滑动设置于第二安装板143，第九驱动组件144装设

于第二安装板143并用于驱动第三安装板145滑动，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146间隔设置于

第三安装板145，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146共线设置，第一气动夹爪146用于夹紧节流阀，

第二安装板143移动的方向与第三安装板145滑动的方向交叉设置。

[0062] 实际工作中，第八驱动组件142可以驱动第二安装板143上下移动，从而调整第一

气动夹爪146离工作台1的高度。第九驱动组件144驱动第三安装板145左右移动，实现至少

两个第一气动夹爪146的往复左右移动，进而实现至少两个第一气动夹爪146的间歇性输送

节流阀。具体的，第三安装板145等间距地设置有五只第一气动夹爪146，五只第一气动夹爪

146共线设置，五只第一气动夹爪146分别夹持一个节流阀，第三安装板145左右移动一次

时，五只第一气动夹爪146就会分别将上一工位的节流阀移动至下一个工位。间歇送料机构

14的结构简单，能间歇性地往打磨机构15、压力检测机构16、气压检测机构17和收料机构18

输送节流阀，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程度和效率。

[0063] 如图14至图16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打磨机构15包括第五支架151、刀具152、第

十驱动组件153、第一治具154、第十一驱动组件155及压紧组件156；所述第十一驱动组件

155设置于第五支架151，第一治具154设置于第十一驱动组件155的输出端，第十一驱动组

件155用于驱动第一治具154转动，第一治具154用于安装节流阀；

[0064] 所述压紧组件156包括装设于第五支架151的第一龙门架1561、装设于第一龙门架

1561的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装设于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的输出端的第四安装板1563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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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置于第四安装板1563的压紧轴1564，压紧轴1564用于将节流阀压紧于第一治具154；

[0065] 所述刀具152滑动设置于第五支架151，第十驱动组件153设置于第五支架151并用

于驱动刀具152滑动，刀具152用于打磨安装于第一治具154并被压紧轴1564压紧后的节流

阀。

[0066] 间歇送料机构14将焊接机构13焊接后的节流阀输送至打磨机构15的第一治具154

上，然后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驱动第四安装板1563移动，移动的第四安装板1563带动压紧

轴1564向节流阀移动，直到压紧轴1564压紧节流阀后，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停止工作。然后

第十一驱动组件155驱动第一治具154转动，转动的第一治具154带动节流阀一起转动，压紧

轴1564也跟随着节流阀一起转动。然后第十驱动组件153驱动刀具152向节流阀移动，刀具

152抵触转动的节流阀并切屑节流阀的焊缝，实现对节流阀的打磨，让节流阀表面变光滑。

通过第十驱动组件153可以控制刀具152对节流阀的切屑进给量，从而可以调整刀具152对

焊缝的打磨厚度。打磨机构15的结构简单，打磨的效率高，而且焊缝被打磨的厚度可以调

整。

[0067] 优选的，所述打磨机构15还包括用于收集节流阀的加工屑的挡屑组件157，所述挡

屑组件157包括装设于第四安装板1563的上挡屑箱1571和装设于第五支架151的下挡屑箱

1572，下挡屑箱1572设有用于容设第一治具154的第三容置腔15721，上挡屑箱1571设有用

于容设节流阀的第四容置腔15711，压紧轴1564位于第四容置腔15711内，上挡屑箱1571还

设有通槽15712，通槽15712与第四容置腔15711连通；上挡屑箱1571与下挡屑箱1572配合

后，第三容置腔15721和第四容置腔15711连通，刀具152经由通槽15712进入第四容置腔

15711。

[0068] 实际工作中，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驱动第四安装板1563移动，移动的第四安装板

1563带动压紧轴1564和上挡屑箱1571一起向节流阀移动，压紧轴1564压紧节流阀，上挡屑

箱1571抵触下挡屑箱1572并与下挡屑箱1572配合，第十二驱动组件1562停止工作。然后第

十一驱动组件155驱动第一治具154转动，转动的第一治具154带动节流阀一起转动，压紧轴

1564也跟随着节流阀一起转动。然后第十驱动组件153驱动刀具152向节流阀移动，刀具152

经由通槽15712进入第四容置腔15711，刀具152抵触转动的节流阀并切屑节流阀的焊缝，切

削过程中的加工屑掉落到下挡屑箱1572的底部，等待后续的除屑处理。设置有挡屑组件157

可以收集好节流阀的加工屑，防止加工屑污染工作环境。

[0069] 优选的，所述挡屑组件157还包括吸屑气管头1573，吸屑气管头1573装设于下挡屑

箱1572并与第三容置腔15721连通，吸屑气管头1573用于与外界的吸屑机连接。

[0070] 实际工作中，外界的吸屑机与吸屑气管头1573配合，将下挡屑箱1572底部的加工

屑收集到外界的吸屑机内。

[0071] 如图17至图20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压力检测机构16包括第六支架161、第二治

具162、夹具组件163、压力检测顶杆164、第一压力传感器165及第十三驱动组件166；第二治

具162装设于第六支架161并用于安装节流阀，夹具组件163装设于第六支架161并用于夹紧

第二治具162所安装的节流阀，压力检测顶杆164移动设置于第六支架161并用于顶压夹具

组件163所夹紧的节流阀，第十三驱动组件166装设于第六支架161并用于驱动压力检测顶

杆164移动，第一压力传感器165与压力检测顶杆164连接并用于检测压力检测顶杆164顶压

节流阀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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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所述夹具组件163包括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和两只夹手1632，第十四驱动组件

1631装设于第六支架161并用于驱动两只夹手1632张开或闭合；夹手1632包括第一连接块

1633和夹持块1634，第一连接块1633与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的输出端连接，夹持块1634与

第一连接块1633连接，夹持块1634设有第一容置腔1635和避让槽1636，第一容置腔1635用

于容设节流阀，第一容置腔1635贯穿夹持块1634，第一容置腔1635的腔壁用于抵触节流阀，

避让槽1636位于第一容置腔1635内，避让槽1636用于避让节流阀的凸块。

[0073] 本实施例中，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与两只夹手1632的第一连接块1633形成气缸

夹。实际工作中，间歇送料机构14将打磨机构15打磨后的节流阀输送至压力检测机构16的

第二治具162上，然后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驱动两只夹手1632闭合，两只夹手1632闭合后将

节流阀夹紧，具体的，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经由第一连接块1633带动夹持块1634移动，两个

移动的夹持块1634彼此靠近并夹紧节流阀。夹手1632夹紧节流阀后，第一容置腔1635的腔

壁抵触节流阀，避让槽1636避让节流阀的凸块。节流阀被夹紧后，第十三驱动组件166驱动

压力检测顶杆164向节流阀方向移动，移动的压力检测顶杆164抵触并顶压阀芯，阀芯顶压

弹簧，弹簧压缩并储存弹性势能，阀芯被压力检测顶杆164顶开后，节流阀的进气端和出气

端连通。第一压力传感器165用于检测压力检测顶杆164顶压节流阀的压力并将信号反馈给

控制柜，控制柜再控制第十三驱动组件166的输出，从而提高节流阀压力检测机的检测精

度。优选的，第十四驱动组件1631为气缸。压力检测机构16的结构简单，检测精度高，夹具组

件163能紧固地夹紧节流阀，保证节流阀压力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0074] 优选的，所述第六支架161设置有顶压块167，顶压块167抵触第一连接块1633。第

十三驱动组件166驱动压力检测顶杆164顶压节流阀的过程中，第一连接块1633会间接受到

压力检测顶杆164的顶压作用力，长时间受到压力检测顶杆164的顶压作用力会导致第一连

接块1633变松动，松动的第一连接块1633使夹持块1634不能夹紧节流阀，导致节流阀压力

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不准确。设置有顶压块167可以避免第一连接块1633出现松动的现象，

具体的，顶压块167抵触并顶压着第一连接块1633。

[0075] 优选的，所述第二治具162包括装设于第六支架161的固定块1621及设置于固定块

1621的卡凸块1622，固定块1621设有凹槽1623，凹槽1623自固定块1621的表面向内凹陷而

成，卡凸块1622位于凹槽1623内，卡凸块1622设有第五容置腔1624，第五容置腔1624贯穿卡

凸块1622和固定块1621，压力检测顶杆164滑动设置于第五容置腔1624。

[0076] 实际工作中，节流阀被送至第二治具162上，卡凸块1622突伸入节流阀并将节流阀

卡住，凹槽1623用于容设节流阀的底部，压力检测顶杆164经由第五容置腔1624顶压节流阀

的阀芯。第二治具162能稳固地承载着节流阀，保证压力检测机构16的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0077] 如图21至图2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气压检测机构17包括第七支架171、第十五

驱动组件172、气压检测顶杆173、浮动接头174、公套头175及母套头176；公套头175设有第

二容置腔1751和第一气孔1752，第二容置腔1751贯穿公套头175，第一气孔1752贯穿公套头

175并与第二容置腔1751连通；母套头176设有第二气孔1761和第三气孔1762，第二气孔

1761和第三气孔1762连通，第三气孔1762用于与外界的空气压缩机连通，第二气孔1761用

于将高压气体输送至节流阀；

[0078] 第七支架171装设于工作台1，第十五驱动组件172装设于第七支架171，浮动接头

174连接于第十五驱动组件172的输出端，公套头175连接于浮动接头174，第十五驱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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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用于驱动公套头175移动，第二容置腔1751用于容设节流阀，气压检测顶杆173滑动设置

于第二容置腔1751并用于顶持节流阀。

[0079] 间歇送料机构14将压力检测机构16检测后的节流阀输送至气压检测机构17的母

套头176上，然后第十五驱动组件172经由浮动接头174驱动公套头175向母套头176方向移

动，公套头175与母套头176闭合后，第十五驱动组件172停止工作。母套头176上的节流阀容

设在第二容置腔1751内，母套头176的第二气孔1761与节流阀的进气口连通，公套头175的

第一气孔1752节流阀的出气口连通，气压检测顶杆173顶持着节流阀以使节流阀不能移动。

然后外界的空气压缩机往第三气孔1762输入恒定压力值的高压气体，第三气孔1762流出的

高压气体经由第二气孔1761输送至节流阀的进气口，若节流阀的阀芯被高压气体打开后，

高压气体就经由节流阀的出气口、第二容置腔1751及第一气孔1752排到外界，说明该压力

值的高压气体能打开节流阀的阀芯。工作台1上设置有三个气压检测机构17，三个气压检测

机构17可以向节流阀输入不同压力值的高压气体，沿着间歇送料机构14的输送方向，气压

检测机构17的高压气体的压力值逐渐提高。节流阀需要经过三个气压检测机构17的气压检

测后才被送至收料机构18，三个气压检测机构17都会将检测的气压数据反馈给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控制收料机构18将节流阀放至不同的地方。设置有浮动接头174使公套头175能平

稳地盖合于母套头176，保护公套头175和母套头176。气压检测机构17的结构简单，能准确

地检测出顶开节流阀的阀芯所需要的气压，而且自动化程度高。

[0080] 如图25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收料机构18包括承载台181、第二龙门架182、第十

六驱动组件183、第十七驱动组件184及第二气动夹爪185；承载台181装设于工作台1并用于

承载间歇送料机构14所输送的节流阀，第二龙门架182装设于工作台1，第十七驱动组件184

滑动设置于第二龙门架182并用于驱动第二气动夹爪185移动，第十六驱动组件183装设于

第二龙门架182并用于驱动第十七驱动组件184移动，第十七驱动组件184移动的方向与第

二气动夹爪185移动的方向交叉设置，第二气动夹爪185用于夹持承载台181所承载的节流

阀。

[0081] 间歇送料机构14将气压检测机构17检测后的节流阀输送至收料机构18的承载台

181，然后第十六驱动组件183和第十七驱动组件184共同驱动第二气动夹爪185移动至承载

台181的上方，然后第二气动夹爪185夹起承载台181所承载的节流阀，然后第十六驱动组件

183和第十七驱动组件184共同驱动第二气动夹爪185移动至料框186，第二气动夹爪185将

夹起的节流阀放至料框186。具体的，工作台1设置有三个料框186，三个料框186分别用来储

放三种不同气压值的节流阀，控制系统根据气压检测机构17反馈的气压数据控制第二气动

夹爪185将节流阀放到对应的料框186内。具体的，工作台1设置有用于对节流阀进行打标记

的激光打标机19，激光打标机19位于第二龙门架182的一侧，当第二气动夹爪185夹起节流

阀并移动至设定位置后，激光打标机19对第二气动夹爪185所夹起的节流阀进行打标记。收

料机构18的结构简单，能准确和快速地将节流阀放至料框186，提高节流阀组装线的自动化

程度和效率。

[0082] 本实施例中的所有技术特征均可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自由组合。

[008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现方案，除此之外，本发明还可以其它方式实现，在

不脱离本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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