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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包

括机座，所述机座从左到右依次设有用于组装刀

夹与壳体的第一组装机构、用于组装推体和主刀

片的第二组装机构、用于检测推体锁紧力的测试

机构、用于安装副刀片和定位板的第三组装机

构、用于组装尾盖的第四组装机构和复位推体的

第五组装机构；所述机座还设有依次输送美工代

从第一组装机构、第二组装机构、测试机构、第三

组装机构、第四组装机构到第五组装机构的输送

轨道；所述输送轨道上设有供壳体嵌入的工位；

该组装机采用自动送料、能实现整把刀具组装、

自动化程度高、工作效率高、出错率低、人力成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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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座，所述机座从左到右依次设有用于

组装刀夹与壳体的第一组装机构、用于组装推体和主刀片的第二组装机构、用于检测推体

锁紧力的测试机构、用于安装副刀片和定位板的第三组装机构、用于组装尾盖的第四组装

机构和复位推体的第五组装机构；所述机座还设有依次输送美工代从第一组装机构、第二

组装机构、测试机构、第三组装机构、第四组装机构到第五组装机构的输送轨道；所述输送

轨道上设有供壳体嵌入的工位；

所述第一组装机构包括刀夹竖直向叠加排列的刀夹料仓、壳体竖直向叠加排列的壳体

料仓、推板、压入气缸、壳体移位板和移位气缸，所述刀夹料仓位于壳体料仓的一端且两者

平行设置，所述壳体料仓与输送轨道对齐，所述推板位于刀夹料仓的底部，所述刀夹料仓位

于壳体料仓底部，所述推板与压入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壳体移位板与移位气缸的活塞

杆连接；启动时，移位气缸带动壳体移位板将位于壳体料仓的壳体往前送入输送轨道的工

位内并由上平面压紧，然后压入气缸带动推板将位于刀夹料仓底部的刀夹推入到壳体内；

所述第二组装机构包括推体送料皮带、刀片料仓、刀片分体板、与对应气缸连接的推体

定位板、与对应气缸连接的推入板和第一壳体定位模块，所述刀片分体板位于刀片料仓的

底部，所述推体定位板位于送料皮带末端的侧面，所述推入板位于推体送料皮带末端的上

方；启动时，推体定位板推动推体送料皮带的推体与刀片料仓内被刀片分体板推出的刀片

完成定位，再由推入板将推体、刀片与第一壳体定位模块内的壳体完成组装中；

所述测试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板、与输送轨道对应的壳体移位板、与对应气缸连接的压

杆、连接有位移感应开关的拉拽气缸、拉拽钢绳、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的第一滚轮和第二滚

轮、重锤和滑动座；所述压杆位于壳体移位板上安装的壳体的上方，所述压杆的底下设有用

于检测刀片安装的刀片感应器，所述压杆安装在滑动座，所述滑动座通过导轨滑动连接在

第一支撑板上，所述滑动座一端通过拉拽钢绳经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换向与重锤连接，另

一端与拉拽钢绳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移位板，通过刀片感应器

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缸松开，所述压杆在拉

拽钢绳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

所述第三组装机构包括副刀片料仓、定位片送料皮带、定位片推入定位板、副刀片分料

板、第二壳体定位模板和推入板，所述副刀片分料板位于副刀片料仓底部，所述第二壳体定

位模板位于副刀片料仓的一端，所述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位于定位片送料皮带的侧面，第二

壳体定位模板与输送轨道对应；启动时，定位片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推入

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刀片分料板推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推入至壳体内，完成副刀

片的组装；

所述第四组装机构包括尾盖送料皮带、尾盖顶入气缸、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板、

尾盖压入气缸、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和第二支撑板，所述尾盖顶入气缸位于尾盖送料皮带的

出料端的底部，所述尾盖夹持定位板位于尾盖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顶部，所述翻车导向板

通过导轨滑动连接在第二支撑板上，所述第二支撑板与尾盖压入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

第三壳体定位模板与与输送轨道对应；启动时，尾盖有盖送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完成

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并由

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

所述第五组装机构包括第三支撑板、回位拨杆、回位气缸和回位拨杆升降气缸；所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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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拨杆通过轨道滑动连接在第三支撑板上，所述回位气缸的活塞杆与回位拨杆连接，所述

回位拨杆升降气缸位于回位拨杆的上方，所述回位拨杆升降气缸的活塞杆朝下并与回位拨

杆固定；启动时，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回位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体复

位到原始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轨道的出料

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所述出料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包括输送轨道上方的至少一个夹持翻

转气缸、连接块和移位气缸，所述夹持翻转气缸通过连接块与移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启动

时，所述输送轨道将壳体送至夹持翻转气缸下方，夹持翻转气缸启动夹住壳体并往外侧翻

转180度再松开，从而将壳体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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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工工具技术领域，具体讲是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有一种双刀片美工刀，包括壳体、刀夹、推体、主刀片、副刀片、定位板和尾盖，

也就是有主刀片和副刀片两块刀片，在主刀片用完的前提下，可以拆下副刀片作为补充主

刀片的作用。目前在组装时，一般采用人工方式，这就存在自动化程度低、工作效率低、出错

率高、人力成本高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采用自动送料、能实现整把刀具组装、自动

化程度高、工作效率高、出错率低、人力成本低的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包括机座，

所述机座从左到右依次设有用于组装刀夹与壳体的第一组装机构、用于组装推体和主刀片

的第二组装机构、用于检测推体锁紧力的测试机构、用于安装副刀片和定位板的第三组装

机构、用于组装尾盖的第四组装机构和复位推体的第五组装机构；所述机座还设有依次输

送美工代从第一组装机构、第二组装机构、测试机构、第三组装机构、第四组装机构到第五

组装机构的输送轨道；所述输送轨道上设有供壳体嵌入的工位；

[0005] 所述第一组装机构包括刀夹竖直向叠加排列的刀夹料仓、壳体竖直向叠加排列的

壳体料仓、推板、压入气缸、壳体移位板和移位气缸，所述刀夹料仓位于壳体料仓的一端且

两者平行设置，所述壳体料仓与输送轨道对齐，所述推板位于刀夹料仓的底部，所述刀夹料

仓位于壳体料仓底部，所述推板与压入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壳体移位板与移位气缸的

活塞杆连接；启动时，移位气缸带动壳体移位板将位于壳体料仓的壳体往前送入输送轨道

的工位内并由上平面压紧，然后压入气缸带动推板将位于刀夹料仓底部的刀夹推入到壳体

内；

[0006] 所述第二组装机构包括推体送料皮带、刀片料仓、刀片分体板、与对应气缸连接的

推体定位板、与对应气缸连接的推入板和第一壳体定位模块，所述刀片分体板位于刀片料

仓的底部，所述推体定位板位于送料皮带末端的侧面，所述推入板位于推体送料皮带末端

的上方；启动时，推体定位板推动推体送料皮带的推体与刀片料仓内被刀片分体板推出的

刀片完成定位，再由推入板将推体、刀片与第一壳体定位模块内的壳体完成组装中；

[0007] 所述测试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板、与输送轨道对应的壳体移位板、与对应气缸连接

的压杆、连接有位移感应开关的拉拽气缸、拉拽钢绳、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的第一滚轮和第

二滚轮、重锤和滑动座；所述压杆位于壳体移位板上安装的壳体的上方，所述压杆的底下设

有用于检测刀片安装的刀片感应器，所述压杆安装在滑动座，所述滑动座通过导轨滑动连

接在第一支撑板上，所述滑动座一端通过拉拽钢绳经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换向与重锤连

接，另一端与拉拽钢绳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移位板，通过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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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缸松开，所述压

杆在拉拽钢绳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

[0008] 所述第三组装机构包括副刀片料仓、定位片送料皮带、定位片推入定位板、副刀片

分料板、第二壳体定位模板和推入板，所述副刀片分料板位于副刀片料仓底部，所述第二壳

体定位模板位于副刀片料仓的一端，所述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位于定位片送料皮带的侧面，

第二壳体定位模板与输送轨道对应；启动时，定位片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

推入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刀片分料板推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推入至壳体内，完成

副刀片的组装；

[0009] 所述第四组装机构包括尾盖送料皮带、尾盖顶入气缸、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

板、尾盖压入气缸、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和第二支撑板，所述尾盖顶入气缸位于尾盖送料皮带

的出料端的底部，所述尾盖夹持定位板位于尾盖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顶部，所述翻车导向

板通过导轨滑动连接在第二支撑板上，所述第二支撑板与尾盖压入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

述第三壳体定位模板与与输送轨道对应；启动时，尾盖有盖送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完

成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并

由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

[0010] 所述第五组装机构包括第三支撑板、回位拨杆、回位气缸和回位拨杆升降气缸；所

述回位拨杆通过轨道滑动连接在第三支撑板上，所述回位气缸的活塞杆与回位拨杆连接，

所述回位拨杆升降气缸位于回位拨杆的上方，所述回位拨杆升降气缸的活塞杆朝下并与回

位拨杆固定；启动时，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回位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

体复位到原始位置。

[0011] 所述输送轨道的出料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所述出料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包括输

送轨道上方的至少一个夹持翻转气缸、连接块和移位气缸，所述夹持翻转气缸通过连接块

与移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所述输送轨道将壳体送至夹持翻转气缸下方，夹持翻转

气缸启动夹住壳体并往外侧翻转180度再松开，从而将壳体掉落。

[0012] 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第一组装机构的移位气缸带动壳体

移位板将位于壳体料仓的壳体往前送入输送轨道的工位内并由上平面压紧，然后压入气缸

带动推板将位于刀夹料仓底部的刀夹推入到壳体内；接着再通过第二组装机构的推体定位

板推动推体送料皮带的推体与刀片料仓内被刀片分体板推出的刀片完成定位，再由推入板

将推体、刀片与第一壳体定位模块内的壳体完成组装中；接着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移

位板，通过刀片感应器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

缸松开，所述压杆在拉拽钢绳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再接着通过第三组装机构定

位片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刀片分料板推

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推入至壳体内，完成副刀片的组装；再通过第四组装机构，将尾盖有

盖送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完成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

盖夹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并由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再

接着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移位板，通过刀片感应器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

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缸松开，所述压杆在拉拽钢绳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

回推；再接着定位片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

刀片分料板推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推入至壳体内，完成副刀片的组装；再接着尾盖有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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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完成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盖夹

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并由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再接着

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回位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体复位到原始位置，

最后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回位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体复位到原始位

置。通过这种自动化组装，全程有气缸和控制程度自动化控制，能实现整把刀具组装、自动

化程度高、工作效率高、出错率低、人力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测试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发明的第三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发明的第四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发明的第五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发明的翻转下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所示：101、第一组装机构，102、第二组装机构，103、第三组装机构，104、第四

组装机构，105、第五组装机构，106、测试机构，107、翻转下料装置；

[0022] 11、机座，22、输送轨道；

[0023] 1.1、刀夹料仓，1.2、壳体料仓，1.3、推板，1.4、压入气缸，1.5、壳体移位板，1.6、移

位气缸；

[0024] 2.1、推体送料皮带，2.2、刀片料仓，2.3、刀片分体板，2.4、推体定位板，2.5、推入

板，2.6、第一壳体定位模块；

[0025] 3.1、第一支撑板，3.2、壳体移位板，3.3、压杆，3.4、拉拽气缸，3.5、拉拽钢绳，3.6、

第一滚轮，3.7、第二滚轮，3.8、重锤，3.9、滑动座；

[0026] 4.1、副刀片料仓，4.2、定位片送料皮带，4.3、定位片推入定位板，4.4、副刀片分料

板，4.5、第二壳体定位模板，4.6、推入板；

[0027] 5.1、尾盖送料皮带，5.2、尾盖顶入气缸，5.3、翻车导向板，5.4、尾盖夹持定位板，

5.5、尾盖压入气缸，5.6、第三壳体定位模板，5.7、第二支撑板；

[0028] 6.1、第三支撑板，6.2、回位拨杆，6.3、回位气缸，6.4、回位拨杆升降气缸；

[0029] 7.1、夹持翻转气缸，7.2、连接块，7.3、移位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8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双刀片美工刀组装机，包括机座11，所述机座11从左

到右依次设有用于组装刀夹与壳体的第一组装机构101、用于组装推体和主刀片的第二组

装机构102、用于检测推体锁紧力的测试机构106、用于安装副刀片和定位板的第三组装机

构103、用于组装尾盖的第四组装机构104和复位推体的第五组装机构105；所述机座11还设

有依次输送美工代从第一组装机构101、第二组装机构102、测试机构106、第三组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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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第四组装机构到第五组装机构105的输送轨道22；所述输送轨道22上设有供壳体嵌入

的工位。

[0032] 所述第一组装机构101包括刀夹竖直向叠加排列的刀夹料仓1.1、壳体竖直向叠加

排列的壳体料仓1.2、推板1.3、压入气缸1.4、壳体移位板1.5和移位气缸1.6，所述刀夹料仓

1.1位于壳体料仓1.2的一端且两者平行设置，所述壳体料仓1.2与输送轨道22对齐，所述推

板1.3位于刀夹料仓1.1的底部，所述刀夹料仓1.1位于壳体料仓1.2底部，所述推板1.3与压

入气缸1.4的活塞杆连接，所述壳体移位板1.5与移位气缸1.6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移位

气缸1.6带动壳体移位板1.5将位于壳体料仓1.2的壳体往前送入输送轨道22的工位内并由

上平面压紧，然后压入气缸1.4带动推板1.3将位于刀夹料仓1.1底部的刀夹推入到壳体内；

[0033] 所述第二组装机构102包括推体送料皮带2.1、刀片料仓2.2、刀片分体板2.3、与对

应气缸连接的推体定位板2.4、与对应气缸连接的推入板2.5和第一壳体定位模块2.6，所述

刀片分体板2.3位于刀片料仓2.2的底部，所述推体定位板2.4位于送料皮带2.1末端的侧

面，所述推入板2.5位于推体送料皮带2.1末端的上方；启动时，推体定位板2.4推动推体送

料皮带2.1的推体与刀片料仓2.2内被刀片分体板2.3推出的刀片完成定位，再由推入板2.5

将推体、刀片与第一壳体定位模块2.6内的壳体完成组装中；

[0034] 所述测试机构106包括第一支撑板3.1、与输送轨道22对应的壳体移位板3.2、与对

应气缸连接的压杆3.3、连接有位移感应开关的拉拽气缸3.4、拉拽钢绳3.5、安装在第一支

撑板3.1上的第一滚轮3.6和第二滚轮3.7、重锤3.8和滑动座3.9；所述压杆3.3位于壳体移

位板3.2上安装的壳体的上方，所述压杆3.3的底下设有用于检测刀片安装的刀片感应器，

所述压杆3.3安装在滑动座3.9，所述滑动座3.9通过导轨滑动连接在第一支撑板3.1上，所

述滑动座3.9一端通过拉拽钢绳3.5经第一滚轮3.6和第二滚轮3.7换向与重锤3.8连接，另

一端与拉拽钢绳3.5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输送轨道22输送壳体至壳体移位板3.2，通过刀

片感应器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3.3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缸3.4松

开，所述压杆3.3在拉拽钢绳3.5和重锤3.8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

[0035] 所述第三组装机构103包括副刀片料仓4.1、定位片送料皮带4.2、定位片推入定位

板4.3、副刀片分料板4.4、第二壳体定位模板4.5和推入板4.6，所述副刀片分料板4.4位于

副刀片料仓4.1底部，所述第二壳体定位模板4.5位于副刀片料仓4.1的一端，所述定位片推

入定位板4.3位于定位片送料皮带4.2的侧面，第二壳体定位模板4.5与输送轨道22对应；启

动时，定位片送料皮带4.2的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推入定位板4.3与副刀片料仓4.1内

被副刀片分料板4.4推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4.6推入至壳体内，完成副刀片的组装；

[0036] 所述第四组装机构104包括尾盖送料皮带5.1、尾盖顶入气缸5.2、翻车导向板5.3、

尾盖夹持定位板5.4、尾盖压入气缸5.5、第三壳体定位模板5.6和第二支撑板5.7，所述尾盖

顶入气缸5.2位于尾盖送料皮带5.1的出料端的底部，所述尾盖夹持定位板5.4位于尾盖送

料皮带5.1的出料端的顶部，所述翻车导向板5.3通过导轨滑动连接在第二支撑板5.7上，所

述第二支撑板5.7与尾盖压入气缸5.5的活塞杆连接，所述第三壳体定位模板5.6与与输送

轨道22对应；启动时，尾盖有盖送料皮带5.1送入，尾盖顶入气缸5.2完成分料并顶入到尾盖

夹持定位板5.4，尾盖有翻车导向板5.3、尾盖夹持定位板5.4完成90度的翻转并由尾盖压入

气缸5.5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5.6内的壳体上；

[0037] 所述第五组装机构105包括第三支撑板6.1、回位拨杆6.2、回位气缸6.3和回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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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升降气缸6.4；所述回位拨杆6.2通过轨道滑动连接在第三支撑板6.1上，所述回位气缸

6.3的活塞杆与回位拨杆6.2连接，所述回位拨杆升降气缸6.4位于回位拨杆6.2的上方，所

述回位拨杆升降气缸6.4的活塞杆朝下并与回位拨杆6.2固定；启动时，回位气缸6.3伸开，

向下推动回位拨杆6.2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6.3启动，推动推体复位到原始位置。

[0038] 所述输送轨道22的出料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107，所述出料端设有翻转下料装置

107包括输送轨道22上方的至少一个夹持翻转气缸7.1、连接块7.2和移位气缸7.3，所述夹

持翻转气缸7.1通过连接块7.2与移位气缸7.3的活塞杆连接；启动时，所述输送轨道22将壳

体送至夹持翻转气缸7.1下方，夹持翻转气缸7.1启动夹住壳体并往外侧翻转180度再松开，

从而将壳体掉落。

[0039] 工作过程：通过第一组装机构的移位气缸带动壳体移位板将位于壳体料仓的壳体

往前送入输送轨道的工位内并由上平面压紧，然后压入气缸带动推板将位于刀夹料仓底部

的刀夹推入到壳体内；接着再通过第二组装机构的推体定位板推动推体送料皮带的推体与

刀片料仓内被刀片分体板推出的刀片完成定位，再由推入板将推体、刀片与第一壳体定位

模块内的壳体完成组装中；接着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移位板，通过刀片感应器检测感

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气缸松开，所述压杆在拉拽钢绳

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再接着通过第三组装机构定位片送料皮带的出料端的定位

片由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刀片分料板推出的副刀片，由推入板推入至壳

体内，完成副刀片的组装；再通过第四组装机构，将尾盖有盖送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

完成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

并由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再接着输送轨道输送壳体至壳体

移位板，通过刀片感应器检测感应壳体的刀片，所述压杆下压并与壳体上的推体相抵，拉拽

气缸松开，所述压杆在拉拽钢绳和重锤的作用下推动推体回推；再接着定位片送料皮带的

出料端的定位片由定位片推入定位板与副刀片料仓内被副刀片分料板推出的副刀片，由推

入板推入至壳体内，完成副刀片的组装；再接着尾盖有盖送料皮带送入，尾盖顶入气缸完成

分料并顶入到尾盖夹持定位板，尾盖有翻车导向板、尾盖夹持定位板完成90度的翻转并由

尾盖压入气缸推入至第三壳体定位模板内的壳体上；再接着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回位

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体复位到原始位置，最后回位气缸伸开，向下推动

回位拨杆与推体相抵，回位气缸启动，推动推体复位到原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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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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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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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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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109333059 A

12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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