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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

设备，其包括螺母供料单元、承载多个产品且对

其进行定位的工装板、驱动所述工装板在上料工

位与操作工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工装移载单

元、将所述螺母供料单元上的螺母取出然后放置

到所述工装板上产品对应的安装孔中的螺母取

料搬运单元、以及在冲压等待工位与操作工位之

间进行位置切换的螺母冲压单元。本实用新型大

大的提高了产品埋螺母的效率，且提高了埋螺母

的质量，降低了产品报废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4350715 U

2021.10.08

CN
 2
14
35
07
15
 U



1.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其包括螺母供料单元、承载多个产品且对

其进行定位的工装板、驱动所述工装板在上料工位与操作工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工装移

载单元、将所述螺母供料单元上的螺母取出然后放置到所述工装板上产品对应的安装孔中

的螺母取料搬运单元、以及在冲压等待工位与操作工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螺母冲压单

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装移载单元包括第

一电机、受所述第一电机驱动进行水平运动的第一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板上的且

支撑所述工装板的支撑平台、设置在所述第一支撑板上且位于所述支撑平台对角两侧的一

对固定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平台上设置有呈

直角分布的第一限位挡板与第二限位挡板。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限位挡板与所述

第二限位挡板的一侧表面上均设置有对所述工装板边缘进行限位的限位滑槽。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第一气

缸、受所述第一气缸驱动进行水平运动的卡紧块；所述卡紧块呈L形且卡住所述工装板的转

角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取料搬运单元包

括第二电机、受所述第二电机驱动进行水平移动的第二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撑板上

的第三电机、受所述第三电机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第二气缸、受所述第二气缸驱动进行上

下运动的第三支撑板、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的CCD模组、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且位

于所述CCD模组下方的螺母取料头、驱动所述螺母取料头水平移动实现避让的第三气缸。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冲压单元包括第

四电机、受所述第四电机驱动进行水平移动的第四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四支撑板上的第

四气缸、受所述第四气缸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加热铜板、设置在所述加热铜板下表面的冲

压铜柱。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冲压单元还包括

一对滑轨，所述滑轨平行设置在操作工位上方两侧，所述第四支撑板受所述第四电机在所

述滑轨上滑行。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滑轨之间形成有

供所述螺母取料搬运单元活动模块进入的避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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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有一款壳体产品，其需要在上面埋设螺母。现有技术中采用人工上料将产品

放置在一个固定治具上，然后在产品设定位置放入一个螺母，然后启动冲压设备，将螺母压

入产品凹槽中。此方法效率太低，且人工放入螺母的位置不精准，容易导致螺母压入时损坏

产品，导致报废。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大大的提高了产品

埋螺母的效率，且提高了埋螺母的质量，降低了产品报废率。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其包

括螺母供料单元、承载多个产品且对其进行定位的工装板、驱动所述工装板在上料工位与

操作工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工装移载单元、将所述螺母供料单元上的螺母取出然后放置

到所述工装板上产品对应的安装孔中的螺母取料搬运单元、以及在冲压等待工位与操作工

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螺母冲压单元。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工装移载单元包括第一电机、受所述第一电机驱动进行水平运动

的第一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板上的且支撑所述工装板的支撑平台、设置在所述第

一支撑板上且位于所述支撑平台对角两侧的一对固定装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平台上设置有呈直角分布的第一限位挡板与第二限位挡板。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限位挡板与所述第二限位挡板的一侧表面上均设置有对所述

工装板边缘进行限位的限位滑槽。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第一气缸、受所述第一气缸驱动进行水平运动的卡

紧块；所述卡紧块呈L形且卡住所述工装板的转角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螺母取料搬运单元包括第二电机、受所述第二电机驱动进行水平

移动的第二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撑板上的第三电机、受所述第三电机驱动进行上下

运动的第二气缸、受所述第二气缸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第三支撑板、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撑

板上的CCD模组、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且位于所述CCD模组下方的螺母取料头、驱动所

述螺母取料头水平移动实现避让的第三气缸。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螺母冲压单元包括第四电机、受所述第四电机驱动进行水平移动

的第四支撑板、固定在所述第四支撑板上的第四气缸、受所述第四气缸驱动进行上下运动

的加热铜板、设置在所述加热铜板下表面的冲压铜柱。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螺母冲压单元还包括一对滑轨，所述滑轨平行设置在操作工位上

方两侧，所述第四支撑板受所述第四电机在所述滑轨上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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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两个所述滑轨之间形成有供所述螺母取料搬运单元活动模块进入的避

让空间。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的有益效果在于：基于CCD视

觉系统，配合螺母取料搬运模组以及螺母冲压装入模组实现了螺母的自动埋设操作，大大

提高了螺母埋设位置的精准度和埋设质量；且利用工装板一次性承载多个产品，可实现多

个产品的螺母埋设，大大提高了螺母埋设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工装移载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工装移载单元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螺母取料搬运单元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螺母冲压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数字表示：

[0021] 100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101壳体产品；

[0022] 1螺母供料单元；2工装板；3工装移载单元，31第一电机，32第一支撑板，33支撑平

台，34固定装置，341第一气缸，342卡紧块，35第一限位挡板，36第二限位挡板，37限位滑槽；

4螺母取料搬运单元，41第二电机，42第二支撑板，43第三电机，44第二气缸，45第三支撑板，

46CCD模组，47螺母取料头，48第三气缸；5螺母冲压单元，51第四电机，52第四支撑板，53第

四气缸，54加热铜板，55冲压铜柱，56滑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一：

[0024] 请参照图1‑图5，本实施例为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100，其包括实现螺母自

动供应的螺母供料单元1、承载多个产品且对其进行定位的工装板2、驱动工装板2在上料工

位与操作工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工装移载单元3、将螺母供料单元1上的螺母取出然后放

置到工装板2上产品对应的安装孔中的螺母取料搬运单元4、以及在冲压等待工位与操作工

位之间进行位置切换的螺母冲压单元5。

[0025] 螺母供料单元1包括振动盘与直振单元，所述直振单元的输出末端设置有阻挡螺

母的阻挡板形成一待取料位。

[0026] 本实施例中，工装板2上设置八穴，同时承载8个产品。

[0027] 工装移载单元3包括第一电机31、受第一电机31驱动进行水平运动的第一支撑板

32、固定在第一支撑板32上的且支撑工装板2的支撑平台33、设置在第一支撑板32上且位于

支撑平台33对角两侧的一对固定装置34。

[0028] 支撑平台33上设置有呈直角分布的第一限位挡板35与第二限位挡板36，第一限位

挡板35与第二限位挡板36的一侧表面上均设置有对工装板2边缘进行限位的限位滑槽37。

通过两个限位滑槽37对工装板2的相邻两个边进行限位。

[0029] 固定装置34包括第一气缸341、受第一气缸341驱动进行水平运动的卡紧块342。两

个固定装置34从对角方向上对工装板2进行夹持固定。卡紧块342呈L形且卡住工装板2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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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处。

[0030] 螺母取料搬运单元4包括第二电机41、受第二电机41驱动进行水平移动的第二支

撑板42、固定在第二支撑板42上的第三电机43、受第三电机43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第二气

缸44、受第二气缸44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第三支撑板45、设置在第三支撑板45上的CCD模组

46、设置在第三支撑板45上且位于CCD模组46下方的螺母取料头47、驱动螺母取料头47水平

移动实现避让的第三气缸48。

[0031] 螺母冲压单元5包括第四电机51、受第四电机51驱动进行水平移动的第四支撑板

52、固定在第四支撑板52上的第四气缸53、受第四气缸53驱动进行上下运动的加热铜板54、

设置在加热铜板54下表面的冲压铜柱55。

[0032] 螺母冲压单元5还包括一对滑轨56，滑轨56平行设置在操作工位上方两侧，第四支

撑板52受第四电机51在滑轨56上滑行。

[0033] 两个滑轨56之间形成有供螺母取料搬运单元4活动模块进入的避让空间。

[0034] 本实施例为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100的动作原理为：承载有8个产品的工装

板2，被放置到支撑平台33上，且从一端滑入限位滑槽37内，然后通过固定装置34从对角处

位置固定住工装板2，第一电机31驱动工装板2从上料工位移动至操作工位，在此期间，螺母

取料搬运单元4在螺母供料单元1中夹取一个螺母，在夹取时，首先，螺母取料头47退回避

让，通过CCD模组46获取螺母的位置，然后螺母取料头47伸出至取料位置，完成螺母的精准

取料，然后移动至操作工位；工装板2到达操作工位后，先通过CCD模组46获取产品的位置，

找到螺母安装槽，然后将螺母放入；螺母取料搬运单元4退回至取料工位，螺母冲压单元5从

冲压等待工位移动至操作工位，第四气缸53启动，冲压铜柱55下降将螺母压入安装槽内，完

成自动埋螺母操作。

[0035] 本实施例一种高效全自动埋螺母设备100，基于CCD视觉系统，配合螺母取料搬运

模组以及螺母冲压装入模组实现了螺母的自动埋设操作，大大提高了螺母埋设位置的精准

度和埋设质量；且利用工装板一次性承载多个产品，可实现多个产品的螺母埋设，大大提高

了螺母埋设的效率。

[0036]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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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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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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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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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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