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611463.2

(22)申请日 2020.04.21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昇茂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

道浪口社区华荣路496号德泰工业区7

号厂房4层及2层北侧

(72)发明人 夏康芳　刘大伟　邹建辉　周德辉　

陈宁　付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中科创为专利代理有

限公司 44384

代理人 谭雪婷　梁炎芳

(51)Int.Cl.

B23P 19/00(2006.01)

B23P 19/06(2006.01)

B25B 11/02(2006.01)

G01C 1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

置，包括机架、至少两往复平移模组、若干定位夹

具、螺丝自动拧紧机构、若干视觉检测机构；每一

往复平移模组沿机架的Y轴方向布置于机架顶

部；每一往复平移模组上安装一定位夹具，定位

夹具经往复平移模组驱动沿Y轴方向运动；所述

螺丝自动拧紧机构布置于往复平移模组和定位

夹具上方，用于对定位夹具上的PCB板锁螺丝；每

一往复平移模组的一端上方还布置有视觉检测

机构，用于检查PCB板的锁螺丝状况。本实用新型

具有定位准确、多工位往复不间断输送、自动锁

螺丝、视觉检测等优点，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良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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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至少两往复平移模组、若干定

位夹具、螺丝自动拧紧机构、若干视觉检测机构；每一往复平移模组沿机架的Y轴方向布置

于机架顶部；每一往复平移模组上安装一定位夹具，定位夹具经往复平移模组驱动沿Y轴方

向运动；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布置于往复平移模组和定位夹具上方，用于对定位夹具上

的PCB板锁螺丝；每一往复平移模组的一端上方还布置有视觉检测机构，用于检查PCB板的

锁螺丝状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夹具包括夹具

底座、夹具盖板、驱动气缸；所述夹具盖板与夹具底座铰接，并经驱动气缸驱动翻折以盖合

或打开夹具底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底座顶部开设

有用于放置装配件和PCB板的固定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盖板经一连接

组件与夹具底座铰接；所述连接组件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的第一

端与夹具盖板的一侧固定连接，第二端与驱动气缸的输出端铰接；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两端

分别与第一连接件的中部和夹具底座的一侧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盖板开设有若

干对应锁螺丝位置的通孔。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底座顶部周侧

安装有第一定位传感器和第二定位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

包括X轴平移组件、Z轴平移组件、螺丝拧紧枪、螺丝供料机；所述螺丝供料机安装在机架顶

部；所述螺丝拧紧枪经X轴平移组件、Z轴平移组件架设在螺丝供料机的上方，并经X轴平移

组件、Z轴平移组件驱动抓料及拧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丝拧紧枪底部设

有一螺丝吸附套筒；所述螺丝吸附套筒的顶部与螺丝拧紧枪的输出端连接，侧端设有连接

与外部真空气源的转接头，底部设有吸嘴套筒。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

一安装支架、一CCD视觉相机组件；所述CCD视觉相机组件经安装支架架设在对应的往复平

移模组的一端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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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PCB板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设备应用越来越广泛，PCB板的的需求量巨大；生产PCB板工序繁多，PCB

板生产完成后需通过微型螺丝锁紧固定在对应的装配件上；现有的生产方式多数采用人工

操作，效率慢，且PCB板夹具上没有压紧功能，定位不精准，产品容易晃动导致螺丝打滑，良

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具有定位准确、多工位往

复不间断输送、自动锁螺丝、视觉检测等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良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包括机架、至少两往复平移模组、若干定位夹具、螺

丝自动拧紧机构、若干视觉检测机构；每一往复平移模组沿机架的Y轴方向布置于机架顶

部；每一往复平移模组上安装一定位夹具，定位夹具经往复平移模组驱动沿Y轴方向运动；

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布置于往复平移模组和定位夹具上方，用于对定位夹具上的PCB板

锁螺丝；每一往复平移模组的一端上方还布置有视觉检测机构，用于检查PCB板的锁螺丝状

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夹具包括夹具底座、夹具盖板、驱动气缸；所述夹具盖板与夹

具底座铰接，并经驱动气缸驱动翻折以盖合或打开夹具底座。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夹具底座顶部开设有用于放置装配件和PCB板的固定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夹具盖板经一连接组件与夹具底座铰接；所述连接组件包括第一

连接件、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的第一端与夹具盖板的一侧固定连接，第二端与驱动

气缸的输出端铰接；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两端分别与第一连接件的中部和夹具底座的一侧铰

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夹具盖板开设有若干对应锁螺丝位置的通孔。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夹具底座顶部周侧安装有第一定位传感器和第二定位传感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包括X轴平移组件、Z轴平移组件、螺丝拧紧枪、

螺丝供料机；所述螺丝供料机安装在机架顶部；所述螺丝拧紧枪经X轴平移组件、Z轴平移组

件架设在螺丝供料机的上方，并经X轴平移组件、Z轴平移组件驱动抓料及拧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螺丝拧紧枪底部设有一螺丝吸附套筒；所述螺丝吸附套筒的顶部

与螺丝拧紧枪的输出端连接，侧端设有连接与外部真空气源的转接头，底部设有吸嘴套筒。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一安装支架、一CCD视觉相机组件；所述CCD视觉

相机组件经安装支架架设在对应的往复平移模组的一端部上方。

[0014] 采用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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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定位夹具可快速装卸装配件和PCB板，并具有固定压紧功能，防止晃动，定位精

确；

[0016] 2)往复平移模组确保定位夹具能快速、精准输送到拧紧位置；多组往复平移模组

和定位夹具组成多个操作工位，提高工作效率；

[0017] 3)通过视觉检测机构，检测微型螺丝的安装状况，识别不良品，提高下线良率；

[0018] 4)螺丝拧紧枪和螺丝供料机可自动供应微型螺丝和快速吸附微型螺丝完成拧紧

动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定位夹具的立体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螺丝自动拧紧机构的立体图；

[0022] 其中，附图标识说明：

[0023] 1—机架，                   2—往复平移模组，

[0024] 3—定位夹具，               4—螺丝自动拧紧机构，

[0025] 5—视觉检测机构，           6—PCB板

[0026] 31—夹具底座，              32—夹具盖板，

[0027] 33—驱动气缸，              34—第一定位传感器，

[0028] 35—第二定位传感器，        36—连接组件，

[0029] 41—X轴平移组件，           42—Z轴平移组件，

[0030] 43—螺丝拧紧枪，            44—螺丝供料机，

[0031] 431—螺丝吸附套筒，         51—安装支架，

[0032] 52—CCD视觉相机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34] 参照图1至图3所示，一种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包括机架1、至少两往复平移模

组2、若干定位夹具3、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若干视觉检测机构5；每一往复平移模组2沿机架

1的Y轴方向布置于机架1顶部；每一往复平移模组2上安装一定位夹具3，定位夹具3经往复

平移模组2沿Y轴方向运动；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布置于往复平移模组2和定位夹具3上

方，用于对定位夹具3上的PCB板6锁螺丝；每一往复平移模2组的一端上方还布置有视觉检

测机构5，用于检查PCB板6的锁螺丝状况。

[0035] 所述微型螺丝自动锁紧装置还包括一控制系统，每一往复平移模组2、每一定位夹

具3、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每一视觉检测机构5均电性连接至控制系统。

[0036] 所述定位夹具3包括夹具底座31、夹具盖板32、驱动气缸33；所述夹具盖板32与夹

具底座31铰接，并经驱动气缸33驱动翻折以盖合或打开夹具底座31。所述夹具底座31顶部

开设有放置装配件和PCB板6的固定槽。所述夹具盖板32经一连接组件36与夹具底座31铰

接；所述连接组件36包括第一连接件361、第二连接件362；所述第一连接件361的第一端与

夹具盖板32的一侧固定连接，第二端与驱动气缸33的输出端铰接；所述第二连接件362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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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分别与第一连接件361的中部和夹具底座31的一侧铰接。所述夹具盖板32开设有若干对

应锁螺丝位置的通孔。所述夹具底座31顶部周侧安装有第一定位传感器34和第二定位传感

器35。

[0037] 所述驱动气缸33固定安装在夹具底座31的一侧，并连接于外部气源；所述驱动气

缸33伸缩以驱动夹具盖板32翻折盖合或打开夹具底座31，实现对PCB板6的压紧或松开。所

述第一定位传感器34的输出端朝向PCB板6，用于感应PCB板6是否放置到位，进而反馈信号

控制驱动气缸33工作；所述第二定位传感器35的感应端朝上，用于感应夹具盖板32的位置，

夹具盖板32处于盖合状态时，触发感应信号，并反馈控制系统控制往复平移模组2工作；PCB

板6放置到位后方能触发第一传感器34的信号，继而启动定位夹具3夹紧定位，触发第二定

位传感器35的信号，以此达到防错目的，提高定位准确性。所述往复平移模组2包括一电动

滑台、一夹具安装底板；所述电动滑台沿机架1的Y轴方向固定连接在机架1顶部；所述夹紧

底座31经夹具安装底板与电动滑台驱动连接，以带动定位夹具3移动至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

的下方进行螺丝拧紧作业。

[0038] 所述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包括X轴平移组件41、Z轴平移组件42、螺丝拧紧枪43、螺

丝供料机44；所述螺丝供料机44安装在机架顶部；所述螺丝拧紧枪43经X轴平移组件41、Z轴

平移组件架42设在螺丝供料机44的上方，并经X轴平移组件41、Z轴平移组件42驱动抓料拧

紧。所述螺丝拧紧枪43底部设有一螺丝吸附套筒431；所述螺丝吸附套筒431的顶部与螺丝

拧紧枪43的输出端连接，侧端设有连接与外部真空气源的转接头，底部设有吸嘴套筒。所述

X轴平移组件42包括一X轴电动滑台；所述Z轴平移组件43包括一Z轴电动滑台；所述X轴电动

滑台经两立柱架设在机架1上；所述Z轴电动滑台经X轴电动滑台驱动沿X平移运动；所述螺

丝拧紧枪43安装在Z轴电动滑台上，并经Z轴电动滑台驱动沿Z轴吸取螺丝和拧紧螺丝。

[0039] 所述视觉检测机构5包括一安装支架51、一CCD视觉相机组件52；所述CCD视觉相机

组件52经安装支架51架设在对应的往复平移模组2的一端部上方。所述定位夹具3经往复平

移模组2移动至CCD视觉相机组件52的检测位置，进行拧紧状态判定。

[0040] 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往复平移模组2的数量设为二，对应定位夹具3和视觉检测

机构5的数量亦为二，形成两个工位；所述螺丝供料机44位于两往复平移模组2之间，螺丝拧

紧枪43经X轴平移组件41驱动往返于两往复平移模组2之间。

[004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步骤：

[0042] 1)操作者依次将装配件和PCB板6放置在定位夹具3上，放置到位后启动定位夹具3

对PCB板6和装配件进行夹紧固定；

[0043] 2)往复平移模组2驱动定位夹具3移动至拧紧位置，螺丝拧紧枪43经X轴平移组件

41、Z轴平移组件42驱动移动吸取螺丝供料机44上的微型螺丝，并移动至拧紧位置完成螺丝

拧紧作业；

[0044] 3)往复平移模组2驱动定位夹具3移动至视觉检测工位，驱动气缸33打开夹具盖板

32，并经CCD视觉相机组件52检测合格后，进行下线动作。

[0045] 两个工位依次进行上料、下料动作，螺丝自动拧紧机构4在两个工位不间断进行拧

紧动作，作业效率高。

[0046]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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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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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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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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