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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钟表正极旋转机构，其用

于与钟表机芯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上的正极上料

机构和正极装配机械手配合，包括一支架，支架

顶部左右侧对称固接一用于松开或夹紧正极片

的气动夹指，支架顶部中间装置固接一齿传动机

构，齿传动机构由固定在支架下部的气缸驱动，

以将左右侧气动夹指所夹持的正极片A旋转到可

装入机芯的角度；通过气动夹指夹住正极片，并

由气缸驱动齿传动机构带动被夹持的正极片旋

转，把正极片旋转到其可装入钟表机芯所需要的

角度，使机芯装配生产线上的机械手可直接抓取

调节好角度的正极片压入钟表机芯中装配，与人

工作业相比,本发明机芯可使电极的装配效率及

良品率大大提高，且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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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钟表正极片旋转机构，其用于与钟表机芯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上的正极片上料机

构和正极片装配机械手配合，包括一支架（10），其特征在于：支架（10）顶部左右侧对称固接

一用于松开或夹紧正极片（A）的气动夹指（20），所述的支架（10）顶部中间装置固接一齿传

动机构（30），该齿传动机构（30）用于驱动左右侧气动夹指（20）所夹持的正极片（A）旋转到

可装入机芯的角度，所述的齿传动机构（30）由固定在支架（10）下部的气缸（40）驱动；所述

的各气动夹指（20）顶部均具有由其驱动相向或相背移动的第一夹爪（21）和第二夹爪（22），

一随第一夹爪（21）移动的弹性转轴（211）转动连接于其上，一随第二夹爪（22）移动的刚性

转轴（221）转动连接于其上，弹性转轴（211）与刚性转轴（221）的中心轴线重合，弹性转轴

（211）与刚性转轴（221）相向移动夹压正极片（A），弹性转轴（211）与刚性转轴（221）相背移

动松开正极片（A）；所述的齿传动机构（30）连接刚性转轴（221）并可驱动其旋转。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正极片旋转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转轴（211）

通过第一轴承（212）转动连接在第一夹爪（21）上，刚性转轴（221）通过第二轴承（222）转动

连接在第二夹爪（22）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正极片旋转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转轴（211）

夹压正极片（A）的轴端固定有弹性压头（213），刚性转轴（221）夹压正极片（A）的轴端设有一

定位正极片（A）的卡槽（22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钟表正极片旋转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齿传动机构（30）

包括一固定在支架（10）顶部中间的U形框（31），一齿轮（33）两端通过第三轴承（34）转动安

装在U形框（31）中间，一与齿轮（33）啮合的齿条（32）可上下移动地安装在U形框（31）内；所

述的刚性转轴（221）与齿轮（33）联轴连接，所述的齿条（32）与气缸（40）的气缸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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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钟表正极片旋转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钟表机芯电极片自动装配的辅助设备，特别是自动将正电极片旋

转至装入机芯所需角度的一种钟表正极旋转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钟表机芯中的电池槽一端需要安装供电池正极触压连接的正极片，正

极片依靠人工操作装配到钟表机芯中存在的问题有：①正极片轻薄且体积小，人工取料并

调节正极片的装入角度及姿态、人眼识别正极片在钟表机芯的安装位置，然后把正极片压

入钟表机芯中的正极位置安装，操作烦琐、效率低下，所装配的钟表机芯质量不稳定，良品

率低，并且人工装配机芯的生产成本高；②钟表机芯的正极片为机械冲裁切成型的金属薄

片，因此，正极片的边沿锋利，人工手动取料并手动旋转正极片的装入机芯角度非常困难，

并且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正极片锋利的边沿割伤，因此，人工操作装配机芯的正极片存在安

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钟表正极旋转机构，其可把钟表机芯的正

极片自动旋转至安装入机芯中所需要的角度，以便自动化机械手可直接把调整好装配角度

的正极片快速准确地压入机芯中安装。

[0004]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钟表正极旋转机构，其用于与钟表机芯自动化装

配生产线上的正极上料机构和正极装配机械手配合，包括一支架，其特征在于：支架顶部左

右侧对称固接一用于松开或夹紧正极片的气动夹指，所述的支架顶部中间装置固接一齿传

动机构，该齿传动机构用于驱动左右侧气动夹指所夹持的正极片旋转到可装入机芯的角

度，所述的齿传动机构由固定在支架下部的气缸驱动。

[0005] 所述的各气动夹指顶部均具有由其驱动相向或相背移动的第一夹爪和第二夹爪，

一随第一夹爪移动的弹性转轴转动连接于其上，一随第二夹爪移动的刚性转轴转动连接于

其上，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的中心轴线重合，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相向移动夹压正极片，弹

性转轴与刚性转轴相背移动松开正极片；所述的齿传动机构连接刚性转轴并可驱动其旋

转。

[0006] 所述的弹性转轴通过第一轴承转动连接在第一夹爪上，刚性转轴通过第二轴承转

动连接在第二夹爪上；齿传动机构驱动刚性转轴旋转时，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夹压着正极

片一并转动，以此方式旋转调节正极片以使达到装配到钟表机芯中所需要的角度。

[0007] 所述的弹性转轴夹压正极片的轴端固定有弹性压头，刚性转轴夹压正极片的轴端

设有一定位正极片的卡槽；正极片卡入卡槽并由弹性压头压住时，使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

夹有足够的摩擦力联轴一起同步旋转，避免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瞬间停止转动时正极片继

续转动，以保证正极片角度调节的精确性，

[0008] 所述的齿传动机构包括一固定在支架顶部中间的U形框，一齿轮两端通过第三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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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转动安装在U形框中间，一与齿轮啮合的齿条可上下移动地安装在U形框内；所述的刚性

转轴与齿轮联轴连接，所述的齿条与气缸的气缸杆连接。气缸致动齿条可上下移动可带动

齿轮正反向转动，使弹性转轴与刚性转轴夹压着的正极片一并正反向转动，以此方式调节

正极片达到其满足装配入钟表机芯所需要的角度。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气动夹指夹住正极片，并由气缸驱动齿传动机构带动

被夹持的正极片旋转，把正极片旋转到其可装入钟表机芯所需要的角度，使机芯装配生产

线上的机械手可直接抓取调节好角度的正极片压入钟表机芯中装配，与人工作业相比,本

发明机芯可使电极的装配效率及良品率大大提高，且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夹压并旋转正极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夹压并旋转正极片的结构剖视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安装在钟表机芯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上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附图标识为：10.支架；20.气动夹指；21.第一夹爪；211.弹性转轴；  212.第一

轴承；213.弹性压头；22.第二夹爪；221.刚性转轴；222.第二轴承；  223.卡槽；30.齿传动机

构；31.U形框；32.齿条；33.齿轮；34.第三轴承；  40.气缸；50.正极上料机构；51.挡指；60.

正极装配机械手；61.机夹；A. 正极片；M.机芯。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如图1所示的一种钟表正极旋转机构，其用于与钟表机芯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上的

正极上料机构和正极装配机械手配合，包括一支架10，支架10顶部左右侧对称固接一用于

松开或夹紧正极片A的气动夹指20，支架10顶部中间装置固接一齿传动机构30，齿传动机构

30由固定在支架10下部的气缸40驱动，以将左右侧气动夹指20所夹持的正极片A旋转到可

装入机芯的角度。

[0017]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各气动夹指20顶部均具有由其驱动相向或相背移动的第

一夹爪21和第二夹爪22，一随第一夹爪21移动的弹性转轴211  转动连接于其上，一随第二

夹爪22移动的刚性转轴221转动连接于其上，具体是：弹性转轴211通过第一轴承212转动连

接在第一夹爪21上，刚性转轴  221通过第二轴承222转动连接在第二夹爪22上，使弹性转轴

211与刚性转轴221的中心轴线重合；并且，弹性转轴211夹压正极片A的轴端固定有弹性压

头213，刚性转轴221夹压正极片A的轴端设有一定位正极片A的卡槽  223；启动气动指夹20，

第一夹爪21和第二夹爪22相向移动，可使得弹性转轴211与刚性转轴221相向移动，弹性压

头213与卡槽223相向夹压紧正极片A；第一夹爪21和第二夹爪22相背移动，则弹性转轴211

与刚性转轴221  相背移动松开正极片A。

[0018]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的齿传动机构30包括一固定在支架10顶部中间的U形框

31，一齿轮33两端通过第三轴承34转动安装在U形框31中间，一与齿轮33啮合的齿条32可上

下移动地安装在U形框31内，齿条32与气缸40的气缸杆连接，气动指夹20上的刚性转轴221

与齿传动机构30的齿轮  33联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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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实施动作。

[0020] 如图4所示，将本发明与钟表机芯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上的正极上料机构  50和正极

装配机械手60配合，正极片A由正极上料机构50的挡指51将正极片A挡住，由正极装配机械

手60的机夹61把正极片A抓取到待旋转位置，如图1～图3所示，气动夹指20启动，第一夹爪

21和第二夹爪22相向移动，弹性转轴211与刚性转轴221相向移动，弹性压头213与卡槽223

相向压紧正极片A，即可实现弹性转轴211与刚性转轴221把正极片A夹持住；气缸  40带动齿

条32实现齿轮33旋转，齿轮33带动刚性转轴221旋转，通卡槽  223与弹性压头213夹住正极

片A的弹性联轴配合，使弹性转轴211随刚性转轴221及两者夹持的正极片A同步转动，如图4

和图2所示，以达到将正极片A旋转至可装入机芯M所需要的角度，然后由正极装配机械手60

的机夹61  把角度调节好的正极片A夹住，启动气动夹指20使第一夹爪21和第二夹爪  22相

背移动以松开正极片A，然后正极装配机械手60的机夹61移动到机芯  M的正极装配位置，将

正极片A装入机芯M中。

[0021]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化。因此，所有等

同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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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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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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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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