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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

(57)摘要

一种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包括上料

模块（1），铆接模块（4），与铆接模块（4）连接的取

料模块（2），转移模块（5），空盒回收模块（3）；铆

接模块（4）包括第一直线滑轨（402），铆接上冲刀

（403），第二直线滑轨（406），铆接下定位刀

（407），连杆机构，第二气缸（408）；转移模块（5）

包括第三直线滑轨（502），滑动支架（503），纵向

驱动带（504），第一伺服电机（505），第四直线滑

轨（506），转移板（507），横向驱动带（508），取料

模块（2）包括第五直线滑轨（202），旋转气缸安装

座（203），第三气缸（204），旋转气缸（205），气缸

安装板（206），第四气缸（207），第六直线滑轨

（208），手指气缸安装座（209），手指气缸（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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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包括上料模块（1），铆接模块（4），与所述铆接模块

（4）连接的取料模块（2），将料盒从所述上料模块（1）移入所述取料模块（2）的取料位置的转

移模块（5），从所述转移模块（5）移走料盒的空盒回收模块（3），其特征在于，所述铆接模块

（4）包括铆接机架（401），与所述铆接机架（401）的上部连接的第一直线滑轨（402），与所述

第一直线滑轨（402）滑动连接的铆接上冲刀（403），缸座与所述铆接机架（401）的顶部连接、

活塞杆与所述铆接上冲刀（403）连接的第一气缸（404），位于所述铆接机架（401）下方的铆

接固定架（405），与所述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第二直线滑轨（406），与所述第二直线滑轨

（406）滑动连接的铆接下定位刀（407），第一端与所述铆接下定位刀（407）铰接的第一连杆

（411），第一端与所述铆接固定架（405）铰接、另一端与第一连杆（411）的远离铆接下定位刀

（407）端铰接的第二连杆（410），缸座与所述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第二气缸（408），第一

端与所述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铰接，另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杆（411）或第二连杆（410）铰

接的第三连杆（409）；所述转移模块（5）包括转移模块支架（501），与所述转移模块支架

（501）连接的第三直线滑轨（502），与所述第三直线滑轨（502）滑动连接的滑动支架（503），

与所述转移模块支架（501）连接、驱动所述滑动支架（503）移动的纵向驱动带（504），驱动所

述纵向驱动带（504）运行的第一伺服电机（505），与所述滑动支架（503）连接的第四直线滑

轨（506），与所述第四直线滑轨（506）滑动连接的转移板（507），与所述滑动支架（503）连接、

驱动所述转移板（507）移动的横向驱动带（508），驱动所述横向驱动带（508）运行的第二伺

服电机（509）；所述取料模块（2）包括与铆接机架（401）连接的取料安装座（201），与所述取

料安装座（201）连接的第五直线滑轨（202），与所述第五直线滑轨（202）滑动连接的旋转气

缸安装座（203），缸座与所述取料安装座（201）连接、活塞杆与所述旋转气缸安装座（203）连

接的第三气缸（204），缸座与所述旋转气缸安装座（203）连接的旋转气缸（205），与所述旋转

气缸（205）输出轴连接的气缸安装板（206），缸座与所述气缸安装板（206）连接的第四气缸

（207），与所述第四气缸（207）连接的第六直线滑轨（208），与所述第六直线滑轨（208）滑动

连接、且与第四气缸（207）的活塞杆连接的手指气缸安装座（209），与所述手指气缸安装座

（209）连接的手指气缸（210），与所述手指气缸（210）连接的爪子（2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模块（1）

包括第一输送带（101），驱动所述第一输送带（101）运行的第三伺服电机（102），与所述第一

输送带（101）近转移模块（5）端一侧连接的上料转移支架（103），缸座与所述上料转移支架

（103）连接的第五气缸（104），与所述第五气缸（104）的活塞杆连接的第一推板（105），缸座

与所述上料转移支架（103）连接的第六气缸（106），与所述第六气缸（106）的活塞杆连接的

第二推板（10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模块（1）

还包括第一端与所述第一推板（105）连接、且与所述上料转移支架（103）滑动连接的第一导

杆（10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盒回收模块

（3）包括空盒回收机架（301），与所述空盒回收机架（301）连接的第二输送带（302），与所述

空盒回收机架（301）连接驱动第二输送带（302）运行的第四伺服电机（303），与所述空盒回

收机架（301）连接的第七气缸（304），与所述第七气缸（304）的活塞杆连接的第八气缸

（305），与所述第八气缸（305）的活塞杆连接的空盒移动架（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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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盒回收模块

（3）还包括二侧分别与所述第七气缸（304）的活塞杆和第八气缸（305）连接的固定板（307），

第一端与所述固定板（307）连接、且与所述空盒回收机架（301）滑动连接的第二导杆（3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铆接模块（4）

还具有与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限位杆（4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料模块（2）

还包括与旋转气缸安装座（203）连接的定位桩（212）；所述定位桩（212）对气缸安装板（206）

在垂直方向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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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雷管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

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雷管，又称数码电子雷管、数码雷管或工业数码电子雷管，即采用电子控制模

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现有电子雷管芯片组装技术方案中，芯片铆接作为一个

单独模块独立于电子雷管生产线。采用人工方式，完成芯片脚线的铆接，效率低下，铆接质

量参差不齐。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电子雷管芯片脚

线铆接装置，能有效地解决现有电子雷管芯片铆接效率较低，质量难以保障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包括上料模

块，铆接模块，与所述铆接模块连接的取料模块，将料盒从所述上料模块移入所述取料模块

的取料位置的转移模块，从所述转移模块移走料盒的空盒回收模块；所述铆接模块包括铆

接机架，与所述铆接机架的上部连接的第一直线滑轨，与所述第一直线滑轨滑动连接的铆

接上冲刀，缸座与所述铆接机架的顶部连接、活塞杆与所述铆接上冲刀连接的第一气缸，位

于所述铆接机架下方的铆接固定架，与所述铆接固定架连接的第二直线滑轨，与所述第二

直线滑轨滑动连接的铆接下定位刀，第一端与所述铆接下定位刀铰接的第一连杆，第一端

与所述铆接固定架铰接、另一端与第一连杆的远离铆接下定位刀端铰接的第二连杆，缸座

与所述铆接固定架连接的第二气缸，第一端与所述第二气缸的活塞杆铰接，另一端与所述

第一连杆或第二连杆铰接的第三连杆；所述转移模块包括转移模块支架，与所述转移模块

支架连接的第三直线滑轨，与所述第三直线滑轨滑动连接的滑动支架，与所述转移模块支

架连接、驱动所述滑动支架移动的纵向驱动带，驱动所述纵向驱动带运行的第一伺服电机，

与所述滑动支架连接的第四直线滑轨，与所述第四直线滑轨滑动连接的转移板，与所述滑

动支架连接、驱动所述转移板移动的横向驱动带，驱动所述横向驱动带运行的第二伺服电

机；所述取料模块包括与铆接机架连接的取料安装座，与所述取料安装座连接的第五直线

滑轨，与所述第五直线滑轨滑动连接的旋转气缸安装座，缸座与所述取料安装座连接、活塞

杆与所述旋转气缸安装座连接的第三气缸，缸座与所述旋转气缸安装座连接的旋转气缸，

与所述旋转气缸输出轴连接的气缸安装板，缸座与所述气缸安装板连接的第四气缸，与所

述第四气缸连接的第六直线滑轨，与所述第六直线滑轨滑动连接、且与第四气缸的活塞杆

连接的手指气缸安装座，与所述手指气缸安装座连接的手指气缸，与所述手指气缸连接的

爪子。

[0005] 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上料

模块包括第一输送带，驱动所述第一输送带运行的第三伺服电机，与所述第一输送带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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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模块端一侧连接的上料转移支架，缸座与所述上料转移支架连接的第五气缸，与所述第

五气缸的活塞杆连接的第一推板，缸座与所述上料转移支架连接的第六气缸，与所述第六

气缸的活塞杆连接的第二推板。

[0006] 在上述改进方案的基础上，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

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上料模块还包括第一端与所述第一推板连接、且与所述上料转移支

架滑动连接的第一导杆。

[0007] 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空盒

回收模块包括空盒回收机架，与所述空盒回收机架连接的第二输送带，与所述空盒回收机

架连接驱动第二输送带运行的第四伺服电机，与所述空盒回收机架连接的第七气缸，与所

述第七气缸的活塞杆连接的第八气缸，与所述第八气缸的活塞杆连接的空盒移动架。

[0008] 在上述改进方案的基础上，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

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空盒回收模块还包括二侧分别与所述第七气缸的活塞杆和第八气缸

连接的固定板，第一端与所述固定板连接、且与所述空盒回收机架滑动连接的第二导杆。

[0009] 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铆接

模块还具有与铆接固定架连接的限位杆。

[0010] 作为进一步改进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所述取料

模块还包括与旋转气缸安装座连接的定位桩；所述定位桩对气缸安装板在垂直方向进行定

位。

[0011]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上述改进方案可单独或组合实施。

[0012]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结构巧妙而紧凑，各模块布置的灵活性高，自动化程度

高，大大提高了芯片脚线铆接精度和工业数码电子雷管的生产效率，克服了手动铆接的难

题，提高了铆接准确性和质量。能有效地解决现有电子雷管芯片铆接效率较低，质量难以保

障的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13]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4] 图1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5] 图2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铆接模块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6] 图3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取料模块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7] 图4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转移模块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8] 图5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取料状态示意图；

[0019] 图6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上料模块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20] 图7是实施例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的空盒回收模块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如图1所示的电子雷管芯片脚线铆接装置，包括上料模块1，铆接模块4，与铆接模

块4连接的取料模块2，将料盒（图中未示出）从上料模块1移入取料模块2的取料位置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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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5，从转移模块5移走料盒的空盒回收模块3。如图2所示，铆接模块4包括铆接机架401，

与铆接机架401的上部连接的第一直线滑轨402，与第一直线滑轨402滑动连接的铆接上冲

刀403，缸座与铆接机架401的顶部连接、活塞杆与铆接上冲刀403连接的第一气缸404，位于

铆接机架401下方的铆接固定架405，与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第二直线滑轨406，与第二直

线滑轨406滑动连接的铆接下定位刀407，第一端与铆接下定位刀407铰接的第一连杆411，

第一端与铆接固定架405铰接、另一端与第一连杆411的远离铆接下定位刀407端铰接的第

二连杆410，缸座与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第二气缸408，第一端与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铰

接，另一端与第一连杆411或第二连杆410铰接的第三连杆409。如图4所示，转移模块5包括

转移模块支架501，与转移模块支架501连接的第三直线滑轨502，与第三直线滑轨502滑动

连接的滑动支架503，与转移模块支架501连接驱动滑动支架503移动的纵向驱动带504，与

转移模块支架501连接驱动纵向驱动带504运行的第一伺服电机505，与滑动支架503连接的

第四直线滑轨506，与第四直线滑轨506滑动连接的转移板507，与滑动支架503连接驱动转

移板507移动的横向驱动带508，与滑动支架503连接驱动横向驱动带508运行的第二伺服电

机509。如图3所示，取料模块2包括与铆接机架401连接的取料安装座201，与取料安装座201

连接的第五直线滑轨202，与第五直线滑轨202滑动连接的旋转气缸安装座203，缸座与取料

安装座201连接、活塞杆与旋转气缸安装座203连接的第三气缸204，缸座与旋转气缸安装座

203连接的旋转气缸205，与旋转气缸205输出轴连接的气缸安装板206，缸座与气缸安装板

206连接的第四气缸207，与第四气缸207缸体连接的第六直线滑轨208，与第六直线滑轨208

滑动连接、且与第四气缸207的活塞杆连接的手指气缸安装座209，与手指气缸安装座209连

接的手指气缸210，与手指气缸210连接的爪子211。

[0023] 工作原理：如图4所示，料盒置于转移板507上，纵向驱动带504可带动滑动支架503

沿纵向方向移动，横向驱动带508可带动转移板507沿横向方向移动。因而转移板507可带动

置于其上面的料盒在纵向和横向上移动，调整料盒的位置。如图3所示，取料模块2的第三气

缸204可带动旋转气缸安装座203在水平方向移动，第四气缸207可带动手指气缸安装座209

在垂直方向移动，旋转气缸205的旋转可使气缸安装板206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转换。如

图5所示，当气缸安装板206旋转至垂直方向时，手指气缸210及与其连接的爪子211可在垂

直方向升降，降下后可抓取位于转移板507上的料盒（图上未示出）内的铆接零件，爪子211

夹紧铆接零件后，第四气缸207的活塞杆收缩，活塞杆带动手指气缸安装座209上升，从而带

动爪子211上升，从料盒内拨出铆接零件，然后旋转气缸205旋转90度，如图3所示，第三气缸

204带动旋转气缸安装座203在水平方向移动，从而使爪子211将铆接零件送到铆接工位。如

图2所示，当铆接零件送到铆接工位之前，第一气缸404的活塞杆收缩，铆接上冲刀403被提

起，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收缩，连杆机构带动铆接下定位刀407下移，铆接下定位刀407与

铆接上冲刀403之间的距离增加，方便爪子211将铆接零件送到铆接工位。当铆接零件送到

铆接工位后，铆接零件与电子雷管芯片基板对接，第一气缸404的活塞杆伸出，铆接上冲刀

403下降，同时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也伸出，连杆机构带动铆接下定位刀407上移，铆接下

定位刀407与铆接上冲刀403同时施力，将铆接零件铆接在芯片基板上。对电子雷管芯片基

板的固定、定位及换片操作，现有技术中有多种方式，本发明不涉及对其进行改进，因此不

进行描述。

[0024] 生产过程如下：参见图4，转移模块5的横向驱动带508带动转移板507与上料模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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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纵向驱动带504带动转移板507与上料模块1对接，上料模块1将装好铆接零件的料盒

送至转移板507上。纵向驱动带504带动滑动支架503沿纵向方向移动，横向驱动带508可带

动转移板507沿横向方向移动，纵向驱动带504和横向驱动带508将料盒送至爪子211的取料

位置。参见图5，旋转气缸205旋转使气缸安装板206位于垂直方向，手指气缸210处于张开状

态，第四气缸207的活塞杆伸出，使手指气缸210及与其连接的爪子211下降，降下后，手指气

缸210收拢，抓取位于转移板507上的料盒（图上未示出）内的铆接零件，爪子211夹紧铆接零

件后，第四气缸207的活塞杆收缩带动手指气缸安装座209上升，从而带动爪子211上升，从

料盒内拨出铆接零件，然后旋转气缸205旋转90度，参见图2，当铆接零件送到铆接工位之

前，第一气缸404的活塞杆收缩，铆接上冲刀403被提起，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收缩，连杆机

构带动铆接下定位刀407下移，参见图3，第三气缸204带动旋转气缸安装座203在水平方向

移动，从而使爪子211将铆接零件送到铆接工位，铆接零件与电子雷管芯片基板对接，第一

气缸404的活塞杆伸出，铆接上冲刀403下降，同时第二气缸408的活塞杆也伸出，连杆机构

带动铆接下定位刀407上移，铆接下定位刀407与铆接上冲刀403同时施力，将铆接零件铆接

在芯片基板上，铆接完成后，手指气缸210张开，第三气缸204带动旋转气缸安装座203向远

离铆接上冲刀403方向移动，爪子211退出，不再与铆接零件接触，当铆接零件移动时也不会

出现干涉，将带有铆接零件的芯片基板移出，旋转气缸205旋转90度，使气缸安装板206位于

垂直方向，重复取料过程，与此同时，完成另一芯片基板的定位。当料盒内的所有铆接零件

用完后，转移模块5的横向驱动带508带动转移板507与空盒回收模块3对正，纵向驱动带504

带动转移板507与空盒回收模块3对接，将空料盒送至空盒回收模块3上移出。转移模块5重

复从上料模块1获取料盒过程。铆接下定位刀407与铆接上冲刀403闭合时，每次作业具有相

同的位移距离，因而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0025]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在前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如图6所示，上料模块1包括第一

输送带101，驱动第一输送带101运行的第三伺服电机102，与第一输送带101近转移模块5端

一侧连接的上料转移支架103，缸座与上料转移支架103连接的第五气缸104，与第五气缸

104的活塞杆连接的第一推板105，缸座与上料转移支架103连接的第六气缸106，与第六气

缸106的活塞杆连接的第二推板107，第一端与第一推板105连接、且与上料转移支架103滑

动连接的第一导杆108。第六气缸106的活塞杆伸出，使第二推板107位于第一输送带101远

离上料转移支架103一侧，第五气缸104的活塞杆收缩，第一输送带101将装好铆接零件的料

盒（图中未示出）送至近转移模块5一端后，第六气缸106的活塞杆收缩，第二推板107将料盒

转移至上料转移支架103上，当上料模块1的转移板507与上料转移支架103对接后，第五气

缸104的活塞杆伸出，带动第一推板105将料盒转移至转移板507上。

[0026]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在前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如图7所示，所述空盒回收模块3

包括空盒回收机架301，与空盒回收机架301连接的第二输送带302，与空盒回收机架301连

接驱动第二输送带302运行的第四伺服电机303，与空盒回收机架301连接的第七气缸304，

与第七气缸304的活塞杆连接的固定板307，与固定板307连接的第八气缸305，与第八气缸

305的活塞杆连接的空盒移动架306，第一端与固定板307连接、且与空盒回收机架301滑动

连接的第二导杆308。当料盒内的所有铆接零件用完后，转移模块5的横向驱动带508带动转

移板507与第二输送带302对正，纵向驱动带504带动转移板507与第二输送带302对接，第八

气缸305的活塞杆处于收缩状态，第七气缸304的活塞杆伸出，将空盒移动架306移至转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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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的上方，第八气缸305的活塞杆伸出，使空盒移动架306下降，插入空料盒内，第七气缸

304的活塞杆收缩，将空料盒拉至第二输送带302上，第八气缸305的活塞杆收缩，空盒移动

架306上升，从空料盒内退出，第四伺服电机303启动，将空料盒移出。

[0027]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在前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如图2所示，铆接模块4还具有与

铆接固定架405连接的限位杆412。限位杆412限制第二连杆410的位置，从而限定铆接下定

位刀407的上移高度。当第二连杆410抵到限位杆412时，铆接下定位刀407、第一连杆411、第

二连杆410在同一直线上，它们的轴线重合且呈垂直状态，在铆接过程中，铆接下定位刀407

能承受更大的冲击力，且具有刚性，在铆接上冲刀403下降冲击铆接下定位刀407时，铆接下

定位刀407不易产生振动，从而提高铆接的质量。

[0028]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在前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如图3所示，取料模块2还包括与

旋转气缸安装座203连接的定位桩212；定位桩212对气缸安装板206在垂直方向进行定位。

在取料时，使手指气缸210及与其连接的爪子211呈垂直状态，提高定位的精确度，避免夹坏

铆接零件。

[0029]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结构巧妙而紧凑，各模块布置的灵活性高，自动化程度

高，大大提高了芯片脚线铆接精度和工业数码电子雷管的生产效率。克服了手动铆接的难

题，提高了铆接的质量。

[0030] 本发明不限于以上优选实施方式，还可在本发明权利要求和说明书限定的精神

内，进行多种形式的变换和改进，能解决同样的技术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技术效果，故不重

述。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接或联想到的所有方案，只要在权利

要求限定的精神之内，也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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