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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通过机构

装置进行装配，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A、出料：出料装置通过直振装置和振动盘将

过滤器移到过滤器载具内，过滤器载具内的过滤

器放置槽将过滤器固定，然后过滤器载具移到下

一工位；B、移料：夹取机械指夹住过滤器放置槽

内的过滤器，通过第四气缸将过滤器移到下一工

位；C、固定：将乳胶管移到乳胶管固定装置内，并

通过上夹紧装置和下夹紧装置江乳胶管固定，等

待与过滤器进行装配；D、装配：装配装置的抓取

机械指将夹取机械指上的过滤器夹住，通过翻转

装置将抓取机械指翻转90°，然后将过滤器安装

到乳胶管固定装置上的乳胶管上；E、下料：下料

装置夹住乳胶管和导管，将乳胶管从乳胶管固定

装置内移出，使乳胶管和导管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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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通过机构装置进行装配，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

A、出料：出料装置通过直振装置和振动盘将过滤器移到过滤器载具内，过滤器载具内

的过滤器放置槽将过滤器固定，然后过滤器载具移到下一工位；

B、移料：夹取机械指夹住过滤器放置槽内的过滤器，通过第四气缸将过滤器移到下一

工位；其中，夹取机械指从上到下依次固设有第一夹取块，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第一

夹取块和第二夹取块之间存在一定间隙，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之间存在一定间隙；第

一夹取块，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上分别开设有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第一凹

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纵向截面为等腰梯形，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横向截面为

圆弧形；第三夹取块上还开设有第四凹槽，第四凹槽的槽纵向截面为矩形，第四凹槽的横纵

向截面为圆弧形；

C、固定：将乳胶管移到乳胶管固定装置内，并通过上夹紧装置和下夹紧装置将乳胶管

固定，等待与过滤器进行装配；

D、装配：装配装置的抓取机械指将夹取机械指上的过滤器夹住，通过翻转装置将抓取

机械指翻转90°，然后将过滤器安装到乳胶管固定装置上的乳胶管上；

E、下料：下料装置夹住乳胶管和导管，将乳胶管从乳胶管固定装置内移出，使乳胶管和

导管下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和步骤

B之间设置检测工序，第一传感器检测过滤器放置槽是否存在过滤器，若第一传感器检测到

过滤器放置槽内全部放满过滤器时，夹取机械指开始执行移料工序，若第一传感器检测到

过滤器放置槽内有未放过滤器时，直振装置和振动盘将继续出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和步骤

B之间设置错位工序，当检测工序完成后，第三气缸带动过滤器载具进行错位，使过滤器载

具与过滤器挡板之间产生错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之前设

置乳胶管对齐工序，通过对齐装置对乳胶管需要装配的一端进行对齐，使乳胶管需要装配

的一端处在同一直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之前设

置位置检测工序，检测装置检测抓取机械指和夹取机械指是否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当不在

同一条垂直线上时，通过使第四气缸进行调整，直到抓取机械指和夹取机械指在同一条垂

直线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错位工序通

过上料装置进行错位，上料装置包括过滤器挡板和过滤器载具，过滤器挡板安装在过滤器

载具前方，过滤器载具上固定安装有第一传感器；过滤器挡板安装在第四机架的上，过滤器

挡板与过滤器载具之间存在一定间隙；过滤器放置槽内固设有斜面，斜面呈漏斗状，为四周

高中间低。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用于

装配的装配装置包括翻转装置和抓取机械指，翻转装置包括第七气缸安装架，第七气缸安

装架上转动安装有第七气缸，第七气缸的气缸杆上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杆，第一连接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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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安装有连接轴，连接轴固定安装有上第二连接杆。

8.根据权利要求1或  6所述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取机

械指对数、抓取机械指对数、过滤器放置槽和第一传感器的数量相同，且其位置均一一对

应，夹取机械指对数、抓取机械指对数、过滤器放置槽和第一传感器的数量都为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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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的制造技术领域，涉及到一种输液器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

工艺，特别是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输液器是医疗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器具，主要用于静脉输液，它是经过无菌处理的、

建立静脉与药液之间通道的重要的一次性医疗耗材；一般由静脉针、护帽、药液过滤器、用

于控制药液流速的调节器、滴壶、瓶塞穿刺器、进气管空气过滤器连接组成；各部件通过导

管连接起来，药液从导管中流通；调节器能够针对不同时间，不同人员调节不同的药液输入

速度，提高效率的同时保障输液人员的安全和舒适度；在生产组装输液器时，需要将过滤器

与乳胶管进行装配。

[0003]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号ZL201020578421.X公开了“医用过滤器组装机”；它公开了过

滤器组装机,但是没有公开过滤器与乳胶管装配时所使用的装配工艺；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310566071.3公开了“一种医用过滤器的组装工艺”它公开了医用过滤器自身的装配

工艺，并没公开过滤器与乳胶管装配时所使用的装配工艺；而且市面上虽然有过滤器与乳

胶管的装配机构，但这些装配装置结构都比较复杂，装配效率低，存在装配不到位，装配不

上等现象；目前还没有研究出结构简单，装配效率高的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装置和其配

套的装配工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过滤器与乳胶管的

装配工艺。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一种过滤器与乳胶

管的装配工艺，通过机构装置进行装配，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出料：出料装置通过直振装置和振动盘将过滤器移到过滤器载具内，过滤器载

具内的过滤器放置槽将过滤器固定，然后过滤器载具移到下一工位；

[0007] B、移料：夹取机械指夹住过滤器放置槽内的过滤器，通过第四气缸将过滤器移到

下一工位；

[0008] C、固定：将乳胶管移到乳胶管固定装置内，并通过上夹紧装置和下夹紧装置将乳

胶管固定，等待与过滤器进行装配；

[0009] D、装配：装配装置的抓取机械指将夹取机械指上的过滤器夹住，通过翻转装置将

抓取机械指翻转90°，然后将过滤器安装到乳胶管固定装置上的乳胶管上；

[0010] E、下料：下料装置夹住乳胶管和导管，将乳胶管从乳胶管固定装置内移出，使乳胶

管和导管下料。

[0011] 进一步的，步骤A和步骤B之间设置检测工序，第一传感器检测过滤器放置槽是否

存在过滤器，若第一传感器检测到过滤器放置槽内全部放满过滤器时，夹取机械指开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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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料工序，若第一传感器检测到过滤器放置槽内有未放过滤器时，直振装置和振动盘将

继续出料，直到过滤器放置槽内全部有过滤器，增加出料的精度，避免未出料现象的产生。

[0012] 进一步的，步骤A和步骤B之间设置错位工序，当检测工序完成后，第三气缸带动过

滤器载具进行错位，使过滤器载具与过滤器挡板之间产生错位，此时，出料板上的过滤器将

被过滤器载具与挡住，使出料板上的过滤器不对过滤器载具内的过滤器进行挤压，使步骤B

能更加顺利得完成，增加出料的精度。

[0013] 进一步的，步骤C之前设置乳胶管对齐工序，通过对齐装置对乳胶管需要装配的一

端进行对齐，使乳胶管需要装配的一端处在同一直线上，当乳胶管和过滤器装配时，使过滤

器装进乳胶管的深度一致，增加产品合格率。

[0014] 进一步的，步骤D之前设置位置检测工序，检测装置检测抓取机械指和夹取机械指

是否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当不在同一条垂直线上时，通过使第四气缸进行调整，直到抓取机

械指和夹取机械指在同一条垂直线上，使夹取机械指上的过滤器能被抓取机械指夹住并进

行后续的装配。

[0015] 进一步的，步骤A中用于出料的出料装置包括夹取机械指，夹取机械指成对滑动安

装，每对夹取机械指为对称安装，每对夹取机械指的凹槽对着凹槽安装，夹取机械指从上到

下依次固设有第一夹取块，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第一夹取块和第二夹取块尺寸一致，

第三夹取块的尺寸比第一夹取块和第二夹取大，第一夹取块和第二夹取块之间存在一定间

隙，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之间存在一定间隙，使夹取机械指在抓取过滤器时，减小受力

面积，增加单位面积的力，将过滤器抓得更加稳固；第一夹取块，第二夹取块和第三夹取块

上分别开设有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纵向截面为

等腰梯形，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横向截面为圆弧形，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

凹槽的梯形结构依次增大，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尺寸与过滤器自身尺寸配合，使

夹取机械指在抓取过滤器时，通过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将过滤器夹起；第三夹取

块上还开设有第四凹槽，第四凹槽与第三凹槽连接，第四凹槽开设在第三夹取块顶端，第四

凹槽的槽纵向截面为矩形，第四凹槽的横纵向截面为圆弧形，第四凹槽比第三凹槽深，第四

凹槽尺寸与与过滤器自身尺寸进行配合，使夹取机械指在抓取过滤器时，通过第四凹槽将

过滤器夹得更加牢固，防止夹取机械指在夹取过滤器时掉落。

[0016] 进一步的，步骤A和步骤B之间用于进行错位的上料装置包括过滤器挡板和过滤器

载具，过滤器挡板安装在过滤器载具前方，过滤器挡板和过滤器载具配合使用，过滤器载具

上固定安装有第一传感器，第一传感器安装在过滤器载具远离出料槽一侧，第一传感器共

安装有十二个，第一传感器均匀固定在过滤器载具上，第一传感器用于检测过滤器是否在

过滤器载具上；过滤器挡板安装在第四机架的上平面的较长边的一侧，过滤器挡板朝向出

料槽安装，过滤器挡板与过滤器载具之间存在一定间隙，使过滤器挡板与过滤器载具能生

产相对位移；过滤器放置槽内固设有斜面，斜面固定在T形的水平面与垂直面接触位置，斜

面呈漏斗状，为四周高中间低，斜面与过滤器自身的结构配合，使过滤器能稳固放置在过滤

器放置槽内，使过滤器在上料装置移动使不出现位移。

[0017] 进一步的，步骤D中用于装配的装配装置包括翻转装置和抓取机械指，抓取机械指

用于抓取过滤器，翻转装置包括第七气缸安装架，第七气缸安装架上转动安装有第七气缸，

第七气缸安装在第七气缸安装架的一端，第七气缸的尾部与第七气缸安装架为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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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七气缸能绕着与第七气缸安装架的安装点进行转动，第七气缸水平安装，减小了翻转

装置体积；第七气缸的气缸杆上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杆，第一连接杆的一端为“O”形，“O”形

下端有连接杆，第七气缸的气缸杆与第一连接杆的连接杆固定，第一连接杆的的“O”形端内

固定有滚动轴承，第一连接杆上的滚动轴承上滚动安装有连接轴，连接轴能绕着第一连接

杆上的滚动轴承转动，连接轴的另一端上固定安装有第二连接杆，连接轴与第二连接杆的

一端固定，第二连接杆的另一端为开口，第二连接杆上的开口与其中一个转动轴与翻转装

置的第二连接杆固定连接，使第七气缸的气缸杆运动时，带动第一连接杆前后运动，第一连

接杆运动带动连接轴前后运动，连接轴前后运动带动第二连接杆绕着转动轴摆动，第二连

接杆绕着摆动带动转动轴转动，转动轴转动带动夹指固定板转动，完成将垂直状态的过滤

器改为水平状态放置。

[0018] 进一步的，夹取机械指对数、抓取机械指对数、过滤器放置槽和第一传感器的数量

相同，且其位置均一一对应，夹取机械指对数、抓取机械指对数、过滤器放置槽和第一传感

器的数量都为十二个。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效果：

[0020] （1）同时能进行十二个过滤器和十二根乳胶管进行装配，装配效率高；

[0021] （2）装配过程中需要的动力源较少，且较少了装配时间，节约了生产资源。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工艺图。

[0023] 图2是出料装置的一种立体图。

[0024] 图3是上料装置的一种立体图。

[0025] 图4是夹取机械指的一种立体图。

[0026] 图5是过滤器载具的一种立体图。

[0027] 图6是装配装置的一种立体图。

[0028] 图7是翻转装置的一种立体图。

[0029] 图中：2、振动盘；6、直振装置；7、出料板；16、夹取机械指；160、第一夹取块；161、第

二夹取块；162、第三夹取块；163、第一凹槽；164、第二凹槽；165、第三凹槽；166、第四凹槽；

17、上料装置；20、过滤器载具；200、过滤器放置槽；202、斜面；21、第一传感器；22、第三气

缸；24、过滤器挡板；25、第四气缸；49、翻转装置；490、第七气缸安装架；491、第七气缸；492、

第一连接杆；493、连接轴；494、第二连接杆；56、抓取机械指。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1] 实施例：

[0032] 如图1、图4所示，过滤器与乳胶管的装配工艺，通过机构装置进行装配，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0033] A、出料：出料装置通过直振装置6和振动盘2将过滤器移到过滤器载具20内，过滤

器载具20内的过滤器放置槽200将过滤器固定，然后过滤器载具20移到下一工位；

[0034] B、移料：夹取机械指16夹住过滤器放置槽200内的过滤器，通过第四气缸25将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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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移到下一工位；

[0035] C、固定：将乳胶管移到乳胶管固定装置内，并通过上夹紧装置和下夹紧装置将乳

胶管固定，等待与过滤器进行装配；

[0036] D、装配：装配装置的抓取机械指56将夹取机械指16上的过滤器夹住，通过翻转装

置49将抓取机械指56翻转90°，然后将过滤器安装到乳胶管固定装置上的乳胶管上；

[0037] E、下料：下料装置夹住乳胶管和导管，将乳胶管从乳胶管固定装置内移出，使乳胶

管和导管下料。

[0038] 步骤A和步骤B之间设置检测工序，第一传感器21检测过滤器放置槽200是否存在

过滤器，若第一传感器21检测到过滤器放置槽200内全部放满过滤器时，夹取机械指16开始

执行移料工序，若第一传感器21检测到过滤器放置槽200内有未放过滤器时，直振装置6和

振动盘2将继续出料，直到过滤器放置槽200内全部有过滤器，增加出料的精度，避免未出料

现象的产生。

[0039] 步骤A和步骤B之间设置错位工序，当检测工序完成后，第三气缸22带动过滤器载

具20进行错位，使过滤器载具20与过滤器挡板24之间产生错位，此时，出料板7上的过滤器

将被过滤器载具20与挡住，使出料板7上的过滤器不对过滤器载具20内的过滤器进行挤压，

使步骤B能更加顺利得完成，增加出料的精度。

[0040] 步骤C之前设置乳胶管对齐工序，通过对齐装置对乳胶管需要装配的一端进行对

齐，使乳胶管需要装配的一端处在同一直线上，当乳胶管和过滤器装配时，使过滤器装进乳

胶管的深度一致，增加产品合格率。

[0041] 如图2所示，步骤D之前设置位置检测工序，检测装置检测抓取机械指56和夹取机

械指16是否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当不在同一条垂直线上时，通过使第四气缸25进行调整，直

到抓取机械指56和夹取机械指16在同一条垂直线上，使夹取机械指16上的过滤器能被抓取

机械指56夹住并进行后续的装配。

[0042] 如图4所示，步骤A中用于出料的出料装置包括夹取机械指16，夹取机械指16成对

滑动安装，每对夹取机械指16为对称安装，每对夹取机械指16的凹槽对着凹槽安装，夹取机

械指16从上到下依次固设有第一夹取块160，第二夹取块161和第三夹取块162，第一夹取块

160和第二夹取块161尺寸一致，第三夹取块162的尺寸比第一夹取块160和第二夹取大，第

一夹取块160和第二夹取块161之间存在一定间隙，第二夹取块161和第三夹取块162之间存

在一定间隙，使夹取机械指16在抓取过滤器时，减小受力面积，增加单位面积的力，将过滤

器抓得更加稳固；第一夹取块160，第二夹取块161和第三夹取块162上分别开设有第一凹槽

163、第二凹槽164和第三凹槽165，第一凹槽163、第二凹槽164和第三凹槽165纵向截面为等

腰梯形，第一凹槽163、第二凹槽164和第三凹槽165横向截面为圆弧形，第一凹槽163、第二

凹槽164和第三凹槽165的梯形结构依次增大，第一凹槽163、第二凹槽164和第三凹槽165尺

寸与过滤器自身尺寸配合，使夹取机械指16在抓取过滤器时，通过第一凹槽163、第二凹槽

164和第三凹槽165将过滤器夹起；第三夹取块162上还开设有第四凹槽166，第四凹槽166与

第三凹槽165连接，第四凹槽166开设在第三夹取块162顶端，第四凹槽166的槽纵向截面为

矩形，第四凹槽166的横纵向截面为圆弧形，第四凹槽166比第三凹槽165深，第四凹槽166尺

寸与与过滤器自身尺寸进行配合，使夹取机械指16在抓取过滤器时，通过第四凹槽166将过

滤器夹得更加牢固，防止夹取机械指16在夹取过滤器时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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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如图3、图5所示，步骤A和步骤B之间用于进行错位的上料装置17包括过滤器挡板

24和过滤器载具20，过滤器挡板24安装在过滤器载具20前方，过滤器挡板24和过滤器载具

20配合使用，过滤器载具20上固定安装有第一传感器21，第一传感器21安装在过滤器载具

20远离出料槽一侧，第一传感器21共安装有十二个，第一传感器21均匀固定在过滤器载具

20上，第一传感器21用于检测过滤器是否在过滤器载具20上；过滤器挡板24安装在第四机

架的上平面的较长边的一侧，过滤器挡板24朝向出料槽安装，过滤器挡板24与过滤器载具

20之间存在一定间隙，使过滤器挡板24与过滤器载具20能生产相对位移；过滤器放置槽200

内固设有斜面202，斜面202固定在T形的水平面与垂直面接触位置，斜面202呈漏斗状，为四

周高中间低，斜面202与过滤器自身的结构配合，使过滤器能稳固放置在过滤器放置槽200

内，使过滤器在上料装置17移动使不出现位移。

[0044] 如图6、图7所示，步骤D中用于装配的装配装置包括翻转装置49和抓取机械指56，

抓取机械指56用于抓取过滤器，抓取机械指56的结构和运行原理与夹取机械指相同，翻转

装置49包括第七气缸安装架490，第七气缸安装架490上转动安装有第七气缸491，第七气缸

491安装在第七气缸安装架490的一端，第七气缸491的尾部与第七气缸安装架490为转动连

接，使第七气缸491能绕着与第七气缸安装架490的安装点进行转动，第七气缸491水平安

装，减小了翻转装置49体积；第七气缸491的气缸杆上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杆492，第一连接

杆492的一端为“O”形，“O”形下端有连接杆，第七气缸491的气缸杆与第一连接杆492的连接

杆固定，第一连接杆492的的“O”形端内固定有滚动轴承，第一连接杆492上的滚动轴承上滚

动安装有连接轴493，连接轴493能绕着第一连接杆492上的滚动轴承转动，连接轴493的另

一端上固定安装有第二连接杆494，连接轴493与第二连接杆494的一端固定，第二连接杆

494的另一端为开口，第二连接杆494上的开口与其中一个转动轴与翻转装置49的第二连接

杆494固定连接，使第七气缸491的气缸杆运动时，带动第一连接杆492前后运动，第一连接

杆492运动带动连接轴493前后运动，连接轴493前后运动带动第二连接杆494绕着转动轴摆

动，第二连接杆494绕着摆动带动转动轴转动，转动轴转动带动夹指固定板转动，完成将垂

直状态的过滤器改为水平状态放置。

[0045] 夹取机械指16对数、抓取机械指56对数、过滤器放置槽200和第一传感器21的数量

相同，且其位置均一一对应，夹取机械指16对数、抓取机械指56对数、过滤器放置槽200和第

一传感器21的数量都为十二个。

[0046]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不限于

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

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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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1

CN 106078142 B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2

CN 106078142 B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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