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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属于散热片自动化装

配领域。是由散热片振动盘、插针振动盘、传送带

支架、伸缩装置、伸缩电机、伸缩气缸、主传动轮、

传动电机、同步带、从传动轮、摄像头和传送带组

成的，所述的传送带支架的个数为两个，其特征

在于：还有散热片定位块和插针定位块，所述的

传送带包括传送带本体、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

和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结构，所述的插针振

动盘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伸缩气缸的个数为两

个。该发明能够实现散热片的自动装配，装配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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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是由散热片振动盘、插针振动盘、传送带支架、伸缩装置、伸缩

电机、伸缩气缸、主传动轮、传动电机、同步带、从传动轮、摄像头和传送带组成的，所述的传

送带支架的个数为两个，其特征在于：还有散热片定位块和插针定位块，所述的传送带包括

传送带本体、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和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结构，所述的插针振动盘

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伸缩气缸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散热片振动盘输出口与散热片定位

块连接，插针振动盘输出口与插针定位块连接，传送带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伸缩电机安装

在传送带支架上，伸缩装置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并与伸缩电机输出轴连接，散热片定位块

安装在传送带的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内，插针定位块安装在传送带的传送带插针定位

块凹槽内，伸缩气缸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传动电机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主传动轮安装在

传动电机上，从传动轮安装在传送带辊子上，同步带安装在主传动轮和从传动轮上，摄像头

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所述的插针定位块包括插针定位块本体和插针定位块凹槽结构，所

述的插针定位块凹槽的一侧为倾斜面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摄像头位于伸缩气缸

的右侧5毫米位置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装置是由大伸缩

杆、小伸缩杆和伸缩片组成的，所述的小伸缩杆嵌套安装在大伸缩杆内，伸缩片固定安装在

小伸缩杆的一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片定位块包括散

热片定位块本体和散热片定位块凹槽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散热片振动盘和插

针振动盘的输出端口位置安装有零部件检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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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具体地说是采用了振动盘、气缸和传送带实现

散热片自动装配的装置，属于散热片自动化装配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为电子产品散热的散热片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散

热片焊接在电子产品内部的主板之前，需要在散热片上装配焊针。目前散热片的装配方式

为人工装配，散热片装配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人工装配工作重复率高且容易造成眼部疲

劳。随着社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迫切的需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一种能够对散热片自动装

配的装置。

[0003] 专利CN103028927A公开了一种插焊针散热片装配机，由散热片振料器供料送到暂

储仓，第一垂直气缸伸出，手爪Ⅰ抓取第一散热片，第一垂直气缸收回，无杆气缸带动第一垂

直气缸移动到夹具上方，第一垂直气缸伸出，手爪Ⅰ松开第一散热片，推动气缸推动第一散

热片，将第一散热片推到指定位置，第一插焊针振动盘与第二插焊针振动盘将焊针分别送

到第一插焊针对中块和第二插焊针对中块的孔内，第一直流电机和第二直流电机带动第一

插焊针对中块和第二插焊针对中块旋转90度，第一小气缸和第二小气缸伸出，将插焊针插

入第二散热片内，完成散热片的装配，之后无杆气缸返回，重复以上动作，最后将装配好的

散热片放到成品料仓。

[0004] 专利CN103551849A公开了一种异型散热片自动化装配装置，该发明公开了一种能

够对散热片钻孔、攻丝以及装配插针的自动化装置。该装置在工作时，大振动盘和焊针振动

盘分别为该装置提供异型散热片和焊针，分割器带动转盘旋转从而将异型散热片旋转到不

同的工位处，在各个工位处分别对异型散热片进行钻孔、攻丝、装配焊针以及对夹具位置进

行除屑。并且当分割器带动转盘将异型散热片带到下一工位时，上一工位继续对下一异型

散热片工作，如此循环下去。此方法由于多个工位同时工作提高了散热片的装配效率，但插

针与散热片装配只能单独进行不能多个散热片同时装配。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是由散热片振动盘、插

针振动盘、传送带支架、伸缩装置、伸缩电机、伸缩气缸、主传动轮、传动电机、同步带、从传

动轮、摄像头、传送带组成的，所述的传送带支架的个数为两个，还有散热片定位块和插针

定位块，所述的传送带包括传送带本体、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和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

槽结构，所述的插针振动盘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伸缩气缸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散热片振

动盘输出口与散热片定位块连接，插针振动盘输出口与插针定位块连接，传送带安装在传

送带支架上，伸缩电机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伸缩装置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并与伸缩电机

输出轴连接，散热片定位块安装在传送带的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内，插针定位块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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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送带的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内，伸缩气缸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传动电机安装在传

送带支架上，主传动轮安装在传动电机上，从传动轮安装在传送带辊子上，同步带安装在主

传动轮和从传动轮上，摄像头安装在传送带支架上。

[0007] 所述的摄像头位于伸缩气缸的右侧5毫米位置处。

[0008] 所述的伸缩装置是由大伸缩杆、小伸缩杆和伸缩片组成的，所述的小伸缩杆嵌套

安装在大伸缩杆内，伸缩片固定安装在小伸缩杆的一端。

[0009] 所述的散热片定位块包括散热片定位块本体和散热片定位块凹槽结构。

[0010] 所述的插针定位块包括插针定位块本体和插针定位块凹槽结构，所述的插针定位

块凹槽的一侧为倾斜面结构。

[0011] 在所述的散热片振动盘和插针振动盘的输出端口位置安装有零部件检测传感器。

[0012]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装置采用了自动化设备，利用振动盘、散热片定位块和插

针定位块实现了多个散热片同时装配，提高了装配效率、解放了人力；在散热片振动盘和插

针振动盘的输出端口位置安装零部件检测传感器，能够检测在传感器安装位置是否已有散

热片或插针，能够将信号传递给控制装置，从而实现散热片和插针同步，在小伸缩杆的一侧

固定安装伸缩片，当散热片和插针没有同时到达端口时起到阻碍散热片或插针前进的作

用，同样也是辅助实现散热片和插针同步；将插针定位块的插针定位块凹槽的一侧设置成

倾斜面结构，在伸缩气缸的挤压下，插针能够沿着倾斜面向上移动直到插针插入到散热片

的指定位置；在传送带支架上安装摄像头，能够实时检测散热片定位块和插针定位块的位

置，当插针定位块和散热片定位块在传送带的作用下到达指定位置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

装置控制伸缩气缸气缸工作，从而准确的将插针压入到散热片的指定位置。

附图说明

[0013] 附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2为本发明伸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3为本发明散热片定位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4为本发明插针定位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5为传送带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散热片振动盘，2、插针振动盘，3、传送带支架，4、伸缩装置，5、伸缩电机，

6、散热片定位块，7、插针定位块，8、伸缩气缸，9、主传动轮，10、传动电机，11、同步带，12、从

传动轮，13、摄像头，14、传送带，401、大伸缩杆，402、小伸缩杆，403、伸缩片，601、散热片定

位块本体，602、散热片定位块凹槽，701、插针定位块本体，702、插针定位块凹槽，141、传送

带本体，142、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3、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一种散热片装配装置，是由散热片振动盘1、插针振动盘2、传送带支架3、伸缩装置

4、伸缩电机5、伸缩气缸8、主传动轮9、传动电机10、同步带11、从传动轮12、摄像头13和传送

带14组成的，所述的传送带支架3的个数为两个，还有散热片定位块6和插针定位块7，所述

的传送带14包括传送带本体141、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2和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

143结构，所述的插针振动盘2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伸缩气缸8的个数为两个，所述的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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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振动盘1输出口与散热片定位块6连接，插针振动盘2输出口与插针定位块7连接，传送带

14安装在传送带支架3上，伸缩电机5安装在传送带支架3上，伸缩装置4安装在传送带支架3

上并与伸缩电机5输出轴连接，散热片定位块6安装在传送带14的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

143内，插针定位块7安装在传送带14的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2内，伸缩气缸8安装在传

送带支架3上，传动电机10安装在传送带支架3上，主传动轮9安装在传动电机10上，从传动

轮12安装在传送带辊子上，同步带11安装在主传动轮9和从传动轮12上，摄像头13安装在传

送带支架3上。

[0020] 所述的摄像头位于伸缩气缸8的右侧5毫米位置处。

[0021] 所述的伸缩装置4是由大伸缩杆401、小伸缩杆402和伸缩片403组成的，所述的小

伸缩杆402嵌套安装在大伸缩杆401内，伸缩片403固定安装在小伸缩杆402的一端。

[0022] 所述的散热片定位块6包括散热片定位块本体601和散热片定位块凹槽602结构。

[0023] 所述的插针定位块7包括插针定位块本体701和插针定位块凹槽702结构，所述的

插针定位块凹槽702的一侧为倾斜面结构。

[0024] 在所述的散热片振动盘1和插针振动盘2的输出端口位置安装有零部件检测传感

器。

[0025] 该装置在工作时，首先开启散热片振动盘1和插针振动盘2，伸缩装置4处于伸出状

态，辅助设备气爪将散热片定位块6和插针定位块7分别放置在传送带14的传送带散热片定

位块凹槽143和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2处，传送带14的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143和

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2的尺寸，分别与散热片定位块6和插针定位块7的尺寸相同，并相

互配合；传送带插针定位块凹槽142相对于传送带散热片定位块凹槽143的位置，是由散热

片和插针的尺寸经过严格的计算得出的，使得装配好的插针的位置与散热片上插针安装孔

的位置一一对应；散热片定位块6上的散热片定位块凹槽602的尺寸也是由散热片的尺寸经

过严格计算得来的，当位于散热片振动盘1输出口处的传感器检测到有散热片在此处，同时

两个插针振动盘2输出口处的传感器检测到有插针位于出口位置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装

置，控制装置控制伸缩电机5工作，从而带动伸缩片403缩回，散热片以及插针在振动盘的作

用下运动到散热片定位块6和插针定位块7的指定位置，之后伸缩电机5控制伸缩片403伸

出，传动电机10工作带动传送带14移动指定的距离，当散热片定位块6上的第二个散热片定

位凹槽和插针定位块7上的第二个插针定位块凹槽702位于散热片振动盘1和插针振动盘2

的输出口时，传送带14停止移动，当传感器检测到插针和散热片同时位于端部时，伸缩电机

5再控制伸缩片403缩回，重复上述过程，当插针定位块7和散热片定位块6中分别盛有四个

散热片和四个插针时，传动电机10控制传送带14移动，当摄像头13检测到散热片定位块6和

插针定位块7时，控制伸缩气缸8工作，当插针定位块7和散热片定位块6刚好传送到伸缩气

缸8正前方时，伸缩气缸8将插针挤压到散热片的指定位置处，同时传送带14后面位置处的

散热片定位块6和插针定位块7同时工作，继续下一循环。

[0026]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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