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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

线，在工作站一上设有端子上料机构和1#载具回

流辅线；在工作站二上设有六轴机械手和载具进

出机构、1#载具回流线、支架及铁壳上料剪切机

构、铁壳拍平及铆压组件、激光焊接及打标组件；

另外配置有双功能搬出机构及载具步进机构；在

工作站三上设有1#载具回流线延伸段、1#载具操

作线、3#载具回流线及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

载具周转机构、交换机构及半成品操作线、载具

输送机构、两个螺母上料机构、两个铆合机构、1#

载具搬入机构、搬入搬出机构；铁壳拍平组件的

推压架与上方的气缸传动连接，推压架下端面设

有细槽和宽槽。本发明装置实现了数据插头的全

自动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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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工作站一(166-1)、工

作站二(166-2)及工作站三(166-3)，

工作站一(166-1)上设有端子上料机构(1)和1#载具回流辅线(2)；

工作站二(166-2)上设有六轴机械手(3)和载具进出机构(22)，六轴机械手(3)和载具

进出机构(22)的左边与工作站一(166-1)相邻，六轴机械手(3)右边设有1#载具回流线(24)

及控制箱(25)，1#载具回流线(24)与1#载具回流辅线(2)对接；载具进出机构(22)右边依次

设有支架上料剪切机构(4)、铁壳上料剪切机构(4-1)、铁壳拍平组件(5)、激光焊接组件

(6)、铁壳铆压组件(7)及激光打标组件(23)；与1#载具回流线(24)平行分别设有2#载具回

流线(9)和载具步进操作线(10)，2#载具回流线(9)和载具步进操作线(10)均从激光打标组

件(23)下方横穿，2#载具回流线(9)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的右端配置有双功能搬出机构

(8)，在2#载具回流线(9)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之间平行配置有载具步进机构(11)，载具

步进机构(11)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挨近设置；

工作站三(166-3)上设有1#载具回流线(24)延伸段及控制器(174)，与1#载具回流线

(24)延伸段平行分别设有1#载具操作线(18)、3#载具回流线(15)及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

伸段；1#载具操作线(18)和3#载具回流线(15)左端横向布设有载具周转机构(14)；3#载具

回流线(15)中部横跨有交换机构(16)及半成品操作线(16-1)，在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

段与3#载具回流线(15)之间平行配置有载具输送机构(17)，载具输送机构(17)与载具步进

操作线(10)延伸段挨近设置；在交换机构(16)左侧，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的横向外

侧设有螺母上料机构一(12)和螺母上料机构二(13)；在半成品操作线(16-1)之后，靠近载

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右部上方横跨有铆合机构一(19)和铆合机构二(19-1)；在1#载具

操作线(18)的右端横向设有1#载具搬入机构(21)，在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和3#载具

回流线(15)右端横向设有搬入搬出机构(20)；

铁壳拍平组件(5)的结构是，包括竖直设置在支持架(403)上的直线轨架(404)，直线轨

架(404)中滑动设置有推压架(406)，推压架(406)与上方的气缸十五(405)传动连接，推压

架(406)下端面设有细槽(408)和宽槽(407)；细槽(408)与2#载具(51-1)上的U型槽板对应

设置，宽槽(407)与1#载具(51)对应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铁壳铆压组件

(7)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支撑架(410)上表面滑轨上的滑轨架四(411)，滑轨架四(411)与

气缸十三(413)传动连接，滑轨架四(411)上表面前端设有前立板(424)，滑轨架四(411)上

表面后端设有后立板(412)，后立板(412)外立面并排固定有气缸十四(414)和气缸十三

(413)，气缸十四(414)与立式滑板(417)传动连接，立式滑板(417)外侧设有滑动的推板二

(415)，推板二(415)与气缸十三(413)传动连接，立式滑板(417)前立面设置有四个滑杆

(428)一一对应套装在前立板(424)中的四个导向槽二(419)中；

前立板(424)中部沿水平方向开有四个方槽(421)，每个方槽(421)中穿有一个滑推板

(418)，四个滑推板(418)后端均与立式滑板(417)固定连接，滑推板(418)用于顶推端子组

件与铁壳(101)平齐；

前立板(424)上四个方槽(421)上下方均布四对U型槽(416)，上排每个U型槽(416)中安

装有L型压板一(425)，下排每个U型槽(416)中安装有L型压板二(426)，L型压板二(426)与L

型压板一(425)在U型槽(416)的内端均安装有弹簧，弹簧穿过U型槽(416)上顶横压板，横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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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安装在U型槽(416)上方的长条直U槽中，长条直U槽与U型槽(416)相通，横压板与竖压板

连接，竖压板上安装转动臂(422)，转动臂(422)两端设有一对支撑板一(423)和一对支撑板

二(427)，立式滑板(417)向前安装有斜压边的压杆(4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母上料机构

一(12)与螺母上料机构二(13)的结构相同，载具进出机构(22)与载具周转机构(14)结构一

致，载具输送机构(17)与载具步进机构(11)结构一致，半成品操作线(16-1)、搬入搬出机构

(20)与双功能搬出机构(8)三者结构基本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母上料机构

一(12)包括螺母上料分料组件和螺母推送组件；

螺母上料分料组件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底板二(383)上的振动盘(384)，振动盘(384)

的输出口连接有两直振轨(385)，该两直振轨(385)支撑在直振(388)上，该两直振轨(385)

靠近末端固定设置有三面环绕的竖立直板(391)，竖立直板(391)下部的竖直滑轨中设置有

推板一(395)，推板一(395)与气缸十一(396)传动连接，推板一(395)上表面设置有双推杆；

竖立直板(391)上部固定有气缸十(389)，气缸十(389)向下与竖直滑动架(390)传动连接，

竖直滑动架(390)下端面安装有U型槽板三(393)和托移板；托移板下表面安装有四个推杆

二(394)，该托板中间设置有两圆通孔，该两圆通孔向下与两直振轨(385)垂直对正，该两圆

通孔向下与推板一(395)的双推杆正对；

U型槽板三(393)一侧下表面安装有两推杆(392)，两推杆(392)将双轨道上送来的螺母

压到7型推板(402)处，由7型推板(402)再推到并列的另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母推送组件

的结构是，包括7型推板(402)，7型推板(402)设置在推板一(395)与U型槽板三(393)之间，7

型推板(402)上两通孔与托板上的两圆通孔上下对应，7型推板(402)滑动设置在滑动架三

(398)上，7型推板(402)通过推杆三(400)与横向推移的气缸十二(401)连接；滑动架三

(398)滑动设置在滑轨架二(397)上，滑动架三(398)与纵向推移的气缸九(387)传动连接，

直线滑动架(397)及气缸九(387)均固定在立架(386)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

线(10)延伸段外侧设置结构相同的铆合机构一(19)及铆合机构二(19-1)，其中的铆合机构

二(19-1)的结构是，在机架(351)的支撑台面上安装有增压缸(350)，支撑台面上的两个开

孔中分别套装有导向套(353)，每个导向套(353)中滑动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一(352)，两个导

向轴一(352)与托板一(355)两边开孔中设置的固定套(360)固定连接；两个固定套(360)之

间的托板一(355)中开有圆孔，增压缸(350)的活塞杆与活性接头(357)传动连接，活性接头

(357)卡装在托板一(355)上表面的两个半圆形限位板一(354)中，托板一(355)下表面安装

有冲模公板(356)，冲模公板(356)下端面设置为凹槽形状称为成型腔(358)，成型腔(358)

中设置有多个冲头(359)，冲头(359)下方对应设置有用于上下对压的组件。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

线(10)延伸段末端另外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20)的出料机械手(342)，出料机械手(342)的

结构是，包括固定在双滑轨架(338)上的气缸六(368)和滑轨三(362)，滑轨三(362)中竖直

套装有滑动架(364)，滑动架(364)上端与气缸六(368)传动连接，滑动架(364)下端面固定

有托板二(365)，托板二(365)下表面设有四个凹槽，该四个凹槽内均设有真空吸阀(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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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真空吸阀(366)下端均连接有吸杆(367)，吸杆(367)端面上开有多个吸孔。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

线(10)延伸段末端另外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20)的夹取机械手(341)，夹取机械手(341)的

结构是，包括竖直固定在双滑轨架(338)上的气缸七(369)和滑轨四(371)，滑轨四(371)中

套装有直轨架(372)，直轨架(372)与气缸七(369)传动连接；直轨架(372)上安装有气缸八

(370)，气缸八(370)的气缸杆向下通过推杆(374)与托板三(373)连接，托板三(373)固定在

U型槽板二(381)的上端，U型槽板二(381)滑动设置在直轨架(372)中；U型槽板二(381)的两

臂下端对称设有倾斜导向槽(382)，每个倾斜导向槽(382)内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二(376)；直

轨架(372)两边外侧面各固定有一个U型槽板一(378)，每个U型槽板一(378)水平的U型槽中

窜有滑动的连杆(380)，每侧的导向轴二(376)通过导向槽一(375)与本侧的连杆(380)连

接，每个连杆(380)外侧安装有夹板(377)，夹板(377)下端设有销钉(379)，气缸(370)驱动

推杆(374)，推杆(374)再驱动连杆(380)打开或夹紧夹板(37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1#载具操作线

(18)的结构是，由双通道滑轨、滑轨一(315-1)、旋转组件导轨和周转导轨依次对接组成直

线输送轨道，沿该直线输送轨道依次布设有四轴机械手(9-1)、旋转组件(320)、退出机构

(324)、翻转组件(325)，交换机构(16)横跨在周转导轨上方。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载具进出机

构(22)的结构是，包括T型支架(265)和双立架(268)，T型支架(265)上设有滑轨架一(273)，

滑轨架一(273)上横向设有滑动的治具一(266)，治具一(266)与气缸一(264)的气缸杆传动

连接，治具一(266)上表面安装有立板(267)，治具一(266)上表面的U型槽与立板(267)一起

组成滑轨形状的载具槽(272)；双立架(268)上部设有治具二(270)，双立架(268)中部设有

支板(271)，支板(271)上固定有气缸二(269)，气缸二(269)的气缸杆向上伸出时顶入治具

二(270)上端面通过槽中的2#载具(51-1)中间的限位孔；滑轨架一(273)背向治具二(270)

的外侧设有缓冲杆(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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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

背景技术

[0002] 数据插头由于传输信息能力大、稳定可靠、承载数据量大，应用广泛，生产量大。例

如9针到50针的不同传输路数的端子，端子套装防松防振垫后安装在支架中，再由铁壳与支

架对扣，最后将六角螺母铆接固定成型。该类端子插头目前主要采用手工装配，铁壳的裁剪

与铆接工序采用自动加工与半自动加工，主要包括以下不足：

[0003] 1)铁壳与支架的裁剪毛刺大、裁剪尺寸一致性差，造成装配后铁壳与支架的前后

错位，使端子插头与公插头的带电接触性配合度差，造成短路及数据与信息传输不良；产品

退货率7％-15％，返工率18％-20％。2)防振垫容易漏装、或未装到位导致脱落。3)现有装配

方式中，铁壳与支架、端子需要多次由水平转化为垂直、垂直转化为水平的姿势进行相应装

配，端子的信号传输针头，经常出现变形、折断等现象，造成返工率和端子的报废率居高不

下，寿命短。4)铁壳与支架通过六角螺母铆接固定，在大量的工业应用场合中，由于振动使

铁壳与支架之间产生间隙，铁壳与支架随着振动使端子与配合插头松动，使得信息数据传

输不稳定。5)由于铁壳与支架及端子具有安装及翻转方向无法识别，端子插针容易损坏的

原因，使自动上料难以实施。6)数据插头的铁壳与支架及六角螺母采用两道工序铆接，没有

一次成型，容易在六角螺母与铁壳与支架之间产生翘曲，不得不在后续工序增加校平加工

及检验步骤，推高成本。

[0004] 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成功针对数据插头(铁壳插头)的端子插头上料与流转载具的

装配应用及专利申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解决了现有技术采用手工操作，自

动化程度低，来回翻转工序多，产品质量不稳定，工作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包括依次连接的工作站一、

工作站二及工作站三，

[0007] 工作站一上设有端子上料机构和1#载具回流辅线；

[0008] 工作站二上设有六轴机械手和载具进出机构，六轴机械手和载具进出机构的左边

与工作站一相邻，六轴机械手右边设有1#载具回流线及控制箱，1#载具回流线与1#载具回

流辅线对接；载具进出机构右边依次设有支架上料剪切机构、铁壳上料剪切机构、铁壳拍平

组件、激光焊接组件、铁壳铆压组件及激光打标组件；与1#载具回流线平行分别设有2#载具

回流线和载具步进操作线，2#载具回流线和载具步进操作线均从激光打标组件下方横穿，

2#载具回流线与载具步进操作线的右端配置有双功能搬出机构，在2#载具回流线与载具步

进操作线之间平行配置有载具步进机构，载具步进机构与载具步进操作线挨近设置；

[0009] 工作站三上设有1#载具回流线延伸段及控制器，与1#载具回流线延伸段平行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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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1#载具操作线、3#载具回流线及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1#载具操作线和3#载具回流

线左端横向布设有载具周转机构；3#载具回流线中部横跨有交换机构及半成品操作线，在

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与3#载具回流线之间平行配置有载具输送机构，载具输送机构与载

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挨近设置；在交换机构左侧，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的横向外侧设有

螺母上料机构一和螺母上料机构二；在半成品操作线之后，靠近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右

部上方横跨有铆合机构一和铆合机构二；在1#载具操作线的右端横向设有1#载具搬入机

构，在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和3#载具回流线右端横向设有搬入搬出机构；

[0010] 铁壳拍平组件的结构是，包括竖直设置在支持架上的直线轨架，直线轨架中滑动

设置有推压架，推压架与上方的气缸十五传动连接，推压架下端面设有细槽和宽槽；细槽与

2#载具上的U型槽板对应设置，宽槽与1#载具对应设置。

[0011] 本发明的数据插头的全自动组装线，其特征还包括：

[0012] 所述的铁壳铆压组件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支撑架上表面滑轨上的滑轨架四，滑

轨架四与气缸十三传动连接，滑轨架四上表面前端设有前立板，滑轨架四上表面后端设有

后立板，后立板外立面并排固定有气缸十四和气缸十三，气缸十四与立式滑板传动连接，立

式滑板外侧设有滑动的推板二，推板二与气缸十三传动连接，立式滑板前立面设置有四个

滑杆一一对应套装在前立板中的四个导向槽二中；

[0013] 前立板中部沿水平方向开有四个方槽，每个方槽中穿有一个滑推板，四个滑推板

后端均与立式滑板固定连接；

[0014] 前立板上四个方槽上下方均布四对U型槽，上排每个U型槽中安装有L型压板一，下

排每个U型槽中安装有L型压板二，L型压板二与L型压板一在U型槽的内端均安装有弹簧，弹

簧穿过U型槽上顶横压板，横压板安装在U型槽上方的长条直U槽中，长条直U槽与U型槽相

通，横压板与竖压板连接，竖压板上安装转动臂，转动臂两端设有一对支撑板一和一对支撑

板二，立式滑板向前安装有斜压边的压杆。

[0015] 所述的螺母上料机构一与螺母上料机构二的结构相同，载具进出机构与载具周转

机构结构一致，载具输送机构与载具步进机构结构一致，半成品操作线、搬入搬出机构与双

功能搬出机构三者结构基本相同。

[0016] 所述的螺母上料机构一包括螺母上料分料组件和螺母推送组件；

[0017] 螺母上料分料组件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底板二上的振动盘，振动盘的输出口连

接有两直振轨，该两直振轨支撑在直振上，该两直振轨靠近末端固定设置有三面环绕的竖

立直板，竖立直板下部的竖直滑轨中设置有推板一，推板一与气缸十一传动连接，推板一上

表面设置有双推杆；竖立直板上部固定有气缸十，气缸十向下与竖直滑动架传动连接，竖直

滑动架下端面安装有U型槽板三和托移板；托移板下表面安装有四个推杆二，该托板中间设

置有两圆通孔，该两圆通孔向下与两直振轨垂直对正，该两圆通孔向下与推板一的双推杆

正对；U型槽板三一侧下表面安装有两推杆。

[0018] 所述的螺母推送组件的结构是，包括7型推板，7型推板设置在推板一与U型槽板三

之间，7型推板上两通孔与托板上的两圆通孔上下对应，7型推板滑动设置在滑动架三上，7

型推板通过推杆三与横向推移的气缸十二连接；滑动架三滑动设置在滑轨架二上，滑动架

三与纵向推移的气缸九传动连接，直线滑动架及气缸九均固定在立架上。

[0019] 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外侧设置有机构相同的铆合机构一及铆合机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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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铆合机构二的结构是，在机架的支撑台面上安装有增压缸，支撑台面上的两个开孔

中分别套装有导向套，每个导向套中滑动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一，两个导向轴一与托板一两

边开孔中设置的固定套固定连接；两个固定套之间的托板一中开有圆孔，增压缸的活塞杆

与活性接头传动连接，活性接头卡装在托板一上表面的两个半圆形限位板一中，托板一下

表面安装有冲模公板，冲模公板下端面设置为凹槽形状称为成型腔，成型腔中设置有多个

冲头，冲头下方对应设置有用于上下对压的组件。

[0020] 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末端另外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的出料机械手，出料

机械手的结构是，包括固定在双滑轨架上的气缸六和滑轨三，滑轨三中竖直套装有滑动架，

滑动架上端与气缸六传动连接，滑动架下端面固定有托板二，托板二下表面设有四个凹槽，

该四个凹槽内均设有真空吸阀，每个真空吸阀下端均连接有吸杆，吸杆端面上开有多个吸

孔。

[0021] 所述的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末端另外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的夹取机械手，夹取

机械手的结构是，包括竖直固定在双滑轨架上的气缸七和滑轨四，滑轨四中套装有直轨架，

直轨架与气缸七传动连接；直轨架上安装有气缸八，气缸八的气缸杆向下通过推杆与托板

三连接，托板三固定在U型槽板二的上端，U型槽板二滑动设置在直轨架中；U型槽板二的两

臂下端对称设有倾斜导向槽，每个倾斜导向槽内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二；直轨架两边外侧面

各固定有一个U型槽板一，每个U型槽板一水平的U型槽中窜有滑动的连杆，每侧的导向轴通

过导向槽一与本侧的连杆连接，每个连杆外侧安装有夹板，夹板下端设有销钉。

[0022] 所述的1#载具操作线的结构是，由双通道滑轨、滑轨一、旋转组件导轨和周转导轨

依次对接组成直线输送轨道，沿该直线输送轨道依次布设有四轴机械手、旋转组件、退出机

构、翻转组件，交换机构横跨在周转导轨上方。

[0023] 所述的载具进出机构的结构是，包括T型支架和双立架，T型支架上设有滑轨架一，

滑轨架一上横向设有滑动的治具一，治具一与气缸一的气缸杆传动连接，治具一上表面安

装有立板，治具一上表面的U型槽与立板一起组成滑轨形状的载具槽；双立架上部设有治具

二，双立架中部设有支板，支板上固定有气缸二，气缸二的气缸杆向上伸出时顶入治具二上

端面通过槽中的2#载具中间的限位孔；滑轨架一背向治具二的外侧设有缓冲杆。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采用螺母、端子与防振垫组合件、铁壳带料、支架带料

的自动上料与一次冲裁、短时间高速冲铆、压平、自动打标装配成型方式，替代现有手工上

料与无法实现冲裁与铆压合成一体的难题，提高了效率和铆压装配一次性合格率，保证了

冲压铆压装配产品的一致性，节约了能耗与成本及提高了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a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的左半边部分示意图；

[0026] 图1b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的右半边部分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装置的装配对象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中的铁壳拍平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中的铁壳铆压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中的螺母上料机构一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a是本发明中的载具步进操作线延伸段的机构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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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6b是本发明中的夹取机械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c是本发明中的铆合机构二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是本发明中的1#载具操作线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8是本发明中的载具进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端子上料机构，2、1#载具回流辅线，3、六轴机械手，4、支架上料剪切机构，

4-1、铁壳上料剪切机构，5、铁壳拍平组件，6、激光焊接组件，7、铁壳铆压组件，8、双功能搬

出机构，9、2#载具回流线，9-1、四轴机械手，10、载具步进操作线，11、载具步进机构，12、螺

母上料机构一，13、螺母上料机构二，14、载具周转机构，15、3#载具回流线，16、交换机构，

16-1、半成品操作线，17、载具输送机构，18、1#载具操作线，19、铆合机构一，19-1、铆合机构

二，20、搬入搬出机构，21、1#载具搬入机构，22、载具进出机构，23、激光打标组件，24、1#载

具回流线，25、控制箱，51-1、2#载具，100、支架，101、铁壳，102、螺母，103、端子，104、防振

垫，166-1、工作站一，166-2、工作站二，166-3、工作站三，174、控制器，264、气缸一，265、T型

支架，266、治具一，267、立板，268、双立架，269、气缸二，270、治具二，271、支板，272、载具

槽，273、滑轨架一，274、缓冲杆，304、圆孔一，312、主支架，313、底板一，314、U型槽架，315、

双滑轨，315-1、滑轨一，316、气缸三，317、气缸四，318、气缸五，319、丁字气缸夹手，320、旋

转组件，321、周转架，322、顶推组件，323、抓取组件，324、退出机构，325、翻转组件，326、U型

架，327、滑轨二，338、双滑轨架，341、夹取机械手，342、出料机械手，350、增压缸，351、机架，

352、导向轴一，353、导向套，354、限位板一，355、托板一，356、冲模公板，357、活性接头，

358、成型腔，359、冲头，360、固定套，362、滑轨三，364、滑动架，365、托板二，366、真空吸阀，

367、吸杆，368、气缸六，369、气缸七，370、气缸八，371、滑轨四，372、直轨架，373、托板三，

374、推杆，375、导向槽一，376、导向轴二，377、夹板，378、U型槽板一，379、销钉，380、连杆，

381、U型槽板二，382、倾斜导向槽，383、底板二，384、振动盘，385、两直振轨，386、立架，387、

气缸九，388、直振，389、气缸十，390、竖直滑动架，391、竖立直板，392、两推杆，393、U型槽板

三，394、推杆二，395、推板一，396、气缸十一，397、滑轨架二，398、滑动架三，400、推杆三，

401、气缸十二，402、7型推板，403、支持架，404、直线轨架，405、气缸十五，406、推压架，407、

宽槽，408、细槽，410、支撑架，411、滑轨架四，412、后立板，413、气缸十三，414、气缸十四，

415、推板二，416、U型槽，417、立式滑板，418、滑推板，419、导向槽二，420、压杆，421、方槽，

422、转动臂，423、支撑板一，424、前立板，425、L型压板一，426、L型压板二，427、支撑板二，

428、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文字描述中的上、下、左、右位置均以各自对应附图的图上显示为准，实际安

装位置以此类推。

[0038] 如图2，本发明装置的装配对象是一种端子插头，该端子插头包括支架100、铁壳

101、螺母102、T型的端子103及防振垫104。支架100和铁壳101均采用冲压冲裁而成，支架

100为U型形状、前后两端设置有台肩二、左侧设置有左卡扣、中部设置有前后卡扣；防振垫

104预先套装在端子103左侧槽内一起称为端子组件，支架100左卡扣卡装在端子103左侧槽

上，支架100中间的前后卡扣对应卡入端子103下表面对应的两卡孔中，端子103大端头台阶

内沿卡在支架100的U型槽右边外沿上，实现支架100与端子103的定位。铁壳101的右端紧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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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103大端头台阶内沿表面，铁壳101的左端两伸脚长出端子103左侧最大外廓，防止在自

动上料和翻转及运输中对端子103插针的磕碰；铁壳101前后两端的台肩一分别设有一个圆

孔一304，支架100前后两端的台肩二上分别设有一个圆孔二，两个圆孔一304与两个圆孔二

分别对齐对扣，每个圆孔一304口沿上表面铆接固定有一个螺母102，称为端子插头成品。

[0039] 另外，装配前预先将端子103左侧靠里及中间的两卡孔全部改为通孔，使端子103

的上下安装端面都具有安装孔，便于对端子103定位识别。

[0040] 如图1a、图1b，本发明装配装置的结构是，按照端子组件的走料路线，包括依次连

接的工作站一166-1、工作站二166-2及工作站三166-3，

[0041] 工作站一166-1上设有端子上料机构1和1#载具回流辅线2；

[0042] 工作站二166-2上设有六轴机械手3和载具进出机构22，六轴机械手3和载具进出

机构22的左边与工作站一166-1相邻，六轴机械手3右边设有1#载具回流线24及控制箱25，

1#载具回流线24与1#载具回流辅线2对接；载具进出机构22右边依次设有支架上料剪切机

构4、铁壳上料剪切机构4-1、铁壳拍平组件5、激光焊接组件6、铁壳铆压组件7及激光打标组

件23；与1#载具回流线24平行分别设有2#载具回流线9和载具步进操作线10，2#载具回流线

9和载具步进操作线10均从激光打标组件23下方横穿，2#载具回流线9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

的右端配置有双功能搬出机构8，在2#载具回流线9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之间平行配置有载

具步进机构11，载具步进机构11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挨近设置；

[0043] 工作站三166-3上设有1#载具回流线24延伸段及控制器174，与1#载具回流线24延

伸段平行分别设有1#载具操作线18、3#载具回流线15及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1#载具

操作线18和3#载具回流线15左端横向布设有载具周转机构14；3#载具回流线15中部横跨有

交换机构16及半成品操作线16-1，在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与3#载具回流线15之间平行

配置有载具输送机构17，载具输送机构17与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挨近设置；在交换机

构16左侧，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的横向外侧设有螺母上料机构一12和螺母上料机构二

13；在半成品操作线16-1之后，靠近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右部上方横跨有铆合机构一

19和铆合机构二19-1；在1#载具操作线18的右端横向设有1#载具搬入机构21，在载具步进

操作线10延伸段和3#载具回流线15右端横向设有搬入搬出机构20；

[0044] 控制器174用于控制工作站三166-3上的部件动作，控制箱25用于控制工作站二

166-2和工作站一166-1上的部件动作；三个工作站(166-1、166-2、166-3)之间循环有1#载

具，工作站二166-2上循环有2#载具51-1，工作站三166-3上循环有3#载具；

[0045] 1#载具从1#载具回流线24返回通过1#载具回流辅线2流入端子上料机构1中，端子

组件上料到1#载具上再被六轴机械手3夹持导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载具步进机构11驱动

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上的1#载具间歇式前移，由双功能搬出机构8从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中将

1#载具搬出移到1#载具操作线18上，通过交换机构16分离半成品后，最后由1#载具搬入机

构21将1#载具移回到1#载具回流线24，重新循环。

[0046] 2#载具51-1由2#载具回流线9流回载具进出机构22，由载具进出机构22将2#载具

51-1导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由双功能搬出机构8从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中将2#载具51-1再

搬入2#载具回流线9中，重新循环。

[0047] 3#载具由3#载具回流线15回流到载具周转机构14，由载具周转机构14将3#载具导

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3#载具上的半成品依次完成螺母上料及铆接固定，由搬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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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机构20将3#载具上的成品输出，同时搬入搬出机构20从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中搬出

3#载具搬入3#载具回流线15，重新循环。

[0048] 1#载具回流辅线2采用电机-皮带组合方式驱动1#载具前进，1#载具回流辅线2左

端设有挡料气缸一，对后续的1#载具进行阻挡和定位，仅让之前的一个1#载具流入调转机

构31前方的分料夹具一30内；

[0049] 2#载具回流线9采用电机-皮带组合方式驱动2#载具51-1，2#载具回流线9左端设

有挡料气缸二，对后续的2#载具51-1进行阻挡和定位，仅让之前的一个2#载具51-1流入载

具进出机构22内；

[0050] 3#载具回流线15采用电机-皮带组合方式驱动3#载具，3#载具回流线15左端设有

挡料气缸三，对后续回流的3#载具进行阻挡和定位。

[0051] 双功能搬出机构8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抓取1#载具与端子组件搬入1#载具操作线

18，二是抓取2#载具51-1搬入2#载具回流线9，双功能搬出机构8的机械手悬挂在电机驱动

的直线模组与导轨组成的龙门架上。

[0052] 半成品操作线16-1的机械手悬挂在龙门架上，该龙门架竖跨在1#载具操作线18与

3#载具回流线15之上，该龙门架安装在电机驱动的直线模组的导轨上；半成品操作线16-1

配合交换机构16进行交换和操作，半成品操作线16-1的工作过程是：沿3#载具回流线15返

回的3#载具，运行到半成品操作线16-1下方时，3#载具回流线15外侧设置的气缸将3#载具

阻挡，半成品操作线16-1上的机械手抓取3#载具，向与半成品操作线16-1垂直正对1#载具

操作线18上的交换机构16前行对接，交换机构16将1#载具与半成品分离，1#载具继续留在

1#载具操作线18上并向下一工位流转，交换机构16同时将半成品组装在3#载具上后，半成

品操作线16-1上的机械手抓取3#载具及半成品移回3#载具回流线15，3#载具回流线15将3#

载具和半成品回流到载具周转机构14。

[0053] 半成品操作线16-1、搬入搬出机构20与双功能搬出机构8三者结构基本相同，其中

半成品操作线16-1与双功能搬出机构8结构完全相同，不同点在于搬入搬出机构20的抓取

机构多了一套成品夹取的机械手，从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上取出3#载具上的成品，搬

入成品的流出料道内，实现成品的搬出，同时实现3#载具的流转循环。

[0054] 载具步进操作线10及其延伸段是2#载具51-1与3#载具的运行轨道(1#载具装配在

2#载具51-1上称为装配体)，用于2#载具51-1与3#载具在不同工位的定位与二次切换；

[0055] 载具步进机构11用于驱动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上的2#载具51-1间歇式步进前移，以

及1#载具与2#载具51-1装配体的定位与不同工位的切换；载具步进机构11上的竖直气缸驱

动的夹具插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上的1#载具与2#载具51-1中心孔定位，依靠载具步进机构

11上的水平气缸驱动1#载具与2#载具51-1一起向前移动一个工位。

[0056] 载具输送机构17与载具步进机构11结构一致，用于驱动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

上3#载具及半成品步进，及间歇式工位换位与定位。

[0057] 1#载具操作线18是将1#载具与端子组件运载到交换机构16，交换机构16将1#载具

与端子组件分离后，将1#载具移到1#载具搬入机构21。

[0058] 载具进出机构22与载具周转机构14结构一致，工作原理相同，载具进出机构22是

将2#载具51-1从2#载具回流线9的左端搬出，搬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进行各工位装配。

[0059] 1#载具是针对端子103内槽孔设定U型卡槽，采用四个T型板97定位；2#载具51-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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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载具的相同点都是根据支架100和铁壳101的外形设置卡位的几字型槽，几字型槽两边设

置定位销钉，从支架100和铁壳101两边的圆孔插入实现定位，都设有滑槽；2#载具51-1与3#

载具的不同点是，2#载具51-1的几字型槽中间中空，3#载具的几字型槽中间设有T型滑块，T

型滑块用于推出成品。

[0060] 各个机构的配合过程是：1#载具利用1#载具回流线24从工作站三166-3经过工作

站二166-2，输送到工作站一166-1上的1#载具回流辅线2，经调转机构31将1#载具调转180

度后，通过分料装配组件40、分料夹具一30与压装组件27，把1#载具与端子上料机构1进料

上来的端子组件装配对接，使得端子组件搭载在1#载具上；

[0061] 负载端子组件的1#载具被六轴机械手3一体抓取，送至工作站二166-2上，依次通

过支架上料剪切机构4与铁壳上料剪切机构4-1，把四个支架100和四个铁壳101对应组装在

四个端子组件上。2#载具51-1在进入支架上料剪切机构4前的预备工序是，先进行2#载具

51-1的换向输入，由载具进出机构22将回流在2#载具回流线9上的2#载具51-1换向后与载

具步进操作线10对接，然后由载具步进机构11将2#载具51-1移入载具步进操作线10上支架

上料剪切机构4的对应工位。正式的工序是，先完成支架100的上料与剪切操作，支架100卡

装在2#载具51-1的端子组件上，随后将1#载具及端子组件翻面扣组装在2#载具51-1上，使

1#载具上的端子组件扣装在支架100的U型槽内并且支架100在下；接着完成铁壳101的上料

及剪切操作，然后端子组件与1#载具共同随2#载具51-1前进，铁壳拍平组件5实现对铁壳的

拍平、激光焊接组件6完成激光的焊接、铁壳铆压组件7完成铁壳的铆压、激光打标组件23完

成激光的打标，得到半成品；

[0062] 在工作站三166-3上，负载有半成品的1#载具沿1#载具操作线18进到交换机构16，

交换机构16完成1#载具与所负载半成品的分离，空的1#载具转到1#载具回流线24上回流；

1#载具操作线18上的半成品由半成品操作线16-1装入3#载具，然后半成品操作线16-1将负

载有半成品的3#载具搬入3#载具回流线15向左端继续输送，再完成后续螺母的上料铆接，

得到成品。

[0063] 如图3，铁壳拍平组件5的结构是，包括竖直设置在支持架403上的直线轨架404，直

线轨架404中滑动设置有推压架406，推压架406与上方的气缸十五405传动连接，推压架406

下端面设有细槽408和宽槽407；细槽408与2#载具51-1上的U型槽板对应设置，宽槽407与1#

载具对应设置。

[0064] 如图4，铁壳铆压组件7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支撑架410上表面滑轨上的滑轨架四

411，滑轨架四411与气缸十三413传动连接，滑轨架四411上表面前端设有前立板424，滑轨

架四411上表面后端设有后立板412，后立板412外立面并排固定有气缸十四414和气缸十三

413，气缸十四414与立式滑板417传动连接，立式滑板417外侧设有滑动的推板二415，推板

二415与气缸十三413传动连接，立式滑板417前立面设置有四个滑杆428一一对应套装在前

立板424中的四个导向槽二419中；

[0065] 前立板424中部沿水平方向开有四个方槽421，每个方槽421中穿有一个滑推板

418，四个滑推板418后端均与立式滑板417固定连接，滑推板418用于顶推端子组件与铁壳

101平齐；

[0066] 前立板424上四个方槽421上下方均布四对U型槽416，上排每个U型槽416中安装有

L型压板一425，下排每个U型槽416中安装有L型压板二426，L型压板二426与L型压板一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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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型槽416的内端均安装有弹簧，弹簧穿过U型槽416上顶横压板，横压板安装在U型槽416

上方的长条直U槽中，长条直U槽与U型槽416相通，横压板与竖压板连接，竖压板上安装可转

动的转动臂422，转动臂422两端设有一对支撑板一423和一对支撑板二427，立式滑板417向

前安装有斜压边的压杆420。

[0067] 气缸十四414推动立式滑板417上水平固定的4根滑杆428沿导向槽二419向前滑

动，压杆420斜压边对上下位置的转动臂422同时施压，转动臂422旋转下压竖压板及横压

板，横压板同时压缩弹簧，弹簧将L型压板一425及L型压板二426前端对压在支架100和铁壳

101中间的U型槽中，使支架100和铁壳101紧紧将端子组件包住，然后，气缸十四414向后推

动推板二415，将支架100、铁壳101与端子组件组成的装配体推开，气缸十三413驱动滑轨架

四411复位。

[0068] 如图5，螺母上料机构一12与螺母上料机构二13的结构相同，其中的螺母上料机构

一12包括螺母上料分料组件和螺母推送组件；

[0069] 螺母上料分料组件的结构是，包括设置在底板二383上的振动盘384，振动盘384的

输出口连接有两直振轨385，该两直振轨385支撑在直振388上，该两直振轨385靠近末端固

定设置有三面环绕的竖立直板391，竖立直板391下部的竖直滑轨中设置有推板一395，推板

一395与气缸十一396传动连接，推板一395上表面设置有双推杆；竖立直板391上部固定有

气缸十389，气缸十389向下与竖直滑动架390传动连接，竖直滑动架390下端面安装有U型槽

板三393和托移板；托移板下表面安装有四个推杆二394，四个推杆二394将同时出料的两个

螺母经二次分料后变成并排四个螺母，四个推杆二394就将螺母推送组件送来的四个螺母

压装在一对铁壳上；该托板中间设置有两圆通孔，该两圆通孔向下与两直振轨385垂直对

正，该两圆通孔向下与推板一395的双推杆正对；

[0070] U型槽板三393一侧下表面安装有两推杆392，两推杆392将双轨道上送来的螺母压

到7型推板402处，由7型推板402再推到并列的另一端；

[0071] 螺母推送组件的结构是，包括7型推板402，7型推板402设置在推板一395与U型槽

板三393之间，7型推板402上两通孔与托板上的两圆通孔上下对应，7型推板402滑动设置在

滑动架三398上，7型推板402通过推杆三400与横向推移的气缸十二401连接；滑动架三398

滑动设置在滑轨架二397上，滑动架三398与纵向推移的气缸九387传动连接，直线滑动架

397及气缸九387均固定在立架386上。

[0072] 螺母上料机构一12的工作原理是，螺母102经振动盘384排序送到两直振轨385中，

通过直振388将两直振轨385槽内的螺母振动前送到两圆通孔，气缸十一396上推推板一395

的双推杆支撑两螺母，气缸十389下推两推杆392对压两螺母；气缸十二401推动滑动架三

398上的7型推板402进入对压的两螺母下方，气缸十一396与气缸十389同时松开对压的两

螺母后，7型推板402带动两螺母沿托移板横移一段距离，两直振轨385槽另外的两个螺母又

落在7型推板402上，完成并排分料成4只螺母，此时，4只螺母在7型推板402上；气缸九387推

送滑轨架二397上的7型推板402上的四个螺母移送到推杆二394的下方，气缸十389启动第

二行程，带领4只推杆二394将4只螺母压装在下方两套半成品上的铁壳两肩边孔内；螺母上

料机构二13与螺母上料机构一12工作原理相同，实现另4只螺母压装在另外两套半成品上

的铁壳两肩边孔内，完成4套半成品上的总共8只螺母的装配。

[0073] 如图6a、图6b、图6c，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外侧设置有出料机械手342夹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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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手341、以及结构相同的铆合机构一19及铆合机构二19-1。

[0074] 如图6a，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末端另外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20的出料机械手

342，出料机械手342的结构是，包括固定在双滑轨架338上的气缸六368和滑轨三362，滑轨

三362中竖直套装有滑动架364，滑动架364上端与气缸六368传动连接，滑动架364下端面固

定有托板二365，托板二365下表面设有四个凹槽(与3#载具上装配成品的U型槽对应)，该四

个凹槽内均设有真空吸阀366，每个真空吸阀366下端均连接有吸杆367，吸杆367端面上开

有多个吸孔；真空吸阀366驱动吸杆367上吸孔的吸力吸附成品，由气缸六368驱动将成品从

3#载具的U型槽和双定位销中取出。

[0075] 如图6b，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末端还设置有搬入搬出机构20的夹取机械手

341，夹取机械手341的结构是，包括竖直固定在双滑轨架338上的气缸七369和滑轨四371，

滑轨四371中套装有直轨架372，直轨架372与气缸七369传动连接；直轨架372上安装有气缸

八370，气缸八370的气缸杆向下通过推杆374与托板三373连接，托板三373固定在U型槽板

二381的上端，U型槽板二381滑动设置在直轨架372中；U型槽板二381的两臂下端对称设有

倾斜导向槽382，每个倾斜导向槽382内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二376；直轨架372两边外侧面各

固定有一个U型槽板一378，每个U型槽板一378水平的U型槽中窜有滑动的连杆380，每侧的

导向轴二376通过导向槽一375与本侧的连杆380连接，每个连杆380外侧安装有夹板377，夹

板377下端设有销钉379，气缸370驱动推杆374，推杆374再驱动连杆380打开或夹紧夹板

377；

[0076] 夹取机械手341的工作过程是，首先，气缸七369推动直轨架372上的夹板377下移

至3#载具两侧的销钉孔外侧高度；然后，气缸八370收缩通过托板三373推动U型槽板二381

倾斜导向槽382中的导向轴二376下移，导向轴二376在倾斜导向槽382中带动连杆380沿导

向槽一375相对内收，连杆380两侧的夹板377带动销钉379插进3#载具两侧的销钉孔夹紧3#

载具；最后由搬入回流线20上的电机驱动直线模组上的双滑轨架338，双滑轨架338驱动夹

取机械手341，将夹取机械手341上的3#载具搬入3#载具回流线15中。

[0077] 如图6a、6c，铆合机构一19与铆合机构二19-1结构一致，其中铆合机构二19-1的结

构是，在机架351的支撑台面上安装有增压缸350，支撑台面上的两个开孔中分别套装有导

向套353，每个导向套353中滑动套装有一个导向轴一352，两个导向轴一352与托板一355两

边开孔中设置的固定套360固定连接；两个固定套360之间的托板一355中开有圆孔，增压缸

350的活塞杆与活性接头357传动连接，活性接头357卡装在托板一355上表面的两个半圆形

限位板一354中，托板一355下表面安装有冲模公板356，冲模公板356下端面设置为凹槽形

状称为成型腔358，成型腔358中设置有多个冲头359，冲头359下方对应设置有完成铆钉上

升送料及顶升到位后的上下对压组件，在该组件的支撑过程中冲头359向下冲压完成支架

100与铁壳101的铆合操作。

[0078] 如图7，1#载具操作线18的结构是，由双通道滑轨、滑轨一315-1、旋转组件导轨和

周转导轨依次对接组成直线输送轨道，沿该直线输送轨道依次布设有四轴机械手9-1、旋转

组件320、退出机构324、翻转组件325，交换机构16横跨在周转导轨上方；

[0079] 双通道滑轨的结构是，在底板一313上间隔竖立有多组主支架312，所有主支架312

上共同支撑固定有长条型的U型槽架314，U型槽架314上表面设置为双滑轨315，U型槽架314

进口端外侧设置有气缸三316，用于沿U型槽架314上双滑轨315向内推移1#载具；在气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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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推移行程末端下方的主支架312上固定有气缸四317，用于阻挡被气缸三316推移来的1#

载具；

[0080] U型槽架314出口端延长线上设置有滑轨一315-1，滑轨一315-1的进口端外侧设置

有气缸五318，滑轨一315-1的末端下方设置有气缸Z，气缸四317和气缸Z均用于阻挡后一个

1#载具；U型槽架314出口端上方设置有四轴机械手9-1，四轴机械手9-1的丁字气缸夹手319

前伸停留在气缸四317上方；

[0081] 滑轨一315-1的出口端对接有旋转组件导轨，旋转组件导轨外侧设置有旋转组件

320；旋转组件导轨向前再与周转导轨对接，周转导轨外侧的周转架321上设置有交换机构

16中的顶推组件322与抓取组件323(交换机构16横跨在1#载具操作线18上，交换机构16不

隶属于1#载具操作线18)；在周转导轨进口端下方紧邻交换机构16的位置设置有水平推移

的周转气缸(图中未表达)，在周转导轨出口端外端设置有翻转组件325，在周转导轨出口端

翻转组件325一侧横向设置有滑轨二327，滑轨二327上设置有U型架326，滑轨二327外端设

置在翻转组件325与滑轨一315-1出口端之间的空间内。

[0082] 气缸三316推移前一个1#载具越过气缸四317刚好位于丁字气缸夹手319下方，后

一个1#载具被气缸四317阻挡，丁字气缸夹手319抓取前一个1#载具移到滑轨一315-1上，气

缸五318的气缸杆伸张向前推进一个工位，最前一个1#载具被移到旋转组件320下方的旋转

组件导轨上，旋转组件320中的旋转气缸将1#载具翻转180度，再被旋转组件320上的推移气

缸推送到周转导轨上；交换机构16先从3#载具回流线15搬入3#载具，交换机构16再将1#载

具上的半成品转接到3#载具上，交换机构16下方的周转气缸(图中未表达)将1#载具推移到

周转导轨的端头，由翻转组件325翻转90度，1#载具由平躺转为竖立状态，1#载具随U型架

326沿滑轨427前移，直至被搬入1#载具回流线24上实现回流。

[0083] 如图8，载具进出机构22的结构是，包括T型支架265和双立架268，T型支架265上设

有滑轨架一273，滑轨架一273上横向设有滑动的治具一266，治具一266与气缸一264的气缸

杆传动连接，治具一266上表面安装有立板267，治具一266上表面的U型槽与立板267一起组

成滑轨形状的载具槽272，用于2#载具51-1的通过；双立架268上部设有治具二270，双立架

268中部设有支板271，支板271上固定有气缸二269，气缸二269的气缸杆向上伸出时顶入治

具二270上端面通过槽中的2#载具51-1中间的限位孔，对2#载具51-1进行阻挡定位；滑轨架

一273背向治具二270的外侧设有缓冲杆274。

[0084] 本发明的控制箱25及控制器174与总控制器控制连接，控制箱25和控制器174分工

控制三个工作站上的各个动作部件，按照预定程序，协调配合，共同完成端子组件、铁壳101

与支架100的上料与冲裁、焊接、打标、螺母102的自动装配作业，得到最终的数据插头成品。

[0085] 本发明装置的工作过程是：

[0086] 步骤1、1#载具通过1#载具回流线24经1#载具回流辅线2，返回到端子上料机构1

中，将四个端子组件安装到1#载具上；

[0087] 步骤2、压装组件内的1#载具被后面的1#载具再推送经治具一，再到分料夹具中，

气缸十三将分料夹具沿直线滑动架推到治具一后端，由六轴机械手3抓取1#载具及四个端

子组件，六轴机械手3将四个端子组件与1#载具扣装在2#载具51-1上，依次进入工作站二

166-2的铁壳上料剪切机构4-1和支架上料剪切机构4下方；

[0088] 步骤3、2#载具51-1由2#载具回流线9回流到2#载具搬入线22，由2#载具搬入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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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到载具步进操作线10，由载具步进机构11定位移位2#载具51-1，进行冲裁工艺：先由支

架上料剪切机构4一次冲裁出两个支架100，两次共冲裁出4只支架100装入2#载具51-1上，

实现四个支架100与端子组件的装配；将1#载具与装好支架100的端子组件一起翻面重新扣

在2#载具51-1上使得支架100在下，再由铁壳上料剪切机构4-1一次冲裁出两个铁壳101，两

次共冲裁出4只铁壳101装入2#载具51-1的端子组件上表面，实现四个铁壳101与端子组件

装配，得到装配体；

[0089] 载具步进机构11驱动负载装配体的2#载具51-1沿载具步进操作线10步进间歇换

位，依次实现铁壳的拍平、支架与铁壳的激光焊接固定、铁壳的冲压平齐、铁壳激光打标作

业，装配体被进一步加工成半成品；

[0090] 步骤4、在工作站三166-3上，1#载具及半成品与2#载具51-1经交换机构16进行分

离，双功能搬出机构8先将半成品与1#载具搬入1#载具操作线18，再将搬空的2#载具51-1搬

入2#载具回流线9，3#载具51-1重新回流到2#载具搬入线22，在工作站二166-2上重复循环；

[0091] 半成品操作线16-1从1#载具操作线18上的1#载具将半成品取出移至3#载具上并

搬入3#载具回流线15，再流转到载具周转机构14，3#载具及半成品由载具周转机构14搬入

载具步进操作线10延伸段，由载具输送机构17驱动定位及换位，依次完成四件半成品的螺

母上料及铆合固定，(即螺母上料机构一12上料4只螺母、螺母上料机构二13上料另外4只螺

母，铆合机构一19铆合2套半成品的总共4只螺母、铆合机构二19-1铆合另2套半成品的总共

4只螺母，)得到4套成品，由产品搬出的机械手将产品搬出工作站三166-3，并且将3#载具搬

入3#载具回流线15，重新循环，

[0092] 以此类推，实现端子组件、支架100、铁壳101、螺母102的自动化流水装配，得到成

品的端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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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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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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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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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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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c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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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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