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613204.6

(22)申请日 2017.07.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343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10

(73)专利权人 乐清野岛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 325608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虹桥镇

振兴西路339弄31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B23P 21/00(2006.01)

B23K 3/00(2006.01)

B23K 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134728 U,2013.08.14,

CN 205290352 U,2016.06.08,

CN 201493341 U,2010.06.02,

SU 316295 A1,1976.07.05,

CN 106964865 A,2017.07.21,

审查员 胡宝

 

(54)发明名称

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

动焊装系统，包括设在水平台面上的转盘组件，

转盘组件包括内转盘和外转盘，内转盘上方设有

同步高速抓料机构，外转盘下方设有分度机构；

沿外转盘的外圆周均匀设有十二个工位，每个工

位分别安装有一套工位夹具；内转盘上设有顶推

气缸一、顶推气缸二；在外转盘圆周外侧分别设

有油杯上料机构、下垫片上料机构、线圈上料机

构、上垫片上料机构、磁轭上料机构、锡焊机构、

下料机构；在油杯上料机构、下垫片上料机构、线

圈上料机构、上垫片上料机构、磁轭上料机构、下

料机构上方对应设有同步高速抓料机构的各个

三轴机械手。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紧凑，组装到

位，焊接质量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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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设置在水平台面(1)上的转

盘组件(2)，转盘组件(2)包括内转盘(19)和外转盘(20)，内转盘(19)上方设置有同步高速

抓料机构(3)，外转盘(20)下方设置有分度机构(34)；沿外转盘(20)的外圆周均匀设置有十

二个工位，每个工位分别安装有一套工位夹具(33)；

内转盘(19)上设置有顶推气缸一(12)、顶推气缸二(13)；

在外转盘(20)圆周外侧分别设置有油杯上料机构(4)、下垫片上料机构(5)、线圈上料

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轭上料机构(8)、锡焊机构(9)、下料机构(10)；

在油杯上料机构(4)、下垫片上料机构(5)、线圈上料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

轭上料机构(8)、下料机构(10)上方对应设置有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的各个三轴机械手；

所述的十二个工位，依次为油杯上料工位(21)、油杯检测工位(22)、下垫片上料工位

(23)、下垫片检测工位(24)、线圈上料工位(25)、线圈检测工位(26)、上垫片上料工位(27)、

上垫片检测工位(28)、磁轭上料工位(29)、磁轭检测工位(30)、锡焊工位位(31)及出料工位

(32)；

所述的外转盘(20)外围分别设置有油杯检测器、下垫片检测器、线圈检测器、上垫片检

测器与磁轭检测器，该五个检测器分别设置在相应的上料机构中；油杯检测器面对油杯检

测工位(22)设置、下垫片检测器面对下垫片检测工位(24)设置、线圈检测器面对线圈检测

工位(26)设置、上垫片检测器面对板上垫片检测工位(28)设置、磁轭检测器面对磁轭检测

工位(30)设置；

所述的工位夹具(33)的结构是，包括底座(35)，底座(35)上表面靠近外端固定有磁轭

支撑板(36)，磁轭支撑板(36)中部开有U型槽(50)，U型槽(50)两边分别开有一个沉孔(51)；

U型槽(50)与底座(35)的通槽相通，两端的沉孔与底座(35)上的螺纹孔相通；

底座(35)上表面中部横向的滑槽中设置有右斜面凸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右斜面

凸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之间连接有拉簧(44)，右斜面凸块(42)与左夹块(40)的L型长

边连接，左斜面凸块(43)与右夹块(41)的L型长边连接，左夹块(40)的L型短边与右夹块

(41)的L型短边扣接对应位置分别开有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左半圆槽(48)和右

半圆槽(49)相对扣合，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扣合后圆心下方的底座(35)上开有通

孔；

底座(35)上表面靠近内端活动设置有V型块压杆(45)，V型块压杆(45)上方设置有上盖

板(39)，上盖板(39)下表面与底座(35)上表面开有导向槽，V型块压杆(45)通过连杆与U型

块(46)连接，连杆上套装有弹簧(38)，弹簧(38)顶接在U型块(46)与上盖板(39)之间，V型块

压杆(45)前端尖头插入右斜面凸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形成的V型空间中，U型块(46)的

U型空间中铰接有轴承一(47)，轴承一(47)与顶推气缸一(12)或顶推气缸二(13)的活塞杆

端头接耳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同步高

速抓料机构(3)的结构是，包括上转盘(52)和固定盘(53)，上转盘(52)向下与分度机构(34)

的电机转轴(64)同轴连接，固定盘(53)通过第一支撑滑杆(60)、第二支撑滑杆(61)、第三支

撑滑杆(62)、第四支撑滑杆(63)固定支撑在内转盘(19)上；固定盘(53)上沿圆周均匀设置

有第一三轴机械手(54)、第二三轴机械手(55)、第三三轴机械手(56)、第四三轴机械手

(57)、第五三轴机械手(58)及第六三轴机械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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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上转盘

(52)轴心开有轴承孔(78)，上转盘(52)上沿圆周方向均匀设置有六个圆弧滑道，即第一圆

弧滑道(79)、第二圆弧滑道(80)、第三圆弧滑道(81)、第四圆弧滑道(82)、第五圆弧滑道

(83)及第六圆弧滑道(84)。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六个三

轴机械手的结构一致，其中一个三轴机械手的结构是，包括沿径向安装在固定盘(53)上的

直线导轨(66)，直线导轨(66)上设置有直线轴承滑板(65)，直线轴承滑板(65)内段连接有

连扳(72)，连扳(72)内端头上表面安装有轴承二(73)；总共六个轴承二(73)分别套装在上

转盘(52)上六个圆弧滑道中；直线轴承滑板(65)外段上表面通过凸块(67)与L型滑板(68)

传动连接，L型滑板(68)外端竖直设置有双滑杆的第一气缸(69)，第一气缸(69)活塞杆下端

与固定板(75)连接，固定板(75)下部安装有第二气缸(70)，第二气缸(70)前端安装有抓取

夹手(71)及检测器(7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下垫片

上料机构(5)的结构是，包括下垫片振盘(104)和上垫片振盘(105)，下垫片振盘(104)和上

垫片振盘(105)出口分别与双平振(106)的两个通道对应连通，双平振(106)出口靠里设置

有推送架(108)，推送架(108)上部横梁安装有压取气缸一(109)和压取气缸二(110)；推送

架(108)外侧安装有推送气缸(107)，推送架(108)内侧安装有气缸抬升架一(112)，气缸抬

升架一(112)上部分别设置有下垫片储料槽(111)和上垫片储料槽(1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下料机

构(10)的结构是，包括支架(124)，支架(124)上水平方向安装有移动滑杆气缸(125)，移动

滑杆气缸(125)上竖直方向安装有下压气缸(126)，下压气缸(126)活塞杆端头安装有夹爪

夹紧气缸(127)，夹爪夹紧气缸(127)前端安装有夹紧夹爪(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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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焊接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锡焊以点焊和直线拖焊为主，对于油杯与磁轭元器件、或圆弧焊缝的较小

规格油杯与磁轭线圈组装焊接，只能采用人工点焊的方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一个工作人员分段两次焊接进行流水焊接，无法完成焊缝的完全对接，在焊缝

的对接部分总有未连接的部分，或凹凸不平，不光滑，补焊修正时间长，并且一人分段两次

焊接每分钟仅能完成2-3只，两人流水焊接也就能完成3-4只，工作效率极低。

[0004] 2)手工夹具和压紧造成焊接后磁轭和线圈与磁轭达不到垂直、平行和焊接总高度

尺寸、产品松紧度的要求，出现歪斜居高不下、手工焊接甚至会出现虚焊的情况，影响整体

产品的调试性能和装配，返工率高，人工和设备劳动强度大，锡焊烟尘对环境和人身污染

大，生产成本高。

[0005] 3)即使采用多次旋转拖焊替代多次多道地点焊工艺，但仍然无法避免焊层面和电

烙铁形成的氧化层或凹坑、使上锡量减少或无法上锡、及焊接上锡量的不稳定将导致焊接

失败，需要修理烙铁头或需频繁更换新烙铁，导致焊接效率低，同样维修或更换烙铁头需要

降温和重新升温，耽误生产时间。多次旋转多层拖焊对焊锡被多次挤出浪费大。

[0006] 4)现有的送锡机构、烙铁机构、夹具均为独立机构，没有集成，相对产品没有定位

锁位、可调试、自动补偿的功能，在功能上达不到互相支持与互补，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任一

机构与任何产品零件的变化，都会导致焊接温度的变化、上锡位置偏移与上锡量的减少，导

致焊接不稳定不可靠或失败，使这些单一机构无法在生产中达到实际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解决了现有手工或

半手工焊接装置，油杯-磁轭-线圈导电组件焊接水平不稳定、产品焊接质量低、成本高及生

产效率不高的问题。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包括设置在水平

台面上的转盘组件，转盘组件包括内转盘和外转盘，内转盘上方设置有同步高速抓料机构，

外转盘下方设置有分度机构；沿外转盘的外圆周均匀设置有十二个工位，每个工位分别安

装有一套工位夹具；

[0009] 内转盘上设置有顶推气缸一、顶推气缸二；

[0010] 在外转盘圆周外侧分别设置有油杯上料机构、下垫片上料机构、线圈上料机构、上

垫片上料机构、磁轭上料机构、锡焊机构、下料机构；

[0011] 在油杯上料机构、下垫片上料机构、线圈上料机构、上垫片上料机构、磁轭上料机

构、下料机构上方对应设置有同步高速抓料机构的各个三轴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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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的断路器线圈导电组件自动焊装系统，其特征还包括：

[0013] 所述的十二个工位，依次为油杯上料工位、油杯检测工位、下垫片上料工位、下垫

片检测工位、线圈上料工位、线圈检测工位、上垫片上料工位、上垫片检测工位、磁轭上料工

位、磁轭检测工位、锡焊工位位及出料工位；

[0014] 所述的外转盘外围分别设置有油杯检测器、下垫片检测器、线圈检测器、上垫片检

测器与磁轭检测器，该五个检测器分别设置在相应的上料机构中；油杯检测器面对油杯检

测工位设置、下垫片检测器面对下垫片检测工位设置、线圈检测器面对线圈检测工位设置、

上垫片检测器面对板上垫片检测工位设置、磁轭检测器面对磁轭检测工位设置。

[0015] 所述的工位夹具的结构是，包括底座，底座上表面靠近外端固定有磁轭支撑板，磁

轭支撑板中部开有U型槽，U型槽两边分别开有一个沉孔；U型槽与底座的通槽相通，两端的

沉孔与底座上的螺纹孔相通；

[0016] 底座上表面中部横向的滑槽中设置有右斜面凸块和左斜面凸块，右斜面凸块和左

斜面凸块之间连接有拉簧，右斜面凸块与左夹块的L型长边连接，左斜面凸块与右夹块的L

型长边连接，左夹块的L型短边与右夹块的L型短边扣接对应位置分别开有左半圆槽和右半

圆槽，左半圆槽和右半圆槽相对扣合，左半圆槽和右半圆槽扣合后圆心下方的底座上开有

通孔；

[0017] 底座上表面靠近内端活动设置有V型块压杆，V型块压杆上方设置有上盖板，上盖

板下表面与底座上表面开有导向槽，V型块压杆通过连杆与U型块连接，连杆上套装有弹簧，

弹簧顶接在U型块与上盖板之间，V型块压杆前端尖头插入右斜面凸块和左斜面凸块形成的

V型空间中，U型块的U型空间中铰接有轴承一，轴承一与顶推气缸一或顶推气缸二的活塞杆

端头接耳连接。

[0018] 所述的同步高速抓料机构的结构是，包括上转盘和固定盘，上转盘向下与分度机

构的电机转轴同轴连接，固定盘通过第一支撑滑杆、第二支撑滑杆、第三支撑滑杆、第四支

撑滑杆固定支撑在内转盘上；固定盘上沿圆周均匀设置有第一三轴机械手、第二三轴机械

手、第三三轴机械手、第四三轴机械手、第五三轴机械手及第六三轴机械手。

[0019] 所述的上转盘轴心开有轴承孔，上转盘上沿圆周方向均匀设置有六个圆弧滑道，

即第一圆弧滑道、第二圆弧滑道、第三圆弧滑道、第四圆弧滑道、第五圆弧滑道及第六圆弧

滑道。

[0020] 所述的六个三轴机械手的结构一致，其中一个三轴机械手的结构是，包括沿径向

安装在固定盘上的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上设置有直线轴承滑板，直线轴承滑板内段连接有

连扳，连扳内端头上表面安装有轴承二；总共六个轴承二分别套装在上转盘上六个圆弧滑

道中；

[0021] 直线轴承滑板外段上表面通过凸块与L型滑板传动连接，L型滑板外端竖直设置有

双滑杆的第一气缸，第一气缸活塞杆下端与固定板连接，固定板下部安装有第二气缸，第二

气缸前端安装有抓取夹手及检测器。

[0022] 所述的下垫片上料机构的结构是，包括下垫片振盘和上垫片振盘，下垫片振盘和

上垫片振盘出口分别与双平振的两个通道对应连通，双平振出口靠里设置有推送架，推送

架上部横梁安装有压取气缸一和压取气缸二；推送架外侧安装有推送气缸，推送架内侧安

装有气缸抬升架一，气缸抬升架一上部分别设置有下垫片储料槽和上垫片储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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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的下料机构的结构是，包括支架，支架上水平方向安装有移动滑杆气缸，移动

滑杆气缸上竖直方向安装有下压气缸，下压气缸活塞杆端头安装有夹爪夹紧气缸，夹爪夹

紧气缸前端安装有夹紧夹爪。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采用(油杯、磁轭、纸垫片、线圈+软连接+动触头)自动上

料与组装+自动焊丝定位加热+自动烙铁曲面加热+自动烙铁旋转焊接+工位同步控制多工

位驱动+油杯线圈磁轭同轴夹紧，替代现有的烙铁加热上锡+手工送丝+手工(油杯、磁轭、纸

垫片、线圈+软连接+动触头)组装，消除了上锡位置偏移与上锡量的不稳定造成虚焊和杜绝

了焊锡浪费现象；2)消除了自动上下料的高故障和卡料，消除了磁轭与油杯的间隙不一致

所导致的焊接倾斜与漏锡，消除了油杯极靴(大端)尺寸不一致造成无法定位或错位及焊接

变形无法装配的问题，消除了由于油杯线圈磁轭不同轴造成检测工序的瞬时延时的早跳闸

或晚跳闸的问题；3)每分钟能够焊接35-40只产品，生产效率高，成品质量好。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组焊对象的全焊缝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装置的整体结构立体视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中的外转盘20及各个工位夹具分布立体视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中的工位夹具的立体图一；

[0029] 图5是本发明中的工位夹具的立体图二；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及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图6中的一个三轴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的上转盘52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中的锡焊机构9的立体视图；

[0034] 图10是本发明中的垫片上料机构立体视图；

[0035] 图11是本发明中的油杯上料机构4立体视图；

[0036] 图12是本发明中的线圈上料机构6立体视图；

[0037] 图13是本发明中的磁轭上料机构8立体视图；

[0038] 图14是本发明中的下料机构10立体视图。

[0039] 图中，1.水平台面，2.转盘组件，3.同步高速抓料机构，4.油杯上料机构，5.下垫片

上料机构，6.线圈上料机构，7.上垫片上料机构，8.磁轭上料机构，9.锡焊机构，10.下料机

构，11.下料箱，12.顶推气缸一，13.顶推气缸二，14.油杯，15.下垫片，16.线圈，17.上垫片，

18.磁轭，19.内转盘，20.外转盘，21.油杯上料工位，22.油杯检测工位，23.下垫片上料工

位，24.下垫片检测工位，25.线圈上料工位，26.线圈检测工位，27.上垫片上料工位，28.上

垫片检测工位，29.磁轭上料工位，30.磁轭检测工位，31.锡焊工位，32.出料工位，33.工位

夹具，34.分度机构，35.底座，36.磁轭支撑板，37.驱动组件，38.弹簧，39.上盖板，40.左夹

块，41.右夹块，42.右斜面凸块，43.左斜面凸块，44.拉簧，45.V型块压杆，46.U型块，47.轴

承一，48.左半圆槽，49.右半圆槽，50.U型槽，51.沉孔，52.上转盘，53.固定盘，54.第一三轴

机械手，55.第二三轴机械手，56.第三三轴机械手，57.第四三轴机械手，58.第五三轴机械

手，59.第六三轴机械手，60.第一支撑滑杆，61.第二支撑滑杆，62.第三支撑滑杆，63.第四

支撑滑杆，64.电机转轴，65.直线轴承滑板，66.直线导轨，67.凸块，68.L型滑板，69.第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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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70.第二气缸，71.抓取夹手，72.连扳，73.轴承二，74.检测器，75.固定板，76.左夹爪，

77.右夹爪，78.轴承孔，79.第一圆弧滑道，80.第二圆弧滑道，81.第三圆弧滑道，82.第四圆

弧滑道，83.第五圆弧滑道，84.第六圆弧滑道，85.焊丝送丝机构，86.焊丝焊接机构，87.送

丝轮，88.送丝管，89.U型架，90.电机，91.偶转轴板，93.固定板，94.第三气缸，95.电烙铁，

96.烙铁头，97.压紧气缸，98.磁轭压紧杆，99.油杯振盘，100.油杯平振，101 .旋转夹头，

102.旋转气缸，104.下垫片振盘，105.上垫片振盘，106.双平振，107.推送气缸，108.推送

架，109.压取气缸一，110.压取气缸二，111.下垫片储料槽，112.气缸抬升架一，113.上垫片

储料槽，115.线圈振盘，116.线圈平振，117.线圈储料槽，118.气缸抬升架二，119.磁轭振

盘，120.磁轭平振，121 .磁轭储料槽，123.气缸抬升架三，124 .支架，125.移动滑杆气缸，

126.下压气缸，127.夹爪夹紧气缸，128.夹紧夹爪，130.导电组件，131.焊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如图1所示，本发明装置的组焊对象是应用在低压断路器中的导电组件130，其结

构是，包括油杯14，油杯14的大头端截面为倒T型结构的圆板型极靴，在油杯14外圆周从下

往上依次套装有多层环形纸质的下垫片15(总共2个)、多圈的线圈16、多层环形纸质的上垫

片17，倒L型结构的磁轭18，实施锡焊后形成截面为三角形的焊缝131，焊缝131的最大厚度

为2mm，焊缝131的伸展长度沿圆周不小于1/3圈。

[0041] 本发明的焊装夹具，就是用于将上述单个元件的油杯14、下垫片15、线圈16、上垫

片17及磁轭18自动组装并完成预定位置的焊接，制备成一体的导电组件130，如图1所示。

[0042]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是，包括转盘组件2，转盘组件2设置在水平台

面1上，转盘组件2包括固定不动的内转盘19和能够旋转的外转盘20，内转盘19上方设置有

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外转盘20下方设置有分度机构34，用于驱动外转盘20沿逆时针步进转

动；沿外转盘20的外圆周均匀设置有十二个工位，依次为油杯上料工位21、油杯检测工位

22、下垫片上料工位23、下垫片检测工位24、线圈上料工位25、线圈检测工位26、上垫片上料

工位27、上垫片检测工位28、磁轭上料工位29、磁轭检测工位30、锡焊工位位31及出料工位

32，上述的每个工位分别安装有一套工位夹具33；

[0043] 所述的内转盘19上分别设置有顶推气缸一12及顶推气缸二13，初始位置时，顶推

气缸一12与出料工位32相对应，顶推气缸二13与油杯上料工位21相对应；

[0044] 在外转盘20圆周外侧的机架上分别设置有油杯上料机构4、下垫片上料机构5、线

圈上料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轭上料机构8、锡焊机构9、下料机构10，初始位置时，各

个上料机构与各个上料工位一一对应；

[0045] 在油杯上料机构4、下垫片上料机构5、线圈上料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轭上

料机构8、下料机构10上方分别对应设置有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的各个三轴机械手；

[0046] 在外转盘20外围分别设置有油杯检测器、下垫片检测器、线圈检测器、上垫片检测

器与磁轭检测器，该五个检测器分别设置在相应的上料机构中；油杯检测器面对油杯检测

工位22设置、下垫片检测器面对下垫片检测工位24设置、线圈检测器面对线圈检测工位26

设置、上垫片检测器面对板上垫片检测工位28设置、磁轭检测器面对磁轭检测工位30设置。

[0047] 如图4和图5所示，所有的工位夹具33的结构一致，其结构是，包括底座35，底座35

上表面靠近外端固定有磁轭支撑板36，磁轭支撑板36中部开有U型槽50，U型槽50两边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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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有一个沉孔51；U型槽50与底座35的通槽相通，两端的沉孔与底座35上的螺纹孔相通；

[0048] 底座35上表面中部横向的滑槽中设置有右斜面凸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右斜面凸

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之间连接有拉簧44，右斜面凸块42与左夹块40的L型长边连接，左斜面

凸块43与右夹块41的L型长边连接，左夹块40的L型短边与右夹块41的L型短边扣接对应位

置分别开有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相对扣合，用于固定油杯

14，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扣合后圆心下方的底座35上开有通孔；右斜面凸块42和左斜

面凸块43、左夹块40与右夹块41一起称为开合组件；

[0049] 底座35上表面靠近内端活动设置有V型块压杆45，V型块压杆45上方设置有上盖板

39，上盖板39下表面与底座35上表面开有导向槽，V型块压杆45通过连杆与U型块46连接，连

杆上套装有弹簧38，弹簧38顶接在U型块46与上盖板39之间，V型块压杆45前端尖头插入右

斜面凸块42和左斜面凸块43形成的V型空间中，U型块46的U型空间中铰接有轴承一47，轴承

一47与顶推气缸一12或顶推气缸二13的活塞杆端头接耳连接，该部分结构称为驱动组件

37。

[0050] 顶推气缸一12活塞杆伸出推顶V型块压杆45、或者顶推气缸二13活塞杆伸出推顶V

型块压杆45，V型块压杆45沿上盖板39下表面与底座35上表面之间的导向槽前进，将左夹块

40和右夹块41挤开，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相对离开，便于油杯14极靴的放入，顶推气缸

一12或顶推气缸二13复位，弹簧38使V型块压杆45后退复位，拉簧44将左夹块40和右夹块41

拉紧扣合实现对油杯14极靴的夹紧。

[0051] 如图6所示，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的结构是，包括上转盘52和固定盘53，上转盘52向

下与分度机构34的电机转轴64同轴连接，固定盘53通过第一支撑滑杆60、第二支撑滑杆61、

第三支撑滑杆62、第四支撑滑杆63固定支撑在内转盘19上；固定盘53上沿圆周均匀设置有

第一三轴机械手54、第二三轴机械手55、第三三轴机械手56、第四三轴机械手57、第五三轴

机械手58及第六三轴机械手59；第一三轴机械手54用于油杯取料、第三三轴机械手56用于

线圈取料，第四三轴机械手57用于上垫片取料，第五三轴机械手58用于磁轭取料，第六三轴

机械手59用于备用取料，第六三轴机械手59备用。

[0052] 如图7所示，上述的六个三轴机械手的结构一致，具体结构是，包括沿径向安装在

固定盘53上的直线导轨66，直线导轨66上设置有直线轴承滑板65，直线轴承滑板65内段连

接有连扳72，连扳72内端头上表面安装有轴承二73；总共六个轴承二73分别套装在上转盘

52上六个圆弧滑道中，由电机转轴64输出动力，驱动上转盘52转动，每个轴承二73分别沿各

自的一个圆弧滑道运动，驱动六个直线导轨66沿固定盘53实现径向移动；

[0053] 直线轴承滑板65外段上表面通过凸块67与L型滑板68传动连接，L型滑板68外端竖

直设置有双滑杆的第一气缸69，第一气缸69活塞杆下端与固定板75连接，固定板75下部安

装有第二气缸70，第二气缸70前端安装有抓取夹手71及检测器74，抓取夹手71包括一对夹

爪(图中的左夹爪76和右夹爪77)，该对夹爪通过第二气缸70实现开合，检测器74用于检测

元件上料是否到位；L型滑板68沿固定盘53径向移动时带动第二气缸70及抓取夹手71径向

移动；第一气缸69活塞杆上下伸缩时，推动抓取夹手71上下移动，抓取油杯、上垫片、线圈或

磁轭。

[0054] 如图8所示，上转盘52轴心开有轴承孔78，轴承孔78用于与工位夹具33传动连接，

上转盘52上沿圆周方向均匀设置有六个圆弧滑道，即第一圆弧滑道79、第二圆弧滑道80、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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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圆弧滑道81、第四圆弧滑道82、第五圆弧滑道83及第六圆弧滑道84，第六圆弧滑道84备

用。

[0055] 如图9所示，锡焊机构9位于外转盘20的锡焊工位31的工位夹具33正上方，包括焊

丝送丝机构85和焊丝焊接机构86，

[0056] 锡焊机构9的结构是，包括U型架89，U型架89固定在水平台面1上，U型架89上面板

安装有步进电机90，步进电机90传动轴上固定有固定板93，固定板93上设置有可调整角度

的偶转轴板91，偶转轴板91上设有第三气缸94，第三气缸94活塞杆与直线滑动的立板连接，

该立板上倾斜安装有电烙铁95；电烙铁95前端为刀型半圆弧状的烙铁头96，烙铁头96配置

有送丝管88，送丝管88与电烙铁95的杆体绑在一起进行固定，送丝管88另一端与焊丝送丝

机构85上的送丝轮87连通，从送丝轮87引出焊丝送到烙铁头96处；U型架89下面板上安装有

压紧气缸97，压紧气缸97的活塞杆向下安装有磁轭压紧杆98。

[0057] 压紧气缸97活塞杆伸出推动磁轭压紧杆98压在油杯14的磁轭18上，第三气缸94推

动电烙铁95伸到油杯与磁轭相接触的焊接面，锡丝由送丝轮87定长送丝到烙铁头96上加热

上锡，步进电机90传动轴带动偶转轴板91上的电烙铁95及其烙铁头96与锡丝旋转1/3圈，将

融化的锡焊丝旋入磁轭和油杯接触面形成满足要求的三角形圆弧焊缝。焊接完成后压紧气

缸97活塞杆缩回使得磁轭压紧杆98松开磁轭复位；该种结构设计保证了油杯14与磁轭之间

18的垂直度、平行度以及线圈16与磁轭18之间的松紧度。

[0058] 如图10所示，油杯上料机构4的结构是，包括油杯振盘99和油杯平振100，油杯平振

100的出口对应设置有旋转气缸102，旋转气缸102活塞杆前端安装有油杯检测器和一对半

圆旋转夹头101。

[0059] 由油杯振盘99排序，由油杯平振100悬挂振送到出口端，前端安装有旋转180度的

旋转气缸102，旋转气缸102活塞杆前端安装有检测器，当检测到油杯14时，旋转气缸102将

一对半圆旋转夹头101打开，油杯14进入卡槽后夹紧，旋转气缸102旋转180度，将油杯14大

端向下小端杆向上伸出，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驱动第一三轴机械手54夹取油杯14上端处，夹

紧油杯14后，旋转气缸102的旋转夹头101松开油杯14，第一三轴机械手54将油杯14装入工

位夹具33中后复位。

[0060] 如图11所示，下垫片上料机构5的结构是，包括下垫片振盘104和上垫片振盘105，

下垫片振盘104和上垫片振盘105出口分别与双平振106的两个通道对应连通，双平振106出

口靠里设置有推送架108，推送架108上部横梁安装有压取气缸一109和压取气缸二110；推

送架108外侧安装有推送气缸107，推送架108内侧安装有气缸抬升架一112，气缸抬升架一

112上部分别设置有下垫片储料槽111和上垫片储料槽113，压取气缸一109和压取气缸二

110分别用于抓取最前端下垫片储料槽111和上垫片储料槽113中的上(下)垫片时，同时隔

离后续的上(下)垫片。

[0061] 上垫片17与下垫片15由下垫片振盘104和上垫片振盘105及双平振106排序，由双

平振106振送到出口端；紧邻双平振106前端的垫片被压紧隔离，双平振106前端的上垫片17

与下垫片15被上方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第二三轴机械手55和第四三轴机械手57，抓取到工

位夹具33处一次装配到油杯14后，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复位。

[0062] 如图12所示，线圈上料机构6的结构是，包括线圈振盘115，线圈振盘115的出口与

线圈平振116连通，线圈平振116的出口设置有气缸抬升架二118，气缸抬升架二118前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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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线圈检测器，气缸抬升架二118的上部设置有线圈储料槽117。

[0063] 线圈16由线圈振盘115排序，由线圈平振116振送到出口端，气缸抬升架二118上的

线圈检测器检测到线圈16到位时，气缸抬升架二118抬升并将后续线圈16隔离在线圈平振

116通道中，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驱动第三三轴机械手56夹取线圈16的上端处，将线圈16装

入工位夹具33中后复位；气缸抬升架二118复位，线圈平振116中的后续线圈16又被推动到

前端，以此循环送料。

[0064] 如图13所示，磁轭上料机构8的结构是，包括磁轭振盘119，磁轭振盘119出口与磁

轭平振120连通，磁轭平振120出口设置有气缸抬升架三123，气缸抬升架三123前端设置有

磁轭检测器，气缸抬升架三123上部设置有磁轭储料槽121。

[0065] 磁轭18由磁轭振盘119排序，由磁轭平振120振送到前端的磁轭储料槽121，磁轭储

料槽121连接有气缸抬升架三123，气缸抬升架三123上的磁轭检测器检测到磁轭18到位时，

气缸抬升架三123将磁轭储料槽121推升并将后续磁轭隔离在磁轭平振120内，同步高速抓

料机构3驱动第五三轴机械手58夹取磁轭移动装入工位夹具33中后复位；气缸抬升架三123

复位，磁轭平振120中的后续磁轭18又被推动到前端，以此循环送料。

[0066] 如图14所示，下料机构10的结构是，包括支架124，支架124上水平方向安装有移动

滑杆气缸125，移动滑杆气缸125上竖直方向安装有下压气缸126，下压气缸126活塞杆端头

安装有夹爪夹紧气缸127，夹爪夹紧气缸127前端安装有夹紧夹爪128。

[0067] 当顶推气缸一12动作，将左夹块40和右夹块41挤开，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相

对离开，夹紧在工位夹具33中的成品被松开，下压气缸126推动夹爪夹紧气缸127向下移动，

由夹紧夹爪128夹取成品，抓取成品后，移动滑杆气缸125动作，夹紧夹爪128将成品移送到

成品料盒中后复位，顶推气缸一12同时复位。

[0068] 本发明各个元件的上料原理是，

[0069] 待上料的油杯14放在油杯振盘99中，油杯振盘99旋转使所有的油杯14依次排序，

并且所有的油杯14朝向都一致，排序好的油杯14再通过油杯平振100出来，由上料机构3第

一三轴机械手54上的气缸夹手夹取，由分度机构34上的电机通过转轴64驱动上转盘52，驱

动上料机构3上第一三轴机械手54将油杯送到油杯上料工位21的工位夹具33中，内转盘19

上的驱动组件13上的气缸杆顶开工位夹具33，使油杯极靴装入工位夹具33，驱动组件13夹

紧油杯；(磁轭、线圈与油杯自动上料抓取机械手的结构相同)；下垫片第二三轴机械手55

(上垫片与下垫片自动上料抓取机械手结构相同，为第三气缸74.驱动左右移动第四夹紧气

缸75上的第二夹手76和第三夹手77组成，其余结构与作为下垫片上料机构5，油杯上料机构

4、线圈上料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轭上料机构8，备用上料机构的夹取机构对应为第

一三轴机械手54、第三三轴机械手56、第四三轴机械手57、第五三轴机械手58和第六三轴机

械手59结构都相同)；

[0070] 待上料的下垫片15是放在下垫片振盘104上的，下垫片振盘104旋转使所有的下垫

片15依次排序，并且所有的下垫片15朝向都一致，排序好的下垫片15再通过下垫片平振106

+第二三轴机械手55送到下垫片上料工位23；

[0071] 待上料的线圈16是放在线圈振盘115上的，线圈振盘115旋转使所有的线圈16依次

排序，并且所有的线圈16朝向都一致，排序好的线圈16再通过线圈平振116+第三三轴机械

手56送到线圈上料工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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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待上料的上垫片17是放在上垫片振盘上的，上垫片振盘旋转使所有的上垫片17依

次排序，并且所有的上垫片17朝向都一致，排序好的上垫片17再通过上垫片直振+第四三轴

机械手57送到上垫片上料工位27；

[0073] 待上料的磁轭18是放在磁轭振盘119上的，磁轭振盘119旋转使所有的磁轭18依次

排序，并且所有的磁轭18朝向都一致，排序好的磁轭18再通过磁轭平振120+第五三轴机械

手58送到磁轭上料工位29。

[0074] 本发明装置进行焊接时，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0075] 预备步骤、将各个元件放置在各自的上料机构中，

[0076] 步骤1、分度机构34的步进电机控制外转盘20转动后，使外转盘20处于停歇状态，

此时，十二个工位夹具33分别对应十二个工位，依次为油杯上料工位21、油杯检测工位22、

下垫片上料工位23、下垫片检测工位24、线圈上料工位25、线圈检测工位26、上垫片上料工

位27、上垫片检测工位28、磁轭上料工位29、磁轭检测工位30、锡焊工位位31及出料工位32。

[0077] 步骤2、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油杯上料工位21位置的工位夹具33，左夹

块40与右夹块41被打开，油杯14被油杯上料机构4送到左半圆槽48和右半圆槽49之间，左夹

块40与右夹块41复位将油杯14极靴夹紧。

[0078] 同步驱动上转盘52上的第一三轴机械手54，第二三轴机械手55，第三三轴机械手

56，第四三轴机械手57，第五三轴机械手58，对应抓取油杯上料机构4、下垫片上料机构5、线

圈上料机构6、上垫片上料机构7、磁轭上料机构8送来的部件(分别是油杯14、下垫片15、线

圈16、上垫片17、磁轭18)进行上料；

[0079] 步骤3、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油杯检测工位22外侧的检测传感器，对前

面作业位的油杯进行有无检测，安装到位则进入后道工序作业，没有则不作业而进行报警。

[0080] 步骤4、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下垫片上料工位23位置外的下垫片上料机

构5，由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中的第二三轴机械手55夹取下垫片15，将一个下垫片由第二三

轴机械手551套入工位夹具33上油杯14内的油杯极靴上后，再次抓取另一下垫片并压在上

一个下垫片上，各个部件复位。

[0081] 步骤5、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下垫片检测工位24外侧的检测传感器，对

前面作业位的下垫片15进行有无检测，安装到位则进入后道工序作业，没有则不作业并且

立即报警。

[0082] 步骤6、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线圈上料工位25位置外的线圈上料机构6，

由第三三轴机械手56夹取线圈16，套入工位夹具33上的下垫片15上后、第三三轴机械手56

及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复位。

[0083] 步骤7、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线圈检测工位26外侧的检测传感器，对前

面作业位的线圈16进行有无检测，安装到位则进入后道工序作业，没有则不作业并且立即

报警。

[0084] 步骤8、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上垫片上料工位27位置外的上垫片上料机

构7，由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的第四三轴机械手57夹取上垫片，将一个上垫片由第四三轴机

械手57套入工位夹具上油杯内的线圈16上后，第四三轴机械手57复位。

[0085] 步骤9、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上垫片检测工位28外侧的检测传感器，对

前面作业位的上垫片17进行有无检测，安装到位则进入后道工序作业，没有则不作业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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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报警。

[0086] 步骤10、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磁轭上料工位29位置外的线圈上料机构

6，由同步高速抓料机构3的第五三轴机械手58夹取磁轭18，套入工位夹具33上的上垫片17

上后，各个部件复位。

[0087] 步骤11、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位于磁轭检测工位30外侧的检测传感器，对前

面作业位的磁轭18进行有无检测，安装到位则进入后道工序作业，没有则不作业并且立即

报警。

[0088] 步骤12、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外转盘20上的锡焊工位31位置的锡焊机构9动

作，磁轭压紧杆98将装配好的油杯上的磁轭压住，焊丝沿电烙铁95及烙铁头96由第三气缸

94沿不小于45度角度送到磁轭和油杯加热面处送锡加热上锡，偶转轴板91带动电烙铁95及

烙铁头96旋转120度(即旋转1/3圈)，将融化的锡焊丝旋入磁轭和油杯形成满足要求的三角

形圆弧焊缝。焊接完成，各个部件复位。

[0089] 步骤13、在该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出料工位32位置的工位夹具33后方的顶推气

缸一12活塞杆伸出，左夹块40与右夹块41被打开，原来夹紧的油杯14处于放松状态，移动滑

杆气缸125推送下压气缸126带动夹紧夹爪128抓取成品后，由移动滑杆气缸125移送到成品

料盒中后复位，顶推气缸12一同时复位；在外转盘20停歇状态下，以此循环实现成品下料。

[0090] 步骤14、在完成上述步骤2至步骤13后，步进电机再驱动一步，控制外转盘20转动

30°，使完成步骤2至步骤13工序后的十二个工位夹具33分别向前移动一个工位，然后步进

电机控制外转盘20再停歇，各个工位夹具33全部向前错一工位重新进入十二个工位。

[0091] 重复上述步骤2至步骤13，实现对导电组件130组装焊接的流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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