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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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335361.1

(22)申请日 2017.12.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347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23

(73)专利权人 东莞理工学院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

业园区大学路1号

(72)发明人 邓君　孙振忠　龙剑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卓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394

代理人 陈益思

(51)Int.Cl.

H02K 15/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712401 A,2017.05.24,

CN 103956862 A,2014.07.30,

CN 107052737 A,2017.08.18,全文.

JP 特开平7-63652 A,1995.03.10,全文.

审查员 张颖超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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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

装机，下支架上设置有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马

达壳定位装置的后侧配合有马达壳输送装置、左

右侧配合有马达轴输送槽、上部配合有下料装

置，马达轴输送槽的左侧配合有顶入装置，马达

壳定位装置包括设置在下支架上两块接料定位

挡块，且两块接料定位挡块与马达轴输送槽配合

的部位为缺口，接料定位挡块上设置有接料定位

转轴和接料定位电机，接料定位转轴上套接有接

料定位转筒，接料定位转筒的外侧沿环形均匀的

设置有接料分隔板；本发明采用可以转动的马达

壳接料定位装置配合马达壳输送装置和马达轴

输送槽，实现马达壳连续上料的同时能够使其上

的马达壳与马达轴精度对接，还能够配合下料装

置实现精准的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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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它包括下支架（8）和上支架（9），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下支架（8）上设置有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2），所述的马达壳定位装置（2）的后侧配合

有马达壳输送装置（3）、左右侧配合有马达轴输送槽（1）、上部配合有下料装置（6），所述的

马达轴输送槽（1）的左侧配合有顶入装置（5），所述的马达壳定位装置（2）包括设置在下支

架（8）上两块接料定位挡块（16），且两块接料定位挡块（16）与马达轴输送槽（1）配合的部位

为缺口，所述的接料定位挡块（16）上设置有左右水平走向的接料定位转轴（17）和接料定位

电机（20），所述的接料定位转轴（17）上套接有接料定位转筒（18），所述的接料定位转筒

（18）的外侧沿环形均匀的设置有接料分隔板（19），且两块相邻的接料分隔板（19）之间形成

与马达壳（21）配合的接料定位区，所述的下料装置（5）包括设置上支架（9）上的下料升降气

缸（23），所述的下料升降气缸（23）下方连接有下料升降块（24），所述的下料升降块（24）的

中部设置有壳体夹持气缸（25），两侧设置有与马达轴（4）端部配合的夹轴装置，所述的壳体

夹持气缸（25）的左右侧设置有与接料定位区内的马达壳（21）配合的壳体夹持块（2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轴

装置包括设置在下落升降块（24）下方设置的夹轴活动气缸（30）和夹轴翻转安装座（31），所

述的夹轴活动气缸（30）连接有穿过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夹轴活动齿条（29），所述的夹轴

翻转安装座（31）上安装有夹轴翻转轴（32），所述的夹轴翻转轴（32）中部固套有与夹轴活动

齿条（29）啮合的夹轴翻转齿轮（33）、超出夹轴翻转安装座的部分固套有与马达轴（4）两端

配合的夹轴翻转夹块（3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轴

活动齿条（29）的上部设置有夹轴活动滑块（28），所述的夹轴活动滑块（28）与下料升降块

（24）下方的夹轴活动滑槽（27）配合，所述的夹轴活动滑槽（27）和夹轴活动滑块（28）的横截

面均为T字形，所述的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内侧面设置有与竖直状态的夹轴翻转夹块

（34）接触配合的翻转定位挡块（3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翻转

定位块（35）与夹轴翻转夹块（34）配合的一侧嵌入有翻转定位弹性块（36），所述的翻转定位

弹性块（36）处于无压力状态时超出翻转定位挡块（35），所述的翻转定位弹性块（36）位于翻

转定位挡块（35）内的一侧配合有压力传感器（37）。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料

定位转轴（17）的另一端配合有接料定位轴承座（38），所述的接料定位挡块（16）开设有竖直

走向并与接料定位转轴（17）配合的接料定位升降槽（39），所述的接料定位轴承座（38）和接

料定位电机（20）均与接料定位挡块（16）外侧设置的竖直走向的接料定位升降气缸（40）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马达壳输送装置（3）包括设置在下支架（8）上前后走向的皮带输送装置（11），所述的皮

带输送装置（11）的前端连接有左右侧有护板的马达壳输送滑槽（12），且马达壳输送滑槽

（12）与皮带输送装置（11）配合的部位护板设置有缺口，缺口处配合有马达壳卡位夹块

（15），所述的马达壳卡位夹块（15）通过左右走向的马达壳卡位弹簧（14）与下支架（8）上设

置的马达壳卡位座（1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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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加工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马达是一种常用的动力驱动零件，应用非常广泛，其大多都是包括加工组装好的

马达壳和穿过马达壳的马达轴，马达壳内含有能够驱动马达轴的部件，在加工过程中大多

都会用到马达轴的压入设备。

[0003] 现有的马达轴压入大多都是采用与马达壳配合的固定载具，然后通过侧部的马达

轴顶入装置实现马达轴的顶入，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马达转轴的加工，需要人工进行马达壳

的上料和加工后的马达下料，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大规模的组装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采用可以转动的马达壳

接料定位装置配合马达壳输送装置和马达轴输送槽，实现马达壳连续上料的同时能够使其

上的马达壳与马达轴精度对接，还能够配合下料装置实现精准的下料。

[0005]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

机，它包括下支架(8)和上支架(9)，所述的下支架(8)上设置有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2)，所

述的马达壳定位装置(2)的后侧配合有马达壳输送装置(3)、左右侧配合有马达轴输送槽

(1)、上部配合有下料装置(6)，所述的马达轴输送槽(1)的左侧配合有顶入装置(5)，所述的

马达壳定位装置(2)包括设置在下支架(8)上两块接料定位挡块(16)，且两块接料定位挡块

(16)与马达轴输送槽(1)配合的部位为缺口，所述的接料定位挡块(16)上设置有左右水平

走向的接料定位转轴(17)和接料定位电机(20)，所述的接料定位转轴(17)上套接有接料定

位转筒(18)，所述的接料定位转筒(18)的外侧沿环形均匀的设置有接料分隔板(19)，且两

块相邻的接料分隔板(19)之间形成与马达壳(21)配合的接料定位区。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下料装置(5)包括设置上支架(9)上的下料升降气缸(23)，所述

的下料升降气缸(23)下方连接有下料升降块(24)，所述的下料升降块(24)的中部设置有壳

体夹持气缸(25)，两侧设置有与马达轴(4)端部配合的夹轴装置，所述的壳体夹持气缸(25)

的左右侧设置有与接料定位区内的马达壳(21)配合的壳体夹持块(26)。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夹轴装置包括设置在下落升降块(24)下方设置的夹轴活动气缸

(30)和夹轴翻转安装座(31)，所述的夹轴活动气缸(30)连接有穿过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

夹轴活动齿条(29)，所述的夹轴翻转安装座(31)上安装有夹轴翻转轴(32)，所述的夹轴翻

转轴(32)中部固套有与夹轴活动齿条(29)啮合的夹轴翻转齿轮(33)、超出夹轴翻转安装座

的部分固套有与马达轴(4)两端配合的夹轴翻转夹块(34)。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夹轴活动齿条(29)的上部设置有夹轴活动滑块(28)，所述的夹

轴活动滑块(28)与下料升降块(24)下方的夹轴活动滑槽(27)配合，所述的夹轴活动滑槽

(27)和夹轴活动滑块(28)的横截面均为T字形，所述的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内侧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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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竖直状态的夹轴翻转夹块(34)接触配合的翻转定位挡块(35)。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翻转定位块(35)与夹轴翻转夹块(34)配合的一侧嵌入有翻转定

位弹性块(36)，所述的翻转定位弹性块(36)处于无压力状态时超出翻转定位挡块(35)，所

述的翻转定位弹性块(36)位于翻转定位挡块(35)内的一侧配合有压力传感器(37)。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接料定位转轴(17)的另一端配合有接料定位轴承座(38)，所述

的接料定位挡块(16)开设有竖直走向并与接料定位转轴(17)配合的接料定位升降槽(39)，

所述的接料定位轴承座(38)和接料定位电机(20)均与接料定位挡块(16)外侧设置的竖直

走向的接料定位升降气缸(40)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马达壳输送装置(3)包括设置在下支架(8)上前后走向的皮带输

送装置(11)，所述的皮带输送装置(11)的前端连接有左右侧有护板的马达壳输送滑槽

(12)，且马达壳输送滑槽(12)与皮带输送装置(11)配合的部位护板设置有缺口，缺口处配

合有马达壳卡位夹块(15)，所述的马达壳卡位夹块(15)通过左右走向的马达壳卡位弹簧

(14)与下支架(8)上设置的马达壳卡位座(13)连接。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3] 1、采用可以转动的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配合马达壳输送装置和马达轴输送槽，实

现马达壳连续上料的同时能够使其上的马达壳与马达轴精度对接，还能够配合下料装置实

现精准的下料。

[0014] 2、下料装置的设计，可以对组装后的马达壳体部分进行夹持的同时实现中心定

位，进而可以方便侧部夹紧部分的精准夹持，采用的是马达壳和马达轴的同步夹持下料，能

够确保下料的稳定性。

[0015] 3、侧部夹轴装置的结构设计，操作简单，转动的幅度精准，进而可以对压入到马达

壳内的马达轴进行位置调整。

[0016] 4、夹轴活动滑块和夹轴活动滑槽的配合，能够确保夹轴活动齿条的精度，进而能

够进一笔提高转动的精度，翻转定位挡块的设计，能够对夹轴翻转夹块的夹轴范围进行限

定，进而能够使下料装置实现下料的同时起到轴的尺寸检测作用。

[0017] 5、翻转定位弹性块和压力传感器的设计，能够更为精准的通过翻转夹持检测马达

轴的长度尺寸，进而能够对某个范围内的马达轴起到检测的作用。

[0018] 6、接料定位升降槽和接料定位升降气缸的设计，可以将整个接料定位部分进行升

降，进而可以使组装好的马达轴脱离马达轴输送槽的底部，避免夹轴翻转夹块转动过程中

与马达轴输送槽底部产生干涉。

[0019] 7、马达壳输送装置的结构设计巧妙，能够使马达壳单个的滑入到马达壳接料定位

区内，避免出现同一个马达壳接料定位区内有两个马达壳干涉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的俯视图。

[0021] 图2为马达壳输送装置、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和马达轴输送槽的配合俯视图。

[0022] 图3为图2中A-A的剖视图。

[0023] 图4为下料装置、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和马达轴输送槽的配合俯视图。

[0024] 图5为图4中B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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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6为图5中C的局部放大图。

[0026] 图7为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和马达轴输送槽的配合示意图。

[0027] 图中所示文字标注表示为：1、马达轴输送槽；2、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3、马达壳输

送装置；4、马达轴；5、顶入装置；6、下料装置；8、下支架；9、上支架；11、皮带输送装置；12、马

达壳输送滑槽；13、马达壳卡位座；14、马达壳卡位弹簧；15、马达壳卡位夹块；16、接料定位

挡块；17、接料定位转轴；18、接料定位转筒；19、接料分隔板；20、接料定位电机；21、马达壳；

23、下料升降气缸；24、下料升降块；25、壳体夹持气缸；26、壳体夹持块；27、夹轴活动滑槽；

28、夹轴活动滑块；29、夹轴活动齿条；30、夹轴活动气缸；31、夹轴翻转安装座；32、夹轴翻转

轴；33、夹轴翻转齿轮；34、夹轴翻转夹块；35、翻转定位挡块；36、翻转定位弹性块；37、压力

传感器；38、接料定位轴承座；39、接料定位升降槽；40、接料定位升降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

作用。

[0029]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为：一种可自动精准下料的马达组装机，它包

括下支架8和上支架9，所述的下支架8上设置有马达壳接料定位装置2，所述的马达壳定位

装置2的后侧配合有马达壳输送装置3、左右侧配合有马达轴输送槽1、上部配合有下料装置

6，所述的马达轴输送槽1的左侧配合有顶入装置5，所述的马达壳定位装置2包括设置在下

支架8上两块接料定位挡块16，且两块接料定位挡块16与马达轴输送槽1配合的部位为缺

口，所述的接料定位挡块16上设置有左右水平走向的接料定位转轴17和接料定位电机20，

所述的接料定位转轴17上套接有接料定位转筒18，所述的接料定位转筒18的外侧沿环形均

匀的设置有接料分隔板19，且两块相邻的接料分隔板19之间形成与马达壳21配合的接料定

位区。

[0030] 优选的，所述的下料装置5包括设置上支架9上的下料升降气缸23，所述的下料升

降气缸23下方连接有下料升降块24，所述的下料升降块24的中部设置有壳体夹持气缸25，

两侧设置有与马达轴4端部配合的夹轴装置，所述的壳体夹持气缸25的左右侧设置有与接

料定位区内的马达壳21配合的壳体夹持块26。

[0031] 优选的，所述的夹轴装置包括设置在下落升降块24下方设置的夹轴活动气缸30和

夹轴翻转安装座31，所述的夹轴活动气缸30连接有穿过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夹轴活动齿条

29，所述的夹轴翻转安装座31上安装有夹轴翻转轴32，所述的夹轴翻转轴32中部固套有与

夹轴活动齿条29啮合的夹轴翻转齿轮33、超出夹轴翻转安装座的部分固套有与马达轴4两

端配合的夹轴翻转夹块34。

[0032] 优选的，所述的夹轴活动齿条29的上部设置有夹轴活动滑块28，所述的夹轴活动

滑块28与下料升降块24下方的夹轴活动滑槽27配合，所述的夹轴活动滑槽27和夹轴活动滑

块28的横截面均为T字形，所述的夹轴翻转安装座31的内侧面设置有与竖直状态的夹轴翻

转夹块34接触配合的翻转定位挡块35。

[0033] 优选的，所述的翻转定位块35与夹轴翻转夹块34配合的一侧嵌入有翻转定位弹性

块36，所述的翻转定位弹性块36处于无压力状态时超出翻转定位挡块35，所述的翻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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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块36位于翻转定位挡块35内的一侧配合有压力传感器37。

[0034] 优选的，所述的接料定位转轴17的另一端配合有接料定位轴承座38，所述的接料

定位挡块16开设有竖直走向并与接料定位转轴17配合的接料定位升降槽39，所述的接料定

位轴承座38和接料定位电机20均与接料定位挡块16外侧设置的竖直走向的接料定位升降

气缸40连接。

[0035] 优选的，所述的马达壳输送装置3包括设置在下支架8上前后走向的皮带输送装置

11，所述的皮带输送装置11的前端连接有左右侧有护板的马达壳输送滑槽12，且马达壳输

送滑槽12与皮带输送装置11配合的部位护板设置有缺口，缺口处配合有马达壳卡位夹块

15，所述的马达壳卡位夹块15通过左右走向的马达壳卡位弹簧14与下支架8上设置的马达

壳卡位座13连接。

[0036] 具体使用时，先将马达轴4放入马达轴输送槽1内，同时将马达壳21放入到皮带输

送装置11上，通过皮带输送装置11的输送进入到马达壳输送槽12内，且被马达壳卡位夹块

15夹持住，后一个马达壳21在皮带输送装置11的输送下将前一个马达卡顶出马达壳卡位夹

块15，后一个马达壳21被夹持住，前一个马达壳21会进入到马达壳接料定位区，之后通过接

料定位电机20的转动带动装有马达壳21的马达壳接料定位区转动到最上部，使其与马达轴

输送槽1对接，之后通过顶入装置5将马达轴输送槽1内的马达轴4顶动插入到马达壳内，之

后通过接料定位升降气缸40带动接料定位转轴17上升，进而带动组装好的马达壳和马达轴

整体上升，然后通过下料升降气缸23带动下料升降块24下降，之后通过壳体夹持气缸25带

动两块壳体夹持块26向中心运动，进而使壳体夹持块26夹持住马达壳的左右侧面，之后通

过夹轴活动气缸30带动夹轴活动齿条29活动，进而带动夹轴翻转齿轮33转动，进而通过夹

轴翻转轴带动夹轴翻转夹块34转动到竖直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两侧夹轴翻转夹块34会对

马达轴的位置进行调整，如果马达轴的尺寸合格，夹轴翻转夹块34会将翻转定位弹性块36

向内压，进而压力传感器会产生对应的压力值，如果压力值过大，则证明马达轴4的长度过

长，如压料值过小或者没有压力，则证明马达轴4长度过短，如检测合格，则通过下料升降气

缸23上升降组装好的马达取走，完成单个马达的组装，后续的组装重复上述步骤。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

[0038]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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