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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
盖系统，
包括后盖掀起机构、
上表盖提取机构、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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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拆钉机构以及上表盖中转机构；
后盖掀起机构
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上表盖提取机构将废
旧电能表的上表盖取出，
经上表盖中转机构将上
表盖运输至冲压拆钉机构，
对上表盖进行冲压拆
钉。本发明能够实现上表盖、上表盖螺钉的自动
拆除及分类回收，
不仅减少电能器具报废导致的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而且促进电能计量器具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服务升级，
具有重要的环境、社
会效应和显著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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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后盖掀起机构、
上表盖提取机
构、
冲压拆钉机构以及上表盖中转机构；
后盖掀起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上表盖提取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上表盖取
出，
经上表盖中转机构将上表盖运输至冲压拆钉机构，
对上表盖进行冲压拆钉；
所述上表盖提取机构包括：
第一抓取机构、第一旋转机构、
驱动第一旋转机构竖直运动
的第一升降机构和驱动第一旋转机构水平运动的第一平移机构；
所述第一抓取机构连接于
第一旋转机构上；
后盖掀起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第一抓取机构抓取上表盖，
第一旋转机构旋
转设定角度后，
第一升降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上升，
将上表盖提起；
第一旋转机构翻转上
表盖，
第一平移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平移，
将上表盖输送给上表盖中转机构；
所述上表盖中转机构包括：
第二抓取机构、驱动第二抓取机构竖直运动的第二升降机
构和驱动第二抓取机构水平运动的第二平移机构；
上表盖被运输至上表盖中转机构时，
第二抓取机构抓取上表盖，
第二平移机构与第二
升降机构相配合，
将上表盖输送至冲压拆钉机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电能表后
盖推平机构；
上表盖被提取后，
电能表后盖推平机构将后盖推平。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冲压拆钉机
构包括：
冲压机和冲压定位机构，
冲压定位机构对上表盖螺钉位置定位，
冲压机将上表盖上
的螺钉逐一冲去。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冲压定位机
构选用定位气缸。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上表盖回
收输送线和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
所述上表盖回收输送线和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的末
端分别设有各自的回收箱；
所述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设于冲压拆钉机构的下方，
将冲压
下的上表盖螺钉输送至螺钉回收箱回收；
被冲去螺钉的上表盖经上表盖中转机构运输至上
表盖回收输送线，
回收到上表盖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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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保证电力计量的准确和公正，
推动电力检测的智能化发展，
电力计量器具既
需要不断升级改造，
又要在规定的使用寿命年限强制报废，
由此带来大批量废旧电力计量
器具的回收处理问题。
目前废旧单相智能电能表回收处理的方法大多采用粉碎、
碾压、
高温
熔化等传统粗放回收方式，
不仅无法高效实现材料再循环利用，
导致资源的浪费，
而且处理
过程容易造成粉尘、废液、废料等二次污染，
一旦对很多有毒元器件不经处理或处理不当，
将对土壤、
地下水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提供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
统，
能够实现废旧上表盖的自动拆除。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
统，
包括后盖掀起机构、
上表盖提取机构、冲压拆钉机构以及上表盖中转机构；
后盖掀起机
构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上表盖提取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上表盖取出，
经上表盖中转
机构将上表盖运输至冲压拆钉机构，
对上表盖进行冲压拆钉。
[0005] 所述上表盖提取机构包括：
第一抓取机构、第一旋转机构、
驱动第一旋转机构竖直
运动的第一升降机构和驱动第一旋转机构水平运动的第一平移机构；
所述第一抓取机构连
接于第一旋转机构上；
后盖掀起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第一抓取机构抓取上表盖，
第一旋转机构旋转设定角度后，
第一升降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上升，
将上表盖提起；
第一
旋转机构翻转上表盖，
第一平移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平移，
将上表盖输送给上表盖中转
机构。
[0006] 所述上表盖中转机构包括：
第二抓取机构、驱动第二抓取机构竖直运动的第二升
降机构和驱动第二抓取机构水平运动的第二平移机构；
上表盖被运输至上表盖中转机构
时，
第二抓取机构抓取上表盖，
第二平移机构与第二升降机构相配合，
将上表盖输送至冲压
拆钉机构。
[0007] 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还包括电能表后盖推平机构；
上表盖被提
取后，
电能表后盖推平机构将后盖推平。
[0008] 所述冲压拆钉机构包括：
冲压机和冲压定位机构，
冲压定位机构对上表盖螺钉位
置定位，
冲压机将上表盖上的螺钉逐一冲去。
[0009] 所述冲压定位机构选用定位气缸。
[0010] 所述的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盖系统，
还包括上表盖回收输送线和上表盖螺钉回
收输送线；
所述上表盖回收输送线和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的末端分别设有各自的回收
箱；
所述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设于冲压拆钉机构的下方，
将冲压下的上表盖螺钉输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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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回收箱回收；
被冲去螺钉的上表盖经上表盖中转机构运输至上表盖回收输送线，
回收
到上表盖回收箱。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提出了一种废旧电能表自动拆上表
盖系统，
在不依赖人工手动拆除的情况下，
实现上表盖、
上表盖螺钉的自动拆除、及分类回
收，
不仅减少电能器具报废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而且促进电能计量器具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服务升级，
具有重要的环境、
社会效应和显著的经济价值。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
7a、后盖掀起机构；
7b、第一旋转机构；
7c、第一抓取机构；
7d、后盖推平机构；
7e、第二抓取机构；
7f、冲压拆钉机构；
7g、
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
7h、
上表盖回收输送线；
7i、
冲压定位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
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5] 在进行废旧上表盖拆除之前，
需要先拆除废旧电能表的铅封及外盖，
使上表盖处
于上表盖提取机构下方。
[0016] 如图1所示，
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
后盖掀起机构7a、上表盖提取机构、后
盖推平机构7d、冲压拆钉机构7f以及上表盖中转机构。后盖掀起机构7a将废旧电能表的后
盖掀起，
上表盖提取机构将废旧电能表的上表盖取出，
上表盖被提取后，
后盖推平机构7d将
后盖推平，
然后上表盖中转机构将上表盖运输至冲压拆钉机构7f，
对上表盖进行冲压拆钉。
[0017]
后盖掀起机构7a包括：
第一夹手、第一旋转气缸，
第一夹手连接于第一旋转气缸
上；
电能表到位后，
第一夹手固定在后盖的两端，
第一旋转气缸逆时针旋转90度，
将后盖掀
起。
[0018]
后盖推平机构7d包括：
第二夹手、第二旋转气缸，
第二夹手连接于第二旋转气缸
上；
第二夹手固定在后盖的两端，
第二旋转气缸顺时针旋转90度，
将后盖推平。
[0019] 上表盖提取机构包括：
第一抓取机构7c、第一旋转机构7b、
驱动第一旋转机构7b竖
直运动的第一升降机构和驱动第一旋转机构7b水平运动的第一平移机构；
第一抓取机构7c
连接于第一旋转机构7b上；
后盖掀起机构7a将废旧电能表的后盖掀起，
第一抓取机构7c抓
取上表盖，
第一旋转机构7b旋转设定角度后，
第一升降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7b上升，
将上
表盖提起；
第一旋转机构7b翻转上表盖，
第一平移机构控制第一旋转机构7b平移，
将上表盖
输送给上表盖中转机构。
[0020] 上表盖中转机构包括：
第二抓取机构7e、
驱动第二抓取机构7e竖直运动的第二升
降机构和驱动第二抓取机构7e水平运动的第二平移机构；
上表盖被运输至上表盖中转机构
时，
第二抓取机构7e抓取上表盖，
第二平移机构与第二升降机构相配合，
将上表盖输送至冲
压拆钉机构7f。
[0021] 冲压拆钉机构7f包括：
冲压机和冲压定位机构7i，
冲压定位机构7i对上表盖螺钉
位置定位，
冲压机将上表盖上的螺钉逐一冲去。优选的，
冲压定位机构7i选用定位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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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还包括：
上表盖回收输送线7h和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7g。上表盖回收输
送线7h和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7g的末端分别设有各自的回收箱；
上表盖螺钉回收输送线
7g设于冲压拆钉机构7f的下方，
将冲压下的上表盖螺钉输送至螺钉回收箱回收；
被冲去螺
钉的上表盖经上表盖中转机构运输至上表盖回收输送线7h，
回收到上表盖回收箱。
[002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
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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