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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

装置，其结构包括机体、位移装置、压紧装置、连

接座一、旋转装置、连接座二、夹具装置，所述夹

具装置与连接座二机械连接，所述连接座二与旋

转装置机械连接，所述旋转装置与连接座一机械

连接，所述连接座一与压紧装置机械连接，所述

压紧装置与位移装置机械连接，所述位移装置安

装在机体上，本发明通过位移装置调整压紧装置

位置，压紧装置压紧弹簧罩后可以锁住，然后通

过旋转装置将弹簧罩与调压器阀体旋合。本发明

解决了调压器弹簧刚度大，人工装配费时费力、

困难的问题，具有省时省力，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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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体(1)、位移装置(2)、压紧装

置(3)、连接座一(4)、旋转装置(5)、连接座二(6)、夹具装置(7)，所述夹具装置(7)与连接座

二(6)机械连接，所述连接座二(6)与旋转装置(5)机械连接，所述旋转装置(5)与连接座一

(4)机械连接，所述连接座一(4)与压紧装置(3)机械连接，所述压紧装置(3)与位移装置(2)

机械连接，所述位移装置(2)安装在机体(1)上；

所述机体(1)包括底板(A01)、横梁(A02)、支撑架(A03)、锥齿轮轴一(A04)、锥齿轮轴二

(A05)、锥齿轮轴三(A06)，所述支撑架(A03)焊接于所述底板(A01)一侧，所述支撑架(A03)

与横梁(A02)机械连接，所述底板(A01)上安装有锥齿轮轴一(A04)，所述锥齿轮轴一(A04)

分别与锥齿轮轴二(A05)、锥齿轮轴三(A06)啮合安装，所述锥齿轮轴二(A05)和锥齿轮轴三

(A06)的顶部与横梁(A02)机械连接；

所述位移装置(2)包括背板(B01)、顶梁(B02)、滑块(B03)，所述背板(B01)与顶梁(B02)

机械焊接连接，所述背板(B01)与支撑架(A03)配合，所述背板(B01)与锥齿轮轴二(A05)、锥

齿轮轴三(A06)机械连接，所述滑块(B03)与顶梁(B02)配合；

所述压紧装置(3)包括齿轮组(C01)、棘轮(C02)、棘爪组件(C03)、齿轮箱(C04)、圆柱齿

条(C05)、齿条罩(D01)，所述齿轮组(C01)安装在齿轮箱(C04)内，所述棘爪组件(C03)与齿

轮箱(C04)机械连接，所述棘轮(C02)安装在齿轮组(C01)上，所述棘轮(C02)与棘爪配合，所

述齿轮组(C01)与圆柱齿条(C05)啮合，所述齿轮罩与齿轮箱(C04)机械连接，所述齿轮箱

(C04)与滑块(B03)机械连接；

所述旋转装置(5)包括套筒一(E01)、套筒二(E02)、所述套筒二(E02)置于套筒一(E01)

腔内，所述套筒一(E01)与连接座一(4)机械连接，所述套筒二(E02)连接于连接座二(6)一

端，所述夹具装置(7)连接于连接座二(6)的另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梁

(B02)、滑块(B03)、支撑架(A03)上均设有滑槽，所述背板(B01)与支撑架(A03)通过滑槽配

合连接，所述顶梁(B02)与滑块(B03)通过滑槽配合连接，所述背板(B01)与支撑架(A03)上

均开有若干销钉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锥齿轮轴

二(A05)、锥齿轮轴三(A06)、背板(B01)、横梁(A02)上有传动螺纹，所述锥齿轮轴二(A05)、

锥齿轮轴三(A06)与背板(B01)螺纹连接，所述锥齿轮轴二(A05)和锥齿轮轴三(A06)的顶端

为光杆且与横梁(A02)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座一

(4)底端焊有与套筒二(E02)点接触的顶尖(E04)，所述套筒一(E01)内壁为自润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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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气相关设备领域，尤其是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燃气调压器是通过自动改变经调节阀的燃气流量而使出口燃气保持规定压力的

设备，使用非常的广泛。

[0003] 专利文件(CN108406282B)中涉及一种用于调压器的装配工装，包括底座、竖直固

定在底座上的支架、固定安装在支架顶部的轴承座、一端水平轴接在轴承座内的主轴、滑动

套设在主轴中部的回转件以及套设在主轴另一端用于固定调压器阀体的法兰，所述回转件

和法兰分别通过一号键和二号键与主轴同步旋转，所述回转件和轴承座上设有相互匹配用

于防止主轴旋转的固定组件。通过螺栓螺母将阀体安装在工装上，使装配过程中，阀体定位

可靠，可以提高装配精度，并增加装配操作的安全性。

[0004] 专利(CN202461956U)中公开了一种调压器装配台，其包括手动翻转机构、组合夹

具、电机、装配平台、电动扭矩扳手、悬臂后段、控制盒、弹力拉索、悬臂滑杆、液晶显示屏、滑

槽，手动翻转机构与组合夹具连接，电机与装配平台连接，装配平台安装在组合夹具的下

方，电动扭矩扳手安装在手动翻转机构的上方和悬臂后段的下方，悬臂后段安装在控制盒

的下方，悬臂滑杆安装在控制盒的一侧，弹力拉索安装在悬臂滑杆上，液晶显示屏安装在手

动翻转机构的正上方，滑槽靠近手动翻转机构。

[0005] 调压器使用的调压弹簧刚度大，需要压缩一定的距离才能将弹簧罩与调压器组装

在一起，人工装配难度很大，费时费力，以上专利虽然都实现了调压器的方便装配，但是都

没有考虑到调压器弹簧刚度大，难以安装的问题，所以急需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

置来替代人工安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便于将弹簧罩和调压器组装到一起的燃

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装置，包括机体、位移装置、压紧装置、连接座一、旋转

装置、连接座二、夹具装置，所述夹具装置与连接座二机械连接，所述连接座二与旋转装置

机械连接，所述旋转装置与连接座一机械连接，所述连接座一与压紧装置机械连接，所述压

紧装置与位移装置机械连接，所述位移装置安装在机体上；

[0009] 所述机体包括底板、横梁、支撑架、锥齿轮轴一、锥齿轮轴二、锥齿轮轴三，所述支

撑架焊接于所述底板一侧，所述支撑架与横梁机械连接(螺栓连接写于说明书中)，所述底

板上安装有锥齿轮轴一，所述锥齿轮轴一分别与锥齿轮轴二、锥齿轮轴三啮合安装，所述锥

齿轮轴二和锥齿轮轴三的顶部与横梁机械连接；

[0010] 所述位移装置包括背板、顶梁、滑块，所述背板与顶梁机械焊接连接，所述背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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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架配合，所述背板与锥齿轮轴二、锥齿轮轴三机械连接，所述滑块与顶梁配合；

[0011] 所述压紧装置包括齿轮组、棘轮、棘爪组件、齿轮箱、圆柱齿条、齿条罩，所述齿轮

组安装在齿轮箱内，所述棘爪组件与齿轮箱机械连接，所述棘轮安装在齿轮组上，所述棘轮

与棘爪配合，所述齿轮组与圆柱齿条啮合，所述齿轮罩与齿轮箱机械连接，所述齿轮箱与滑

块机械连接；

[0012] 所述旋转装置包括套筒一、套筒二、所述套筒二置于套筒一腔内，所述套筒一与连

接座一机械连接，所述套筒二连接于连接座二一端，所述夹具装置连接于连接座二的另一

端。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顶梁、滑块、支撑架上均设有滑槽，所述

背板与支撑架通过滑槽配合连接，所述顶梁与滑块通过滑槽配合连接，所述背板与支撑架

上均开有若干销钉孔

[0014]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锥齿轮轴二、锥齿轮轴三、背板、横梁上

有传动螺纹，所述锥齿轮轴二、锥齿轮轴三与背板螺纹连接，所述锥齿轮轴二和锥齿轮轴三

的顶端为光杆且与横梁连接。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连接座一底端焊有与套筒二点接触的顶

尖，所述套筒一内壁为自润滑材料。

[0016]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17] 本发明机体安装有车轮便于移动，位移装置可以上下左右移动，调节位置满足不

同装配环境的装配，棘轮棘爪配合防止齿轮反转，旋转装置点接触便于旋转，进而采用压紧

装置将弹簧罩压在调压器阀体上，然后通过旋转装置将弹簧罩与阀体旋合，通过机体、位移

装置、压紧装置、连接座一、旋转装置、连接座二、夹具装置的结合设置可方便、省力、可靠的

解决弹簧刚度大，弹簧罩难以人工安装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机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位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压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圆柱齿条安装剖视图；

[0023] 图6是旋转装置的剖视图；

[0024] 图7是夹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连接座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机体，2、位移装置，3、压紧装置，4、连接座一，5、旋转装置，6、连接座二，7、

夹具装置；

[0027] A01、底板，A02、横梁，A03、支撑架，A04、锥齿轮轴一，A05、锥齿轮轴二，A06、锥齿轮

轴三，A07、车轮；

[0028] B01、背板，B02、顶梁，B03、滑块；

[0029] C01、齿轮组，C02、棘轮，C03、棘爪组件，C04、齿轮箱，C05、圆柱齿条；

[0030] D01、齿条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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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E01、套筒一，E02、套筒二，E03、卡槽，E04、顶尖；

[0032] F01、夹具构件，F02、销钉，F03、调节螺钉；

[0033] G01、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燃气调压器弹簧罩安装机，其结构包括机体1、位

移装置2、压紧装置3、连接座一4、旋转装置5、连接座二6、夹具装置7，夹具装置7与连接座二

6机械连接，连接座二6与旋转装置5机械连接，旋转装置5与连接座一4机械连接，连接座一4

与压紧装置3机械连接，压紧装置3与位移装置2机械连接，位移装置2安装在机体1上。

[0036] 如图6和7所示，扭转把手G01夹紧弹簧罩，将夹具装置7与连接座二6的一端机械连

接，连接座二6的另一端与套筒二E02螺纹连接。

[0037] 如图1和图2所示，机体1包括底板A01、横梁A02、支撑架A03、锥齿轮轴一A04、锥齿

轮轴二A05、锥齿轮轴三A06、车轮A07，底板A01上安装有车轮A07，方便移动，底板A01与支撑

架A03机械焊接连接，支撑架A03与横梁A02机械连接，底板A01上安装有锥齿轮轴一A04，锥

齿轮轴一A04分别与锥齿轮轴二A05锥齿轮轴三A06啮合安装。

[0038] 如图2和3所示，位移装置2包括背板B01、顶梁B02、滑块B03，背板B01与顶梁B02机

械焊接连接，锥齿轮轴二A05、锥齿轮轴三A06、背板B01、横梁A02上有传动螺纹，锥齿轮轴二

A05、锥齿轮轴三A06与背板B01螺纹连接，锥齿轮轴二A05和锥齿轮轴三A06的顶端为光杆且

与横梁A02连接，顶梁B02、滑块B03、支撑架A03上开有滑槽，背板B01与支撑架A03通过滑槽

配合连接，顶梁B02与滑块B03通过滑槽配合连接，实现背板B01在支撑架A03上的上下移动，

顶梁B02与滑块B03通过滑槽配合连接，实现滑块在顶梁B02上的左右移动，背板B01与支撑

架A03上开有销钉孔，背板B01与支撑架A03可插入销钉F02连接，固定背板B01防止滑移。

[0039] 如图1、4和5所示，压紧装置3包括齿轮组C01、棘轮C02、棘爪组件C03、齿轮箱C04、

圆柱齿条C05、齿条罩D01，齿轮组C01安装在齿轮箱C04内，齿轮组C01与圆柱齿条C05啮合，

棘爪组件C03与齿轮箱C04螺纹连接，棘轮C02安装在齿轮组C01上，棘轮C02与棘爪组件C03

配合，当圆柱齿条C05向下移动，扳起棘爪组件C03，压紧弹簧罩后，棘爪组件C03扳回与棘轮

C02啮合防止齿轮组C01反转，齿条罩D01与齿轮箱C04机械连接，齿轮箱C04与滑块B03机械

连接，圆柱齿条C05下端与连接座一4连接。

[0040] 如图1和6所示，旋转装置5包括套筒一E01、套筒二E02，套筒二E02与套筒一E01设

计有卡槽E03，套筒二E02置于套筒一E01腔内，套筒一E01与连接座一4机械连接，套筒二E02

与连接座二6机械连接，连接座二6底端焊有与套筒二E02点接触的顶尖E04，方便转动。

[0041] 如图7所示，夹具装置7包括夹具构件F01，销钉F02，调节螺钉F03，夹具构件F01由

销钉FO2连接，调节螺钉F03与夹具构件F01的横杆螺纹连接，通过转动调节螺钉F03来带动

夹具构件F01的横杆上下移动，以控制夹具构件F01的夹紧与放松。

[0042] 如图8所示，连接座二6上焊有把手G01。

[0043] 在安装弹簧罩时，用夹具装置7夹紧弹簧罩，安装在旋转装置5上，然后根据装配线

的具体情况，将背板B01调整到合适的高度，用销钉F02锁住，进而将压紧装置3通过滑块B03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转动齿轮组C01，圆柱齿条C05下移，压紧弹簧罩，用棘爪组件C03锁住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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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C02，防止齿轮组C01回转，进一步通过旋转装置5，转动连接座二6上的把手，将弹簧罩与

调压器阀体旋合在一起。

[004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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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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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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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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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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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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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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