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995673.3

(22)申请日 2018.08.29

(71)申请人 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

业区裕元一路2号

(72)发明人 黄炳坤　王崇祁　杨兆银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商专永信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400

代理人 邢若兰　高之波

(51)Int.Cl.

B23Q 1/25(2006.01)

B23Q 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升料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升料装置。该装置包

括基板，基板上表面四角分别通过立柱连接治具

板下表面四角形成矩形框架，治具板上设有四个

料道，顶升部包括活动板，活动板上安装有若干

个顶柱，顶柱能够推动每个原料沿料道向上移

动，每个限位部包括限位板，限位板贴合限位柱

上表面，限位板限定原料高度，每个压紧部包括

双向压块、两个滑块，双向压块向下运行，滑块分

别水平滑动夹紧型材。本发明具有自动化生产升

料，生产效率高，适用大规模连续化作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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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1)、治具板(2)、顶升部(4)以及四个限位

部(5)、四个压紧部(6)，

所述基板(1)上表面四角分别通过立柱(3)连接所述治具板(2)下表面四角形成矩形框

架，

所述治具板(2)对称设有四个第一通孔(22)，每个所述第一通孔(22)上表面四周向内

凹陷形成一个矩形状的凹槽(21)，每个所述第一通孔(22)四周中心对称设有四个料道

(23)，原料在所述料道(23)内上下移动，

所述顶升部(4)包括第一气缸(41)以及活动板(42)，所述第一气缸(41)固定在所述基

板(1)上表面中心，所述活动板(42)的中心连接所述第一气缸(41)的伸缩杆端，所述活动板

(42)上对称设有四个第二通孔(421)，所述第二通孔(421)和所述第一通孔(22)相对应，所

述活动板(42)上安装有若干个所述顶柱(43)，每个所述顶柱(43)和一个所述料道(23)上下

对应，所述第一气缸(41)向上运动，所述顶柱(43)能够推动每个原料沿所述料道(23)向上

移动，

每个所述限位部(5)包括第二气缸(51)、限位板(52)以及两个限位柱(53)，所述第二气

缸(51)为旋转下压气缸，所述第二气缸(51)对称固定在所述治具板(2)两侧面，所述限位板

(52)连接所述第二气缸(51)的伸缩杆端，所述限位柱(53)固定在所述治具板(2)上，所述限

位柱(53)位于外侧的所述料道(23)后端，所述第二气缸(51)转动并向下运行，所述限位板

(52)贴合所述限位柱(53)上表面，所述限位板(52)前端位于所述料道(23)上方，原料向上

运行至所述限位板(52)下表面停止，

每个所述压紧部(6)包括第三气缸(61)、双向压块(62)、两个滑块(63)以及两个导向块

(64)，所述导向块(64)对称固定在所述凹槽(21)的纵边上，所述滑块(63)位于所述凹槽

(21)的横向，所述滑块(63)滑动连接在两个所述导向块(64)内，所述双向压块(62)位于两

个所述第二通孔(421)上侧，四个所述第三气缸(61)对称连接在所述基板(1)上表面，每个

所述第三气缸(61)的伸缩杆端连接连接杆(65)，所述连接杆(65)上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

(22)、所述第二通孔(421)连接一个所述双向压块(62)，所述双向压块(62)两侧面为上斜面

(621)，所述滑块(63)内侧面为下斜面(631)，所述上斜面(621)和所述下斜面(631)倾斜角

度相同，所述上斜面(621)位于所述下斜面(631)上侧，所述双向压块(62)向下运行，所述上

斜面(621)压迫所述下斜面(631)，所述滑块(63)分别水平滑动夹紧型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道(23)和所述凹槽

(21)上表面之间形成有滑槽(24)，所述滑块(63)外侧面上端对称设有两个夹紧头(632)，所

述夹紧头(632)位于所述滑槽(24)内，所述双向压块(62)向下运行，每个所述夹紧头(632)

分别水平滑动夹紧一个型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部(4)还包括两组

相互配合的导柱(44)以及直线轴承(45)，所述导柱(44)上端连接所述治具板(2)下表面中

间两端，所述导柱(44)下端连接所述基板(1)上表面中间两端，所述活动板(42)两端设有第

三通孔(422)，所述直线轴承(45)连接在所述第三通孔(422)内，所述直线轴承(45)包套在

所述导柱(44)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52)上设有两个

第一U型通孔(521)，所述第一U型通孔(521)和所述料道(23)相对应，所述第一U型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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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宽度小于所述料道(23)宽度，所述第一U型通孔(521)的宽度大于原料加工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52)后端设有一

个第二U型通孔(522)，所述第二气缸(51)上表面后侧设有一个定位销(54)，所述第二气缸

(51)上升后，所述限位板(52)高度高于所述定位销(54)，所述第二气缸(51)下降后，所述第

二U型通孔(522)能够进入所述定位销(5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63)和所述凹槽

(21)之间设有两个第一弹簧(6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63)外表面下端对

称设有两个定位柱(633)，所述凹槽(21)横边壁设有两个定位孔(211)，所述第一弹簧(66)

一端套设于定位柱(633)，且另一端套设于所述定位孔(21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63)侧面下端还形

成有翼板(634)，所述导向块(64)下端形成有导向槽(641)，所述翼板(634)贴合所述导向槽

(641)上表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侧向夹紧部(7)，所述

侧向夹紧部(7)包括浮动顶块(71)以及限位块(72)，每个所述料道(23)侧面上端形成一个

缺口(231)，每个所述缺口(231)一侧设有一个浮动顶块(71)，

所述限位块(7)内设有横向设置的第四通孔(721)，所述浮动顶块(71)的横截面和所述

第四通孔(721)截面相同，所述第四通孔(721)前端还形成有盲孔(722)，所述浮动顶块(71)

穿过所述盲孔(722)固定于所述第四通孔(721)内，

所述浮动顶块(71)和所述盲孔(722)后孔壁之间还设有第二弹簧(73)，所述浮动顶块

(71)能够受所述第二弹簧(73)弹性力侧向夹紧原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缺口(231)一侧，所述

治具板(2)上表面内凹形成限位槽(25)，所述限位槽(25)和所述缺口(231)相连通，所述限

位槽(25)内固定所述限位块(72)，

所述第四通孔(721)两侧还设有贯穿的径向孔(723)，所述径向孔(723)内设有一个销

轴(74)，所述浮动顶块(71)内设有一个长圆孔(711)，所述销轴(74)横穿所述长圆孔(711)

固定所述浮动顶块(71)，

所述第二弹簧(73)位于所述长圆孔(711)内，所述第二弹簧(73)前端贴紧所述长圆孔

(711)前端，所述弹簧(73)后端贴合所述盲孔(722)后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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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升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手机行业3C零件CNC精密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自动升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CNC加工行业中，当需要自动升料实现自动生产，通用做法有：伺服电机丝杠传

动机构或齿条双动气缸机构，其缺陷在于：其一，伺服电机、丝杠螺母以及齿条等零部件成

本高，零部件精度要求高；其二，而且CNC加工时机台内产生大量废屑和切削液，加工环境恶

劣，伺服电机以及丝杠螺母或齿条双动气缸方案容易失效。鉴于上述原因，目前工厂常采用

人工上料结构，其缺陷在于：当产品加工时间短，需要频繁升料时，人工手动升料影响加工

效率，加工效率低，不适用大规模连续化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生产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或多个，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升料装置。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该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包括基板、治具板、顶升部以及四个

限位部、四个压紧部，基板上表面四角分别通过立柱连接治具板下表面四角形成矩形框架，

[0005] 治具板对称设有四个第一通孔，每个第一通孔上表面四周向内凹陷形成一个矩形

状的凹槽，每个第一通孔四周中心对称设有四个料道，原料在料道内上下移动，

[0006] 顶升部包括第一气缸以及活动板，第一气缸固定在基板上表面中心，活动板的中

心连接第一气缸的伸缩杆端，活动板上对称设有四个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和第一通孔相对

应，活动板上安装有若干个顶柱，每个顶柱和一个料道上下对应，第一气缸向上运动，顶柱

能够推动每个原料沿料道向上移动，

[0007] 每个限位部包括第二气缸、限位板以及两个限位柱，第二气缸为旋转下压气缸，第

二气缸对称固定在治具板两侧面，限位板连接第二气缸的伸缩杆端，限位柱固定在治具板

上，限位柱位于外侧的料道后端，第二气缸转动并向下运行，限位板贴合限位柱上表面，限

位板前端位于料道上方，原料向上运行至限位板下表面停止，

[0008] 每个压紧部包括第三气缸、双向压块、两个滑块以及两个导向块，导向块对称固定

在凹槽的纵边上，滑块位于凹槽的横向，滑块滑动连接在两个导向块内，双向压块位于两个

第二通孔上侧，四个第三气缸对称连接在基板上表面，每个第三气缸的伸缩杆端连接连接

杆，连接杆上端穿过第一通孔、第二通孔连接一个双向压块，双向压块两侧面为上斜面，滑

块内侧面为下斜面，上斜面和下斜面倾斜角度相同，上斜面位于下斜面上侧，双向压块向下

运行，上斜面压迫下斜面，滑块分别水平滑动夹紧型材。其有益效果是：其一，该方案采用顶

升部精确上升，限位部限定高度，压紧部垂直移动转换为水平移动的双向压紧结构，实现了

升料的精准上升，实现了自动化生产，生产效率高，适用大规模连续化作业；其二，该方案结

构简单，控制精准，避免了人工装料造成的人为因素误差，上料精度高，良品率高；其三，该

产品结构简单，无需操作员频繁装料、锁紧、升料、取料等繁琐操作，可实现自动化生产，无

需人员值守，一次装入原材料后即可长时间生产，大大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四，该方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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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高度以及宽度具有可调节性，能够适用不同高度、宽度的产品；其五，该结构零部件不

需要高精度，能够适应恶劣的加工条件。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料道和凹槽上表面之间形成有滑槽，滑块外侧面上端对称设

有两个夹紧头，夹紧头位于滑槽内，双向压块向下运行，每个夹紧头分别水平滑动夹紧一个

型材。其有益效果是：采用滑槽以及夹紧头进行夹紧，实现了两个产品的同时牢固夹紧。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料道的横截面和原料截面相同。其有益效果是：截面相同，材

料在上升中无颤动以及倾斜现象，升料直线度高，保证了良好的材料供给，良品率高。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通孔为矩形结构。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顶升部还包括两组相互配合的导柱以及直线轴承，导柱上端

连接治具板下表面中间两端，导柱下端连接基板上表面中间两端，活动板两端设有第三通

孔，直线轴承连接在第三通孔内，直线轴承包套在导柱上。其有益效果是：导柱以及直线轴

承保证了活动板的上升的直线度，进一步保证了顶柱推动材料的直线度，使得材料上升具

有较好的直线度。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限位板上设有两个第一U型通孔，第一U型通孔和料道相对应，

第一U型通孔宽度小于料道宽度，第一U型通孔的宽度大于原料加工区。其有益效果是：该设

置保证了良好的高度限定性，同时避免对加工区材料进行压合损害。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限位板后端设有一个第二U型通孔，第二气缸上表面后侧设有

一个定位销，第二气缸上升后，限位板高度高于定位销，第二气缸下降后，第二U型通孔能够

进入定位销。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滑块和凹槽之间设有两个第一弹簧。其有益效果是：第一弹簧

保证了两者之间的推动力为弹性缓冲力，是一个过程量，无瞬时应力，能够使压紧更柔和。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滑块外表面下端对称设有两个定位柱，凹槽横边壁设有两个

定位孔，第一弹簧一端套设于定位柱，且另一端套设于定位孔。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保证

了第一弹簧具有良好的定位，能够保证缓冲的效果，且避免在往复运动中，第一弹簧被频繁

压坏。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滑块侧面下端还形成有翼板，导向块下表面一侧形成有导向

槽，翼板贴合导向槽上表面。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保证了滑块的侧移的直线度。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侧向夹紧部，侧向夹紧部包括浮动顶块以及限位块，

[0019] 每个料道侧面上端形成一个缺口，每个缺口一侧设有一个浮动顶块，

[0020] 限位块内设有横向设置的第四通孔，浮动顶块的横截面和第四通孔截面相同，第

四通孔前端还形成有盲孔，浮动顶块穿过盲孔固定于第四通孔内，浮动顶块和盲孔后孔壁

之间还设有第二弹簧，浮动顶块能够受第二弹簧弹性力侧向夹紧原料。其有益效果是：首

先，该设置实现了对材料的宽度调整，其次，该结构实现了对材料的侧面夹紧，双夹紧保证

材料在加工中能够保证较好的状态。

[00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缺口一侧，治具板上表面内凹形成限位槽，限位槽和缺口相连

通，限位槽内固定限位块，

[0022] 第四通孔两侧还设有贯穿的径向孔，径向孔内设有一个销轴，浮动顶块内设有一

个长圆孔，销轴横穿长圆孔固定浮动顶块，

[0023] 第二弹簧位于长圆孔内，第二弹簧前端贴紧长圆孔前端，弹簧后端贴合盲孔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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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的三维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所示一种自动升料装置的三维爆炸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2所示基板以及治具板的三维示意图；

[0027] 图4为图2所示顶升部的三维示意图；

[0028] 图5为图2所示限位部的三维示意图；

[0029] 图6为图2所示压紧部的三维示意图；

[0030] 图7为图2所示夹紧部的三维示意图；

[0031] 图8为图7所示夹紧部的剖面示意图；

[0032] 基板1，治具板2，凹槽21，定位孔211，第一通孔22，料道23，缺口231，滑槽24，限位

槽25，立柱3，顶升部4，第一气缸41，活动板42，第二通孔421，第三通孔422，顶柱43，导柱44，

直线轴承45，限位部5，第二气缸51，限位板52，第一U型通孔521，第二U型通孔522，限位柱

53，定位销54，压紧部6，第三气缸61，双向压块62，上斜面621，滑块63，下斜面631，夹紧头

632，定位柱633，翼板634，导向块64，导向槽641，连接杆65，第一弹簧66，夹紧部7，浮动顶块

71，长圆孔711，限位块72，第四通孔721，盲孔722，径向孔723，第二弹簧73，销轴74。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

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

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34] 图1至图8示意性地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自动升料装置。如图

所示，该装置包括基板1、治具板2、顶升部4以及四个限位部5、四个压紧部6，基板1上表面四

角分别通过立柱3连接治具板2下表面四角形成矩形框架，

[0035] 治具板2对称设有四个第一通孔22，每个第一通孔22上表面四周向内凹陷形成一

个矩形状的凹槽21，每个第一通孔22四周中心对称设有四个料道23，原料在料道23内上下

移动，

[0036] 顶升部4包括第一气缸41以及活动板42，第一气缸41固定在基板1上表面中心，活

动板42的中心连接第一气缸41的伸缩杆端，活动板42上对称设有四个第二通孔421，第二通

孔421和第一通孔22相对应，活动板42上安装有若干个顶柱43，每个顶柱43和一个料道23上

下对应，第一气缸41向上运动，顶柱43能够推动每个原料沿料道23向上移动，

[0037] 每个限位部5包括第二气缸51、限位板52以及两个限位柱53，第二气缸51为旋转下

压气缸，第二气缸51对称固定在治具板2两侧面，限位板52连接第二气缸51的伸缩杆端，限

位柱53固定在治具板2上，限位柱53位于外侧的料道23后端，第二气缸51转动并向下运行，

限位板52贴合限位柱53上表面，限位板52前端位于料道23上方，原料向上运行至限位板52

下表面停止，

[0038] 每个压紧部6包括第三气缸61、双向压块62、两个滑块63以及两个导向块64，导向

块64对称固定在凹槽21的纵边上，滑块63位于凹槽21的横向，滑块63滑动连接在两个导向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366196 A

6



块64内，双向压块62位于两个第二通孔421上侧，四个第三气缸61对称连接在基板1上表面，

每个第三气缸61的伸缩杆端连接连接杆65，连接杆65上端穿过第一通孔22、第二通孔421连

接一个双向压块62，双向压块62两侧面为上斜面621，滑块63内侧面为下斜面631，上斜面

621和下斜面631倾斜角度相同，上斜面621位于下斜面631上侧，双向压块62向下运行，上斜

面621压迫下斜面631，滑块63分别水平滑动夹紧型材。其有益效果是：其一，该方案采用顶

升部4精确上升，限位部5限定高度，压紧部6垂直移动转换为水平移动的双向压紧结构，实

现了升料的精准上升，实现了自动化生产，生产效率高，适用大规模连续化作业；其二，该方

案结构简单，控制精准，避免了人工装料造成的人为因素误差，上料精度高，良品率高；其

三，该产品结构简单，无需操作员频繁装料、锁紧、升料、取料等繁琐操作，可实现自动化生

产，无需人员值守，一次装入原材料后即可长时间生产，大大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四，该方案

具有材料高度以及宽度具有可调节性，能够适用不同高度、宽度的产品。

[0039] 优选的，料道23和凹槽21上表面之间形成有滑槽24，滑块63外侧面上端对称设有

两个夹紧头632，夹紧头632位于滑槽24内，双向压块62向下运行，每个夹紧头632分别水平

滑动夹紧一个型材。采用滑槽24以及夹紧头632进行夹紧，实现了两个产品的同时牢固夹

紧。

[0040] 优选的，料道23的横截面和原料截面相同。截面相同，材料在上升中无颤动以及倾

斜现象，升料直线度高，保证了良好的材料供给，良品率高。

[0041] 优选的，第一通孔22为矩形结构。

[0042] 优选的，顶升部4还包括两组相互配合的导柱44以及直线轴承45，导柱44上端连接

治具板2下表面中间两端，导柱44下端连接基板1上表面中间两端，活动板42两端设有第三

通孔422，直线轴承45连接在第三通孔422内，直线轴承45包套在导柱44上。导柱44以及直线

轴承45保证了活动板42的上升的直线度，进一步保证了顶柱推动材料的直线度，使得材料

上升具有较好的直线度。

[0043] 优选的，限位板52上设有两个第一U型通孔521，第一U型通孔521和料道23相对应，

第一U型通孔521宽度小于料道23宽度，第一U型通孔521的宽度大于原料加工区。该设置保

证了良好的高度限定性，同时避免对加工区材料进行压合损害。

[0044] 优选的，限位板52后端设有一个第二U型通孔522，第二气缸51上表面后侧设有一

个定位销54，第二气缸51上升后，限位板52高度高于定位销54，第二气缸51下降后，第二U型

通孔522能够进入定位销54。

[0045] 优选的，滑块63和凹槽21之间设有两个第一弹簧66。第一弹簧66保证了两者之间

的推动力为弹性缓冲力，是一个过程量，无瞬时应力，能够使压紧更柔和。

[0046] 优选的，滑块63外表面下端对称设有两个定位柱633，凹槽21横边壁设有两个定位

孔211，第一弹簧66一端套设于定位柱633，且另一端套设于定位孔211。该设置保证了第一

弹簧66具有良好的定位，能够保证缓冲的效果，且避免在往复运动中，第一弹簧66被频繁压

坏。

[0047] 优选的，滑块63侧面下端还形成有翼板634，导向块64下表面一侧形成有导向槽

641，翼板634贴合导向槽641上表面。该设置保证了滑块63的侧移的直线度。

[0048] 优选的，还包括侧向夹紧部7，侧向夹紧部7包括浮动顶块71以及限位块72，

[0049] 每个料道23侧面上端形成一个缺口231，每个缺口231一侧设有一个浮动顶块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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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限位块7内设有横向设置的第四通孔721，浮动顶块71的横截面和第四通孔721截

面相同，第四通孔721前端还形成有盲孔722，浮动顶块71穿过盲孔722固定于第四通孔721

内，

[0051] 浮动顶块71和盲孔722后孔壁之间还设有第二弹簧73，浮动顶块71能够受第二弹

簧73弹性力侧向夹紧原料。首先，该设置实现了对材料的宽度调整，其次，该结构实现了对

材料的侧面夹紧，双夹紧保证材料在加工中能够保证较好的状态。

[0052] 优选的，缺口231一侧，治具板2上表面内凹形成限位槽25，限位槽25和缺口231相

连通，限位槽25内固定限位块72，

[0053] 第四通孔721两侧还设有贯穿的径向孔723，径向孔723内设有一个销轴74，浮动顶

块71内设有一个长圆孔711，销轴74横穿长圆孔711固定浮动顶块71，

[0054] 第二弹簧73位于长圆孔711内，第二弹簧73前端贴紧长圆孔711前端，弹簧73后端

贴合盲孔722后孔壁。

[005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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