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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属于生产设备

领域，是由平台主支撑柱、平台旋转轴、平台支撑

板一、平台支撑板二、护栏、平衡轴支架、驱动桥

支架、蜗轮和蜗杆组成的，其特征在于：平台主支

撑柱水平放置，蜗杆与平台主支撑柱上的蜗杆支

架配合安装，蜗轮与蜗杆啮合安装，平台旋转轴

用轴与蜗轮连接，同心装配在平台主支撑柱上

方，平台支撑板一用螺栓连接固定安装在平台旋

转轴中部，两个平台支撑板二对称放置在平台支

撑板一的两侧，用螺栓连接固定安装，四个驱动

桥支架分居四角，用螺栓连接固定安装，两个平

衡轴支架对称放置，用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两

个护栏对称放置，通过滑动杆与平台支撑板二的

滑动槽孔轴配合伸缩移动，该工作台结构简单，

使用空间少。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6页

CN 107139142 B

2020.03.24

CN
 1
07
13
91
42
 B



1.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是由平台主支撑柱、平台旋转轴、平台支撑板一、平台

支撑板二、护栏、平衡轴支架、驱动桥支架、蜗轮和蜗杆组成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台主

支撑柱具有支撑柱肋板、蜗杆支架和电机安装架，所述的平台旋转轴具有旋转轴肋板、轴孔

和旋转轴螺孔，所述的护栏具有驱动桥支端、定位孔、矩形槽和滑动杆，所述的平台支撑板

一具有支撑板一螺孔，所述的平台支撑板二具有支撑板二大螺孔、支撑板二小螺孔和滑动

槽，所述的平衡轴支架具有平衡轴支架螺孔和平衡轴固定槽，所述的驱动桥支架具有驱动

桥固定槽、下推力杆固定槽和驱动桥支架螺孔，平台主支撑柱水平放置，蜗杆与平台主支撑

柱上的蜗杆支架配合安装，蜗轮与蜗杆啮合安装，电机用螺栓固定在电机安装架上，平台旋

转轴用轴与蜗轮连接，同心装配在平台主支撑柱上方，平台支撑板一通过支撑板一螺孔与

旋转轴螺孔的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在平台旋转轴中部，两个平台支撑板二对称放置在平台

支撑板一的两侧，通过平台支撑板二大螺孔和旋转轴螺孔的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四个驱

动桥支架分居四角，两两对称，通过驱动桥支架螺孔与平台支撑板二小螺孔用螺栓连接来

固定安装，两个平衡轴支架对称放置，通过平衡轴支架螺孔与平台支撑板二小螺孔用螺栓

连接来固定安装，两个护栏对称放置，通过滑动杆与平台支撑板二的滑动槽孔轴配合伸缩

移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桥支架的

驱动桥固定槽尺寸与驱动桥矩形部分宽度一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推力杆固定槽

的斜度，与整体安装时下推力杆的斜度一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护栏的定位孔

的位置与驱动桥上的螺栓位置相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护栏具有矩形

槽，所述的矩形槽的厚度与平台支撑板二厚度一致，所述的矩形槽嵌合平台支撑板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衡轴支架的

平衡轴固定槽与平衡轴上的凹槽相对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其特征在于：该工作台的平台主支

撑柱相对地面固定，平台旋转轴带动其他部分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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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具体地说是采用了特定固定装置，固定

定位相关零件进行汽车装配的一种工作台装置，属于生产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汽车行业为了谋求

更好的发展必须进行及时的调整转变具体到各大汽车制造企业中。传统汽车装配采用的是

零件逐一叠加的方式，工位较多，装配线较长，装配效率较低。

[0003] 对于现在重型卡车的装配，由于装配零件相对大，装配工作难度较大，吊装夹具种

类少。由于工位较多，零件种类多，装配自动化程度低。其中，后驱动桥部分由于结构较集中

装配难度大，由于装配左右跨度大，人工需求多，损耗时间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是由平台主支

撑柱、平台旋转轴、平台支撑板一、平台支撑板二、护栏、平衡轴支架、驱动桥支架、蜗轮和蜗

杆组成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台主支撑柱具有支撑柱肋板、蜗杆支架和电机安装架，所

述的平台旋转轴具有旋转轴肋板、轴孔和旋转轴螺孔，所述的护栏具有驱动桥支端、定位

孔、矩形槽和滑动杆，所述的平台支撑板一具有支撑板一螺孔，所述的平台支撑板二具有支

撑板二大螺孔、支撑板二小螺孔和滑动槽，所述的平衡轴支架具有平衡轴支架螺孔和平衡

轴固定槽，所述的驱动桥支架具有驱动桥固定槽、下推力杆固定槽和驱动桥支架螺孔，平台

主支撑柱水平放置，蜗杆与平台主支撑柱上的蜗杆支架配合安装，蜗轮与蜗杆啮合安装，电

机用螺栓固定在电机安装架上，平台旋转轴用轴与蜗轮连接，同心装配在平台主支撑柱上

方，平台支撑板一通过支撑板一螺孔与旋转轴螺孔的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在平台旋转轴中

部，两个平台支撑板二对称放置在平台支撑板一的两侧，通过平台支撑板二大螺孔和旋转

轴螺孔的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四个驱动桥支架分居四角，两两对称，通过驱动桥支架螺孔

与平台支撑板二小螺孔用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两个平衡轴支架对称放置，通过平衡轴支

架螺孔与平台支撑板二小螺孔用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两个护栏对称放置，通过滑动杆与

平台支撑板二的滑动槽孔轴配合伸缩移动。

[0006] 所述的驱动桥支架的驱动桥固定槽尺寸与驱动桥矩形部分宽度一致。

[0007] 所述的驱动桥支架的下推力杆固定槽的斜度，与整体安装时下推力杆的斜度一

致。

[0008] 所述的护栏的定位孔的位置与驱动桥上的螺栓位置相同。

[0009] 所述的护栏具有矩形槽厚度与平台支撑板二厚度一致，嵌合平台支撑板二。

[0010] 所述的平衡轴支架的平衡轴固定槽与平衡轴上的凹槽相对应。

[0011]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工作台的使用，减少了总装配线长度，降低装配成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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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利用蜗轮蜗杆，使平台旋转，与流水线式相比减少了工作空间，且安装位置移动可以不

动；对称式驱动桥支架固定驱动桥，结构简单，装配便捷；采用平衡轴固定槽固定平衡轴，使

装配空间不受影响；护栏的设置有利于保证零件安装时位置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的工作示意图，图3为图1的平台主支

撑柱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1的平台旋转轴的结构示意图，图5为图1的护栏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1的平衡轴支架的结构示意图，图7为图1的平台支撑板一的结构示意图，图8为图1

的平台支撑板二的结构示意图，图9为图1的驱动桥支架的结构示意图，图10为图1的蜗杆的

结构示意图，图11为图1的蜗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平台主支撑柱，101、支撑柱肋板，102、蜗杆支架，103、电机安装架，2、平台

旋转轴，201、旋转轴螺孔，202、旋转轴肋板，203、轴孔，3、护栏，301、驱动桥支端，302，定位

孔，303、矩形槽，304、滑动杆，4、平衡轴支架，401、平衡轴支架螺孔，402、平衡轴固定槽，5、

平台支撑板一，501、支撑板一螺孔，  6、平台支撑板二，601、滑动槽，602、支撑板二小螺孔，

603、支撑板二大螺孔，7、驱动桥支架，701、驱动桥固定槽，702、下推力杆固定槽703、驱动桥

支架螺孔  ，8、蜗杆，9、蜗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一种重型汽车的分装工作台，是由平台主支撑柱1、平台旋转轴2、平台支撑板一5、

平台支撑板二6、护栏3、平衡轴支架4、驱动桥支架7、蜗轮8、蜗杆9组成的，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平台主支撑柱1具有支撑柱肋板101、蜗杆支架102和电机安装架103，所述的平台旋转轴2

具有旋转轴肋板202、轴孔203和旋转轴螺孔201，所述的护栏3具有驱动桥支端301、定位孔

302、矩形槽303和滑动杆304，所述的平台支撑板一5具有支撑板一螺孔501，所述的平台支

撑板二6具有支撑板二大螺孔603、支撑板二小螺孔602和滑动槽601，所述的平衡轴4支架具

有平衡轴支架螺孔401和平衡轴固定槽402，所述的驱动桥支架7具有驱动桥固定槽701、下

推力杆固定槽702和驱动桥支架螺孔703，平台主支撑柱1水平放置，蜗杆8与平台主支撑柱1

上的蜗杆支架102配合安装，蜗轮9与蜗杆8啮合安装，电机用螺栓固定在电机安装架103上，

平台旋转轴2用轴与蜗轮9连接，同心装配在平台主支撑柱1上方，平台支撑板一5通过支撑

板一螺孔501与旋转轴螺孔201的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在平台旋转轴2中部，两个平台支撑

板二6对称放置在平台支撑板一5的两侧，通过平台支撑板二大螺孔603和旋转轴螺孔201的

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四个驱动桥支架7分居四角，两两对称，通过驱动桥支架螺孔703与平

台支撑板二小螺孔602用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两个平衡轴支架4对称放置，通过平衡轴支

架螺孔401与平台支撑板二小螺孔602用螺栓连接来固定安装，两个护栏3对称放置，通过滑

动杆304与平台支撑板二6的滑动槽601孔轴配合伸缩移动。

[0015] 所述的驱动桥支架7的驱动桥固定槽701尺寸与驱动桥矩形部分宽度一致。

[0016] 所述的驱动桥支架7的下推力杆固定槽702的斜度，与整体安装时下推力杆的斜度

一致。

[0017] 所述的护栏3的定位孔302的位置与驱动桥上的螺栓位置相同。

[0018] 所述的护栏3具有矩形槽303厚度与平台支撑板二6厚度一致，嵌合平台支撑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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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的平衡轴支架4的平衡轴固定槽402与平衡轴上的凹槽相对应。

[0020] 工作人员首先装配好工作台，吊装后驱动桥和中驱动桥安置在驱动桥支座7上，安

装传动轴，吊装平衡轴置于平衡轴支架4上，安装下推力杆，使下推力杆与下推力杆固定槽

702配合，依次安装好四个下推力杆后，吊装整个模块，加入总装配线。装配过程中装配平台

可以转动且位置相对固定，可以两人同时不动安装所有工作，或者采用机器人代替人工。

[0021]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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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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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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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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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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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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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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