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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连接器组装机，一种自

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

机架上的第一转盘，还包括设置于所述转盘周围

的绝缘子压入组件、中心针分拣组件、中心针压

入组件、耐压测试组件、中心针高度检测组件及

下料组件。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自动化程

度高，故障率低，适用于大批量连接器的组装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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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一转

盘，还包括设置于所述转盘周围的绝缘子压入组件、中心针分拣组件、中心针压入组件、耐

压测试组件、中心针高度检测组件及下料组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子压入组

件包括外壳振动盘、与所述外壳振动盘相连的外壳输送轨道、绝缘子振动盘、与所述绝缘子

振动盘相连的绝缘子输送轨道以及用于夹取外壳的第一机械手，用于取料绝缘子的第二机

械手，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械手和所述第二机械手之间的第二转盘，所述第二转盘上

设置有外壳固定柱，所述第一机械手夹取外壳运送至第一工位，将所述外壳固定放置在外

壳固定柱上，所述第二转盘旋转使外壳固定柱位于第二工位，所述第二机械手夹取绝缘子，

将绝缘子运送至第二工位上方，所述第二机械手下降，将绝缘子压入外壳，所述第二转盘旋

转使所述外壳固定柱位于第一工位，所述第一机械手夹取外壳放置于第一转盘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针分拣组

件包括中心针振动盘、与所述中心针振动盘相连的中心针输料道，所述中心针输料道另一

端设置有中心针方向转轮，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圆周面上沿半径方向设置有中心针插孔，

所述中心针插孔附近设置有限位装置，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下方设置有第二中心针料道组

件，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转动时所述中心针插孔能分别与所述中心针输料道，所述第二中

心针料道组件上的料道相对接，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另一端设置有中心针输送软管，所述

中心针输送软管与设置于伺服模组上的中心针下料管相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机架上用于识别中心针尺寸是否合格的工业相机视觉检测系统，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

上设置有两个料道，包括与所述中心针下料管相连的第一料道，以及与不合格品箱相连的

第二料道，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一端设置有推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固定在机架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针压入组

件包括第一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伺服模组上的中心针压柱。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耐压测试组件

包括第二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二伺服模组上的耐压测试仪。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针高度检

测组件包括第三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三伺服模组的位移传感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组件包括

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三支架，所述第三支架上的伸缩气缸，设置于所述伸缩气缸前端的

第三机械手组件，所述第三机械手组件与设置于所属第三支架上的滑轨相配合。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机械手包

括至少一对可相对开合的L型夹臂，所述L型夹臂横向部分末端设置有与外壳相配合的弧形

凹槽。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盘上设

置有工位台，所述工位台上设置有第二外壳固定柱，所述工位台有六个，均匀分布在所述第

一转盘圆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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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连接器组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通信连接器的组装过程中将绝缘子压入连接器壳体中，然后再插入中心针，现有

的连接器组装机一般为手动作业，操作人员的数量较多，工作强度大，且工作效率低下，不

适宜连接器的批量组装，同时又无法保证成品组装的质量，企业成本投入大，经济效益差，

而且存在品质的隐患，难以适用于大批量连接器的组装作业。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化程度高，故障率低，适用于大批量连接器的组装作业

的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自动转

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一转盘，还包括设置于所述转盘周围

的绝缘子压入组件、中心针分拣组件、中心针压入组件、耐压测试组件、中心针高度检测组

件及下料组件。

[0004] 优选的是，所述绝缘子压入组件包括外壳振动盘、与所述外壳振动盘相连的外壳

输送轨道、绝缘子振动盘、与所述绝缘子振动盘相连的绝缘子输送轨道以及用于夹取外壳

的第一机械手，用于取料绝缘子的第二机械手，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械手和所述第二

机械手之间的第二转盘，所述第二转盘上设置有外壳固定柱，所述第一机械手夹取外壳运

送至第一工位，将所述外壳固定放置在外壳固定柱上，所述第二转盘旋转使外壳固定柱位

于第二工位，所述第二机械手夹取绝缘子，将绝缘子运送至第二工位上方，所述第二机械手

下降，将绝缘子压入外壳，所述第二转盘旋转使所述外壳固定柱位于第一工位，所述第一机

械手夹取外壳放置于第一转盘上。

[0005]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分拣组件包括中心针振动盘、与所述中心针振动盘相连的

中心针输料道，所述中心针输料道另一端设置有中心针方向转轮，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圆

周面上沿半径方向设置有中心针插孔，所述中心针插孔附近设置有限位装置，所述中心针

方向转轮下方设置有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转动时所述中心针插孔能

分别与所述中心针输料道，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上的料道相对接，所述第二中心针料

道另一端设置有中心针输送软管，所述中心针输送软管与设置于伺服模组上的中心针下料

管相连。

[0006] 优选的是，还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用于识别中心针尺寸是否合格的工业相机视

觉检测系统，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上设置有两个料道，包括与所述中心针下料管相连

的第一料道，以及与不合格品箱相连的第二料道，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一端设置有推

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固定在机架上。

[0007]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压入组件包括第一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伺服模组上

的中心针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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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是，所述耐压测试组件包括第二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二伺服模组

上的耐压测试仪。

[0009]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高度检测组件包括第三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三伺服

模组的位移传感器。

[0010] 优选的是，所述下料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三支架，所述第三支架上的

伸缩气缸，设置于所述伸缩气缸前端的第三机械手组件，所述第三机械手组件与设置于所

属第三支架上的滑轨相配合。

[0011]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机械手包括至少一对可相对开合的L型夹臂，所述L型夹臂横

向部分末端设置有与外壳相配合的弧形凹槽。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转盘上设置有工位台，所述工位台上设置有第二外壳固定柱，

所述工位台有六个，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一转盘圆周上。

[001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自动化程度高，故障率低，适用于大批量连接器的组

装作业，而且供能齐全，能够完成连接器的组装，质量检测，不合格品剔除，连接器装盒等工

序，节约时间，工作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中绝缘子压入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中中心针分拣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中的中心针压入组件、耐压测试组件立体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中下料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化程度高，故障率低，适用于大批量连接器的组装作业

的全自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全自

动转盘式连接器组装机，包括机架8，设置于所述机架8上的第一转盘7，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转盘7周围的绝缘子压入组件1、中心针分拣组件2、中心针压入组件3、耐压测试组件4、中心

针高度检测组件5及下料组件6。

[0021] 优选的是，所述绝缘子压入组件1包括外壳振动盘101、与所述外壳振动盘101相连

的外壳输送轨道，绝缘子振动盘102、与所述绝缘子振动盘102相连的绝缘子输送轨道103以

及用于夹取外壳的第一机械手104，用于取料绝缘子的第二机械手105，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第一机械手104和所述第二机械手105之间的第二转盘106，所述第二转盘106上设置有外壳

固定柱107，所述第一机械手104夹取外壳运送至第一工位，将所述外壳固定放置在外壳固

定柱上107，所述第二转盘106旋转使外壳固定柱107位于第二工位，所述第二机械手105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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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绝缘子，将绝缘子运送至第二工位上方，所述第二机械手下降，将绝缘子压入外壳，所述

第二转盘106旋转使所述外壳固定柱107位于第一工位，所述第一机械手104夹取外壳放置

于第一转盘7上。

[0022]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分拣组件包括中心针振动盘、与所述中心针振动盘相连的

中心针输料道201，所述中心针输料道201另一端设置有中心针方向转轮202，所述中心针方

向转轮202圆周面上沿半径方向设置有中心针插孔203，所述中心针插孔203附近设置有限

位装置，所述中心针方向转轮202下方设置有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204，所述中心针方向转

轮202转动时所述中心针插孔203能分别与所述中心针输料道201，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

件204上的料道相对接，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204另一端设置有中心针输送软管205，所述中

心针输送软管205与设置于伺服模组206上的中心针下料管207相连。中心针从中心针料盘

出料后进入中心针输料道201，然后从所述中心针输料道另一端进入中心针插孔，所述中心

针方向转盘旋转，将装有中心针的中心针插孔第二中心针料道，中心针通过第二中心针料

道进入中心针输送软管从而输送道中心针下料管。

[0023] 优选的是，还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8上用于识别中心针尺寸是否合格的工业相机

视觉检测系统208，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204上设置有两个料道，包括与所述中心针下

料管207相连的第一料道，以及与不合格品箱相连的第二料道，所述第二中心针料道组件

204一端设置有推动气缸209，所述推动气缸209固定在机架上。如果判定为不合格，则所述

推动气缸209推出，使得第二料道与装有中心针的中心针插孔相对接，所述中心针滑入第二

料道。

[0024]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压入组件3包括第一伺服模组301，以及设置于所述伺服模

组301上的中心针压柱302。

[0025] 优选的是，所述耐压测试组件4包括第二伺服模组401，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二伺服

模组401上的耐压测试仪402。

[0026]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针高度检测组件5包括第三伺服模组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三伺

服模组的位移传感器。

[0027] 优选的是，所述下料组件6包括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三支架601，所述第三支架

上的伸缩气缸602，设置于所述伸缩气缸602前端的第三机械手组件603，所述第三机械手组

件与设置于所属第三支架上601的滑轨604相配合。

[0028]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机械手包括至少一对可相对开合的L型夹臂，所述L型夹臂横

向部分末端设置有与外壳相配合的弧形凹槽。

[0029]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转盘上设置有工位台15，所述工位台上设置有第二外壳固定

柱16，所述工位台有六个，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一转盘圆周上。

[003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自动化程度高，故障率低，适用于大批量连

接器的组装作业，而且供能齐全，能够完成连接器的组装，质量检测，不合格品剔除，连接器

装盒等工序，节约时间，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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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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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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