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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步骤如

下：设置载具，并通过下盖上料组装机构于载具

上装载下盖；在下盖上装载垫片，垫片作为组装

时的柔性垫，避免组装过程中的硬性碰撞；通过

电动马达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

的装载；进行对上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衬套用

作小齿轮的柔性固定架，保证小齿轮的柔性装

入；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利用大齿轮

上料检测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循

环式载具输送线下方对应设置有小齿轮转动体，

在大齿轮装入时同步慢速转动，使小齿轮上的内

齿圈和大齿轮上的对应齿正确嵌合；进行注油，

后通电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的利用上盖上料组装

机构进行上盖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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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于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上设置载具，并通过下盖上料组装机构于载具上装载下盖；

2)通过垫片上料组装机构，在下盖上装载垫片，垫片作为组装时的柔性垫，避免组装过

程中的硬性碰撞；

3)通过电动马达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4)通过衬套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上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衬套用作小齿轮的柔性固定

架，保证小齿轮的柔性装入；

5)通过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上料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6)利用大齿轮上料检测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下方对

应设置有小齿轮转动体，在大齿轮装入时同步慢速转动，使小齿轮上的内齿圈和大齿轮上

的对应齿正确嵌合；

7)利用注油检测机构进行注油，后通电进行检测；

8)检测合格的利用上盖上料组装机构进行上盖组装，检测不合格的进行剔除；

9)进行上盖组装后产品流动至固定机构进行固定，后流动至下料工位下料，载具通过

推动机构推动，进行循环输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垫片上料组装

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垫片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设置于垫片上料直线驱动装置上的垫片

抓取架、设置于垫片抓取架上的垫片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垫片抓取升降气缸的垫片抓取

设置板、设置于垫片抓取设置板上的垫片二次定位回缩气缸、连接于垫片二次定位回缩气

缸的抓取块，抓取块上设置有下压柱，下压柱对应设置有垫片下压气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衬套上料组装

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衬套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衬套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衬套抓

取架、设置于衬套抓取架上的衬套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衬套抓取升降气缸的衬套抓取板，

衬套抓取板上设置有衬套抓取模块且对应衬套抓取模块设置有弹性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小齿轮上料组

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小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小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

小齿轮抓取架、设置于小齿轮抓取架上的小齿轮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小齿轮抓取升降气

缸的小齿轮抓取板，小齿轮抓取板上设置有小齿轮抓取模块且对应小齿轮抓取模块设置有

弹性柱。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大齿轮上料组

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大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大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

大齿轮抓取架、设置于大齿轮抓取架上的大齿轮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大齿轮抓取升降气

缸的大齿轮抓取板，大齿轮抓取板上设置有大齿轮抓取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注油检测机构

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注油检测升降气缸、连接于注油检测升降气缸的注油检测设置板、设

置于注油检测设置板上的若干注油柱、且对应设置注油柱设置有弹性压柱，且循环式载具

输送线下方对应设置有通电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上盖上料组装

机构包括上盖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上盖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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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抓取升降气缸的上盖抓取板、以及设置于上盖抓取板上的由吸盘构成的上盖抓取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固定机构包括

对应设置的若干固定组件，固定组件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固定升降气缸、连接于固定升降

气缸的固定升降块、设置于固定升降块上的固定驱动马达、以及连接于固定驱动马达的电

动螺栓批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循环式载具输

送线包括对应设置的一组输送线体、一组输送线体两端对应设置的连接通道、连接通道对

应设置有推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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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生产技术，具体的，其展示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图2所展示的电机100，其包括下盖101、对应下盖设置的上盖，下盖101和上

盖间依次设置有相互配合使用的电动马达102、连接于电动马达102的驱动螺杆103、对应驱

动螺杆103设置的大齿轮104、通过锥形内圈齿106和大齿轮104配合使用小齿轮105，大齿轮

104、小齿轮105间还设置有衬套、垫片、以及卡簧。

[0003] 现阶段采用人工进行组装，且在组装过程中进行衬套注油后的检测，严重占据人

力资源，且人工组装及检测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具体为：组装时衬套、垫片等的组装存在遗

漏，导致产品不合格；组装时容易破坏锥形内圈齿105等。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

[0006] 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高精度柔性连接式装配方法，步骤如下：

[0008] 1)于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上设置载具，并通过下盖上料组装机构于载具上装载下

盖；

[0009] 2)通过垫片上料组装机构，在下盖上装载垫片，垫片作为组装时的柔性垫，避免组

装过程中的硬性碰撞；

[0010] 3)通过电动马达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0011] 4)通过衬套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上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衬套用作小齿轮的柔性

固定架，保证小齿轮的柔性装入；

[0012] 5)通过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上料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0013] 6)利用大齿轮上料检测机构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下

方对应设置有小齿轮转动体，在大齿轮装入时同步慢速转动，使小齿轮上的内齿圈和大齿

轮上的对应齿正确嵌合。

[0014] 7)利用注油检测机构进行注油，后通电进行检测；

[0015] 8)检测合格的利用上盖上料组装机构进行上盖组装，检测不合格的进行剔除；

[0016] 9)进行上盖组装后产品流动至固定机构进行固定，后流动至下料工位下料，载具

通过推动机构推动，进行循环输送。

[0017] 进一步的，循环式载具输送线包括对应设置的一组输送线体、一组输送线体两端

对应设置的连接通道、连接通道对应设置有推动机构。

[0018] 进一步的，载具上开设在有和下盖匹配的仿型槽。

[0019] 进一步的，垫片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垫片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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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垫片上料直线驱动装置上的垫片抓取架、设置于垫片抓取架上的垫片抓取升降气缸、连

接于垫片抓取升降气缸的垫片抓取设置板、设置于垫片抓取设置板上的垫片二次定位回缩

气缸、连接于垫片二次定位回缩气缸的抓取块，抓取块上设置有下压柱，下压柱对应设置有

垫片下压气缸。

[0020] 进一步的，衬套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衬套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

于衬套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衬套抓取架、设置于衬套抓取架上的衬套抓取升降气缸、连接

于衬套抓取升降气缸的衬套抓取板，衬套抓取板上设置有衬套抓取模块且对应衬套抓取模

块设置有弹性柱。

[0021] 进一步的，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小

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小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小齿轮抓取架、设置于小齿轮

抓取架上的小齿轮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小齿轮抓取升降气缸的小齿轮抓取板，小齿轮抓

取板上设置有小齿轮抓取模块且对应小齿轮抓取模块设置有弹性柱。

[0022] 进一步的，大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大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大

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大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的大齿轮抓取架、设置于大齿轮

抓取架上的大齿轮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大齿轮抓取升降气缸的大齿轮抓取板，大齿轮抓

取板上设置有大齿轮抓取模块。

[0023] 进一步的，注油检测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注油检测升降气缸、连接于注油检

测升降气缸的注油检测设置板、设置于注油检测设置板上的若干注油柱、且对应设置注油

柱设置有弹性压柱，且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下方对应设置有通电装置。

[0024] 进一步的，上盖上料组装机构包括上盖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上料直线驱动

装置的上盖抓取升降气缸、连接于上盖抓取升降气缸的上盖抓取板、以及设置于上盖抓取

板上的由吸盘构成的上盖抓取块。

[0025] 进一步的，固定机构包括对应设置的若干固定组件，固定组件包括设置于机架上

的固定升降气缸、连接于固定升降气缸的固定升降块、设置于固定升降块上的固定驱动马

达、以及连接于固定驱动马达的电动螺栓批头。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柔性组装式的组装流程，将电机的组装、检测集于一

体，保证组装效率，保证产品合格率，减少对人工的占用，便于企业高效生产及优化企业生

产成本的实施。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电机100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8] 图2是电机100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9] 图3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31] 图5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三。

[0032] 图6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四。

[0033] 图7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五。

[0034] 图8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六。

[0035] 图9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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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10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之八。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

[0038] 请参阅图3至图10，本实施例展示一种基于柔性连接的组装检测一体式装配生产

线，包括循环式载具输送线1、设置于循环式载具输送线1上的载具5、依次设置于循环式载

具输送线1上的且相互配合使用的下盖上料组装机构、垫片上料组装机构3、衬套上料组装

机构4、电动马达上料组装机构、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6、大齿轮上料检测机构7、注油检测机

构8、上盖上料组装机构9、以及固定机构2；

[0039] 循环式载具输送线1包括对应设置的一组输送线体11、一组输送线体两端对应设

置的连接通道12、连接通道12对应设置有推动机构13。

[0040] 载具5上开设在有和下盖匹配的仿型槽。

[0041] 垫片上料组装机构3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垫片上料直线驱动装置31、设置于垫片

上料直线驱动装置31上的垫片抓取架32、设置于垫片抓取架32上的垫片抓取升降气缸33、

连接于垫片抓取升降气缸33的垫片抓取设置板34、设置于垫片抓取设置板34上的垫片二次

定位回缩气缸35、连接于垫片二次定位回缩气缸35的抓取块36，抓取块36上设置有下压柱，

下压柱对应设置有垫片下压气缸37。

[0042] 衬套上料组装机构4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衬套上料直线驱动装置、连接于衬套上

料直线驱动装置的衬套抓取架、设置于衬套抓取架上的衬套抓取升降气缸41、连接于衬套

抓取升降气缸41的衬套抓取板42，衬套抓取板42上设置有衬套抓取模块且对应衬套抓取模

块设置有弹性柱43。

[0043] 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6包括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小齿轮上料

直线驱动装置61、连接于小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61的小齿轮抓取架62、设置于小齿轮抓

取架62上的小齿轮抓取升降气缸63、连接于小齿轮抓取升降气缸63的小齿轮抓取板64，小

齿轮抓取板64上设置有小齿轮抓取模块65且对应小齿轮抓取模块65设置有弹性柱66。

[0044] 大齿轮上料组装机构7包括大齿轮上料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大齿轮上料

直线驱动装置71、连接于大齿轮上料直线驱动装置71的大齿轮抓取架72、设置于大齿轮抓

取架72上的大齿轮抓取升降气缸73、连接于大齿轮抓取升降气缸73的大齿轮抓取板74，大

齿轮抓取板74上设置有大齿轮抓取模块75。

[0045] 注油检测机构8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注油检测升降气缸81、连接于注油检测升降

气缸81的注油检测设置板82、设置于注油检测设置板82上的若干注油柱83、且对应设置注

油柱83设置有弹性压柱84，且循环式载具输送线下方对应设置有通电装置。

[0046] 上盖上料组装机构9包括上盖上料直线驱动装置91、连接于上料直线驱动装置91

的上盖抓取升降气缸92、连接于上盖抓取升降气缸92的上盖抓取板93、以及设置于上盖抓

取板93上的由吸盘构成的上盖抓取块94。

[0047] 固定机构2包括对应设置的若干固定组件，固定组件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固定升

降气缸21、连接于固定升降气缸21的固定升降块22、设置于固定升降块22上的固定驱动马

达23、以及连接于固定驱动马达23的电动螺栓批头24。

[0048] 本发明的工作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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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1)于循环式载具输送线1上设置载具5，并通过下盖上料组装机构2于载具5上装载

下盖；

[0050] 2)通过垫片上料组装机构3，在下盖101上装载垫片，垫片作为组装时的柔性垫，避

免组装过程中的硬性碰撞；

[0051] 3)通过电动马达上料组装机构进行对下盖101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0052] 4)通过衬套上料组装机构4进行对上盖101上相应位置的装载，衬套用作小齿轮的

柔性固定架，保证小齿轮的柔性装入；

[0053] 5)通过小齿轮上料组装机构6上料进行对下盖上相应位置的装载；

[0054] 6)利用大齿轮上料检测机构7进行对下盖101上相应位置的装载，循环式载具输送

线1下方对应设置有小齿轮转动体，在大齿轮装入时同步慢速转动，使小齿轮上的内齿圈和

大齿轮上的对应齿正确嵌合。

[0055] 7)利用注油检测机构8进行注油，后通电进行检测；

[0056] 8)检测合格的利用上盖上料组装机构9进行上盖组装，检测不合格的进行剔除；

[0057] 9)进行上盖组装后产品流动至固定机构2进行固定，后流动至下料工位下料，载具

通过推动机构推动，进行循环输送。

[005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柔性组装式的组装流程，将电机的组装、检测集于一

体，保证组装效率，保证产品合格率，减少对人工的占用，便于企业高效生产及优化企业生

产成本的实施。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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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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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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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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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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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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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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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