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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

其电阻焊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

焊接机及其电阻焊接工艺，该焊接机包括工作

台、转盘、焊接对中机构、工件定位工装治具、转

接件上料振动盘、成品卸料分选机构、夹紧焊接

机构、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转接件上料机构、铜

插针输送机构和铜插针上料振动盘。本发明采用

电阻焊接的工艺替代传统的铆接工艺，其是一种

能将插针端部的凸点与转接件进行凸点焊接的

工艺，其使插针和转接件通过电阻焊接工艺熔化

后实现能永久连接，其焊接效果好、焊接牢固和

焊接效率高，防止了铜插针和转接件在焊接后容

易出现松动的现象，其确保了产品焊接牢固、质

量好和良品率高，其解决了传统的铆接工艺生产

步骤复杂、生产周期长和焊接质量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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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上面

设置有转盘，所述转盘的左端上设置有焊接对中机构，所述转盘的右端上设置有工件定位

工装治具，所述转盘的前端上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振动盘，所述转盘的后端上设置有成品卸

料分选机构，所述焊接对中机构的左侧设置有夹紧焊接机构，所述夹紧焊接机构左侧的前

面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所述工件定位工装治具的右侧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机构，所

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的左上角处设置有铜插针输送机构，所述铜插针输送机构的左侧设置

有铜插针上料振动盘；

所述夹紧焊接机构包括焊接座，焊接座的底部下安装有下焊接气缸，焊接座的左侧设

置有下接触电极，下接触电极的上面设置有焊接对齐部件，焊接对齐部件的上方设置有夹

紧焊接夹臂，夹紧焊接夹臂下端的中部设置有铜插针夹紧电极，夹紧焊接夹臂的上面设置

有夹紧焊接气缸，夹紧焊接夹臂的右侧设置有焊接上导向滑轨，焊接上导向滑轨的上面设

置有上焊接气缸，焊接座的前侧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的上方

设置有工件识别传感器；

所述转接件上料机构包括转接件上料座，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左侧的转接件导向滑

轨，及设置在转接件导向滑轨一侧的转接件顶升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导向滑轨上侧的转

接件定位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定位气缸后侧的转接件活动定位块，及设置在转接件活动

定位块后侧的转接件顶升治具，及设置在转接件顶升治具上方的转接件上料夹钳，及设置

在转接件上料夹钳右侧的转接件上料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气缸上面的转接件上料进

退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前侧的转接件上料振动器；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设置在

转接件上料振动器的前侧，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一侧连接设置有转接件上料输送轨道，

所述转接件上料输送轨道安装在转接件上料振动器的上面、并与转接件上料座连接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铜

插针焊接上料机构包括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及竖向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一侧的铜

插针升降导向滑轨，及设置在铜插针升降导向滑轨下侧的铜插针焊接升降气缸，及设置在

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上面的铜插针位置切换气缸，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右侧的铜

插针焊接进退气缸，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左侧的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及于左

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左侧滑动设置的铜插针送料夹钳缸，及设置在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

后侧的左右送铜插针焊接气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接件上料机构还包括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后侧的转接件弯位避让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弯

位避让气缸上面的转接件避让导向滑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铜

插针输送机构包括插针分料导向滑轨，插针分料导向滑轨的一侧设置有双气缸，插针分料

导向滑轨的上面设置有插针分料支架，插针分料支架的前侧设置有插针顶升气缸，插针顶

升气缸的前侧设置有插针顶升导轨，插针顶升气缸的上方设置有插针正反旋转机构，插针

正反旋转机构的前侧设置有插针夹钳，插针夹钳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插针正反分辨器，

插针分料支架的左侧设置有插针上料振动器，插针上料振动器的上面设置有插针输送轨

道，所述铜插针上料振动盘设置在插针上料振动器的左侧，插针输送轨道与铜插针上料振

动盘的一侧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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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其电阻焊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其电阻焊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对对电源的铜插针与转接件进行铆接时，其需要先对转接件进行冲孔，然后

再将铜锸针穿过转接件上的冲孔，最后再采用冷锻工艺使铜插针的端部变形再铆接而成，

此铆接工艺的操作步骤不但十分繁琐，不便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其还使铜插针与转接件

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其焊接不牢固、焊接效果差，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产品的良品率

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其电

阻焊接工艺，其采用插针端部的凸点和转接件之间的凸焊工艺来取代传统的铆接工艺，使

铜插针与转接件通过电阻焊工艺对其焊接熔化后实现能永久连接，其不但实现了连接牢

固、焊接效果好和防止了铜插针与转接件在焊接后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其还大大简化了

生产工序和缩短了生产周期，使生产效率和产能得以大幅度提升。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

方案来实现的：

[0004] 一种接线板排插支架焊接机，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上面设置有转盘，所述转盘

的左端上设置有焊接对中机构，所述转盘的右端上设置有工件定位工装治具，所述转盘的

前端上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振动盘，所述转盘的后端上设置有成品卸料分选机构，所述焊接

对中机构的左侧设置有夹紧焊接机构，所述夹紧焊接机构左侧的前面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

料机构，所述工件定位工装治具的右侧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机构，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的

左上角处设置有铜插针输送机构，所述铜插针输送机构的左侧设置有铜插针上料振动盘。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夹紧焊接机构包括焊接座，焊接座的底部下安装有下焊接气缸，焊

接座的左侧设置有下接触电极，下接触电极的上面设置有焊接对齐部件，焊接对齐部件的

上方设置有夹紧焊接夹臂，夹紧焊接夹臂下端的中部设置有铜插针夹紧电极，夹紧焊接夹

臂的上面设置有夹紧焊接气缸，夹紧焊接夹臂的右侧设置有焊接上导向滑轨，焊接上导向

滑轨的上面设置有上焊接气缸，焊接座的前侧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铜插针焊接上

料机构的上方设置有工件识别传感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包括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及竖向设置在铜

插针进退导向滑轨一侧的铜插针升降导向滑轨，及设置在铜插针升降导向滑轨下侧的铜插

针焊接升降气缸，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上面的铜插针位置切换气缸，及设置在铜

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右侧的铜插针焊接进退气缸，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左侧的左右

送铜插针导向滑轨，及于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左侧滑动设置的铜插针送料夹钳缸，及设

置在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后侧的左右送铜插针焊接气缸。

[0007] 作为优选，所述转接件上料机构包括转接件上料座，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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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接件导向滑轨，及设置在转接件导向滑轨一侧的转接件顶升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导

向滑轨上侧的转接件定位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定位气缸后侧的转接件活动定位块，及设

置在转接件活动定位块后侧的转接件顶升治具，及设置在转接件顶升治具上方的转接件上

料夹钳，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夹钳右侧的转接件上料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气缸上面

的转接件上料进退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前侧的转接件上料振动器；所述转接件上

料振动盘设置在转接件上料振动器的前侧，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一侧连接设置有转接件

上料输送轨道，所述转接件上料输送轨道安装在转接件上料振动器的上面、并与转接件上

料座连接设置。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转接件上料机构还包括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后侧的转接件弯位避

让气缸，及设置在转接件弯位避让气缸上面的转接件避让导向滑轨。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铜插针输送机构包括插针分料导向滑轨，插针分料导向滑轨的一

侧设置有双气缸，插针分料导向滑轨的上面设置有插针分料支架，插针分料支架的前侧设

置有插针顶升气缸，插针顶升气缸的前侧设置有插针顶升导轨，插针顶升气缸的上方设置

有插针正反旋转机构，插针正反旋转机构的前侧设置有插针夹钳，插针夹钳的左右两侧分

别设置有插针正反分辨器，插针分料支架的左侧设置有插针上料振动器，插针上料振动器

的上面设置有插针输送轨道，所述铜插针上料振动盘设置在插针上料振动器的左侧，插针

输送轨道与铜插针上料振动盘的一侧连接设置。

[0010]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其电阻焊接工艺，该用于焊接

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包括工作台、转盘、焊接对中机构、工件定位工装治具、转接件上

料振动盘、成品卸料分选机构、夹紧焊接机构、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转接件上料机构、铜插

针输送机构和铜插针上料振动盘。本发明采用电阻焊接的工艺来取代传统的铆接工艺，其

能全自动对铜插针和转接件进行上料、传送、定位、提升、对齐、焊接和分选下料回收等一列

系操作，使插针端部的凸点和转接件之间能完成凸焊工艺，而铜插针与转接件经此焊接工

艺熔化后实现能永久连接，其不但实现了连接牢固、焊接效果好和防止了铜插针与转接件

在焊接后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其还大大简化了生产工序和缩短了生产周期，使生产效率

和产能得以大幅度提高，其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较佳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俯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中的夹紧焊接机构的立体

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中的夹紧焊接机构的另一

方向的立体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的

立体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转接件上料机构的立体

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转接件上料机构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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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立体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铜插针输送机构的立体

图。

[0019] 图8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铜插针输送机构的另一

方向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21]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

[0022] 本实施例中，参照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接线板排插支架焊接机，包括工作

台1，所述工作台1上面设置有转盘2，所述转盘2的左端上设置有焊接对中机构3，所述转盘2

的右端上设置有工件定位工装治具4，所述转盘2的前端上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振动盘5，所述

转盘2的后端上设置有成品卸料分选机构6，所述焊接对中机构3的左侧设置有夹紧焊接机

构7，所述夹紧焊接机构7左侧的前面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所述工件定位工装治具

4的右侧设置有转接件上料机构9，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5的左上角处设置有铜插针输送

机构10，所述铜插针输送机构10的左侧设置有铜插针上料振动盘11。

[0023]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夹紧焊接机构7包括焊接座70，焊接座70的底部下安装有

下焊接气缸71，焊接座70的左侧设置有下接触电极72，下接触电极72的上面设置有焊接对

齐部件73，焊接对齐部件73的上方设置有夹紧焊接夹臂74，夹紧焊接夹臂74下端的中部设

置有铜插针夹紧电极75，夹紧焊接夹臂74的上面设置有夹紧焊接气缸76，夹紧焊接夹臂74

的右侧设置有焊接上导向滑轨77，焊接上导向滑轨77的上面设置有上焊接气缸78，焊接座

70的前侧设置有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的上方设置有工件识别传感

器79。

[0024]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包括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80，及竖

向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80一侧的铜插针升降导向滑轨81，及设置在铜插针升降导向

滑轨81下侧的铜插针焊接升降气缸82，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80上面的铜插针位置

切换气缸83，及设置在铜插针进退导向滑轨80右侧的铜插针焊接进退气缸84，及设置在铜

插针进退导向滑轨80左侧的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85，及于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85左侧

滑动设置的铜插针送料夹钳缸86，及设置在左右送铜插针导向滑轨85后侧的左右送铜插针

焊接气缸87。

[0025]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转接件上料机构9包括转接件上料座90，及设置在转接件

上料座90左侧的转接件导向滑轨91，及设置在转接件导向滑轨91一侧的转接件顶升气缸

92，及设置在转接件导向滑轨91上侧的转接件定位气缸93，及设置在转接件定位气缸93后

侧的转接件活动定位块94，及设置在转接件活动定位块94后侧的转接件顶升治具95，及设

置在转接件顶升治具95上方的转接件上料夹钳96，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夹钳96右侧的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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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料气缸97，及设置在转接件上料气缸97上面的转接件上料进退气缸98，及设置在转接

件上料座90前侧的转接件上料振动器99；所述转接件上料振动盘5安装在转接件上料振动

器99的前侧，转接件上料振动盘5一侧连接设置有转接件上料输送轨道991，转接件上料输

送轨道991安装在转接件上料振动器99的上面、并与转接件上料座90连接设置。

[0026]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转接件上料机构9还包括设置在转接件上料座90后侧的

转接件弯位避让气缸992，及设置在转接件弯位避让气缸992上面的转接件避让导向滑轨

993。

[0027]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铜插针输送机构10包括插针分料导向滑轨100，插针分料

导向滑轨100的一侧设置有双气缸109，插针分料导向滑轨100的上面设置有插针分料支架

101，插针分料支架101的前侧设置有插针顶升气缸102，插针顶升气缸102的前侧设置有插

针顶升导轨103，插针顶升气缸102的上方设置有插针正反旋转机构104，插针正反旋转机构

104的前侧设置有插针夹钳105，插针夹钳105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插针正反分辨器106，

插针分料支架101的左侧设置有插针上料振动器107，插针上料振动器107的上面设置有插

针输送轨道108，所述铜插针上料振动盘11设置在插针上料振动器107的左侧，插针输送轨

道108与铜插针上料振动盘11的一侧连接设置。

[0028]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的电阻

焊接工艺：首先，转接件通过转接件上料振动盘5传动上料，转接件上料振动器99对转接件

震动传送，转接件定位气缸93推动转接件活动定位块94对转接件进行初步定位；转接件上

料进退气缸98驱动转接件顶升治具95对转接件进行错位传送，接着，转接件顶升气缸92将

转接件顶升治具95升高，使转接件随转接件顶升治具95的升高而升高；转接件上料进退气

缸98先驱动转接件上料夹钳96移动至转接件的位置，接着，转接件上料气缸97再驱动转接

件上料夹钳96将转接件夹取、并将其传送至夹紧焊接机构7中的焊接对齐部件73的位置；同

时，存放在铜插针上料振动盘11内的插针通过插针上料振动器107对其进行传送上料；双气

缸109驱动插针夹钳105前移夹取插针；插针正反分辨器106检测插针的摆放方向，插针顶升

气缸102能将插针夹钳105升高，使插针能随插针夹钳105的升高而自动与插针上料振动器

107脱离；插针正反旋转机构104能根据插针正反分辨器106检测的结果对插针进行顺时针

90度翻转或逆时针90度翻转，当双气缸109驱动插针夹钳105前移时，插针随插针夹钳105的

前移而传送至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的位置；其次，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8中的铜插针焊接

升降气缸82、铜插针焊接进退气缸84、铜插针位置切换气缸83和左右送铜插针焊接气缸87

分别启动从多个不同方向对铜插针送料夹钳缸86中的插针进行焊接前定位；当铜插针焊接

上料机构8将插针定位好后，夹紧焊接气缸76驱动夹紧焊接夹臂74夹住插针，上焊接气缸78

驱动夹紧焊接夹臂74中的插针下移至焊接对齐部件73中的转接件的位置，而下焊接气缸71

驱动下接触电极72移动至焊接对齐部件73的位置，下接触电极72对插针和转接件同时进行

焊接，使插针和转接件能焊接在一起；最后，成品通过成品卸料分选机构6进行自动分选下

料，如此循环。

[0029]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焊接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及其电阻焊接工艺，该用于焊接

铜插针与转接件的焊接机包括工作台、转盘、焊接对中机构、工件定位工装治具、转接件上

料振动盘、成品卸料分选机构、夹紧焊接机构、铜插针焊接上料机构、转接件上料机构、铜插

针输送机构和铜插针上料振动盘。本发明采用电阻焊接的工艺来取代传统的铆接工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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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自动对铜插针和转接件进行上料、传送、定位、提升、对齐、焊接和分选下料回收等一列

系操作，使插针端部的凸点和转接件之间能完成凸焊工艺，而铜插针与转接件经此焊接工

艺熔化后实现能永久连接，其不但实现了连接牢固、焊接效果好和防止了铜插针与转接件

在焊接后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其还大大简化了生产工序和缩短了生产周期，使生产效率

和产能得以大幅度提高，其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0030]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个实例，并不是用来限制本发明的实施与权利范围，

凡与本发明权利要求所述原理和基本结构相同或等同的，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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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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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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