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65868.X

(22)申请日 2016.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364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高密同创气门芯有限公司

地址 261500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醴泉街

道凤凰大街（西）1908号

(72)发明人 李健　臧贻照　徐发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21

代理人 赵妍

(51)Int.Cl.

B23P 19/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807879 U,2011.04.27,

CN 104690687 A,2015.06.10,

CN 103909495 A,2014.07.09,

CN 206382833 U,2017.08.08,

CN 203459885 U,2014.03.05,

CN 205739289 U,2016.11.30,

SU 740474 A1,1980.06.15,

审查员 李双庆

 

(54)发明名称

一种芯体套管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芯体套管机，它属于自动

化装配技术领域，包括机架，供芯体装置、供密封

圈装置以及电控装置，所述供芯体装置安装于所

述机架上，所述供密封圈装置也安装于所述机架

上并与所述供芯体装置相对；所述供密封圈装置

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一机械手，所述第一机械手底

部密封圈预胀紧装置，所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与

第一机械手配合将密封圈内径预胀；所述供芯体

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二机械手，所述第二机械

手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将密封圈和芯体装配成

型；所述电控装置使所述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

装置、第一机械手、密封圈预胀紧装置、第二机械

手顺序动作，本发明实现了新型芯体与密封圈的

全自动化装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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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芯体套管机，包括机架，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以及电控装置，所述供芯体

装置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密封圈装置也安装于所述机架上并与所述供芯体装置相

对；

所述供密封圈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一机械手，所述第一机械手底部设有密封圈预胀

紧装置，所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与第一机械手配合将密封圈内径预胀；

所述供芯体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二机械手，所述第二机械手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将

密封圈和芯体装配成型；

所述电控装置使所述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第一机械手、密封圈预胀紧装置、第

二机械手顺序动作；

所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包括立板，所述立板上设有相对立板滑动的密封圈滑座，所述

密封圈滑座由安装在立板上的第一气缸驱动；

所述密封圈滑座上设有密封圈气缸和上顶平台，所述上顶平台上设有顶针和上顶气

缸，所述上顶气缸固定在上顶平台上驱动顶针运动，所述顶针对密封圈机械手夹取的密封

圈预定位，所述密封圈气缸固定在密封圈滑座上并驱动上顶平台运动，上顶平台带动顶针

套取并预胀密封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密封圈装置包括供密封

圈振动盘，所述供密封圈振动盘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密封圈振动盘输出端设有供密

封圈轨道，所述供密封圈轨道底部设有固定在机架上的供密封圈平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芯体装置包括供芯体振

动盘，所述供芯体振动盘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芯体振动盘输出端设有供芯体轨道，所

述供芯体轨道底部设有固定在机架上的供芯体平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机械手包括固定所述

第一机械手的第一支架，所述第一支架上固定有滑轨，所述滑轨垂直于供密封圈轨道；

所述滑轨上设有滑动平台，所述滑动平台一端设有滑动气缸，所述滑动气缸固定在第

一支架上，所述滑动气缸带动滑动平台沿滑轨运动；

所述滑动平台上设有密封圈机械手，所述密封圈机械手夹取密封圈后由滑动平台带动

滑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机械手上夹取密封

圈的结构设为四瓣小爪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针的顶端设为圆锥面并

与芯体内径相对应，所述顶针的直径大于密封圈内径，所述顶针的直径大于等于芯体的外

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机械手包括固定所述

第二机械手的第二支架，所述第二支架上设有芯体滑座和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固定在

所述第二支架上并驱动所述芯体滑座滑动；

所述芯体滑座上设有夹持机构和套管气缸，所述夹持机构上设有夹持气缸和夹持卡

爪，所述夹持气缸驱动夹持卡爪夹持芯体，所述套管气缸驱动夹持机构上下运动，芯体滑座

带动夹持机构移动到装配位置，由套管气缸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配合实现芯体和密封圈的

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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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控装置包括可编程控制

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芯体套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机械手的初始端的下

方设有接料盘，所述接料盘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架上，所述接料盘的下游设有接料平振驱动

的接料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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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芯体套管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装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芯体套管机。

背景技术

[0002] 气门芯一般包括有芯杆、密封圈和芯体，目前气门芯的芯体和密封圈的装配多采

用人工操作的方式，其步骤是，手工装入芯体模板及密封圈模板后，两板合并放于油压机压

合装配，这种手工的装配方法效率低，不易掌握，随着气门芯行业需求量的增大，企业需要

安排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气门芯的芯体与密封圈装配，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生产成本。

[0003] 由于产品的生产制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企业技术人经过长时间的设计研

发，设计了一种全自动套管机(CN201807879U)，该设备基本上实现了芯体和密封圈的自动

化装配，而这款设备所针对的产品其芯体由于设有锥度，因此密封圈与芯体装配时很容易

实现，但是随着产品的升级，目前的芯体结构发生了改变，如图1、图2所示，现在的芯体与密

封圈装配处的下方圆柱直径要大于装配处的圆锥直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传统的芯体和密

封圈装配好后密封圈又从芯体上脱落的问题。现在芯体下方的圆柱直径要大于密封圈内

径，由于没有传统的锥度导向，其装配目前一直困扰着我公司技术人员。

[0004] 我公司技术人员通过长时间的研发设计，通过对传统设备进行相关改进，满足了

新型芯体与密封圈的装配难题，而目前市场上没有该类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对于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芯体套管机，通过采用机械自动

化设备自动上料，自动定位，自动装配，实现了该芯体与套管的全自动化生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芯体套管机，包括机架，供

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以及电控装置，所述供芯体装置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密封圈

装置也安装于所述机架上并与所述供芯体装置相对；

[0007] 所述供密封圈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一机械手，所述第一机械手底部设有密封圈

预胀紧装置，所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与第一机械手配合将密封圈内径预胀；

[0008] 所述供芯体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二机械手，所述第二机械手与密封圈预胀紧装

置将密封圈和芯体装配成型；

[0009] 所述电控装置使所述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第一机械手、密封圈预胀紧装

置、第二机械手顺序动作。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供密封圈装置包括供密封圈振动盘，所述供密封圈振

动盘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密封圈振动盘输出端设有供密封圈轨道，所述供密封圈轨

道底部设有固定在机架上的供密封圈平振。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供芯体装置包括供芯体振动盘，所述供芯体振动盘安

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供芯体振动盘输出端设有供芯体轨道，所述供芯体轨道底部设有固

定在机架上的供芯体平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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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机械手包括固定所述第一机械手的第一支架，所

述第一支架上固定有滑轨，所述滑轨垂直于供密封圈轨道；

[0013] 所述滑轨上设有滑动平台，所述滑动平台一端设有滑动气缸，所述滑动气缸固定

在第一支架上，所述滑动气缸带动滑动平台沿滑轨运动；

[0014] 所述滑动平台上设有密封圈机械手，所述密封圈机械手夹取密封圈后由滑动平台

带动滑到密封圈预胀紧工序。

[0015]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密封圈机械手上夹取密封圈的结构设为四瓣小爪结

构。

[0016]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包括立板，所述立板上设有相对立

板滑动的密封圈滑座，所述密封圈滑座由安装在立板上的第一气缸驱动；

[0017] 所述密封圈滑座上设有密封圈气缸和上顶平台，所述上顶平台上设有顶针和上顶

气缸，所述上顶气缸固定在上顶平台上驱动顶针运动，所述顶针对密封圈机械手夹取的密

封圈预定位，所述密封圈气缸固定在密封圈滑座上并驱动上顶平台运动，上顶平台带动顶

针套取并预胀密封圈。

[001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顶针的顶端设为圆锥面并与芯体内径相对应，所述顶

针的直径大于密封圈内径，所述顶针的直径大于等于芯体的外径。

[001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二机械手包括固定所述第二机械手的第二支架，所

述第二支架上设有芯体滑座和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架上并驱动所述

芯体滑座滑动；

[0020] 所述芯体滑座上设有夹持机构和套管气缸，所述夹持机构上设有夹持气缸和夹持

卡爪，所述夹持气缸驱动夹持卡爪夹持芯体，所述套管气缸驱动夹持机构上下运动，芯体滑

座带动夹持机构移动到装配位置，由套管气缸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配合实现芯体和密封圈

的装配。

[002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电控装置包括可编程控制器。

[002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二机械手的初始端的下方设有接料盘，所述接料盘

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架上，所述接料盘的下游设有接料平振驱动的接料导轨。

[0023]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

[0024] 1 .本发明实现了新型芯体与密封圈的全自动化装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

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0025] 2.第一机械手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实现了密封圈内径的预胀，且顶针的顶端设有

与芯体内径相对应的圆锥面，使得顶针与芯体对正更加容易，动作更加流畅，避免了密封圈

因内径小而套不上芯体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芯体和密封圈的装配结构图；

[0027] 图2为芯体和密封圈的爆炸图；

[0028] 图3为一种芯体套管机的整体结构图；

[0029] 图4为一种芯体套管机的侧视图；

[0030] 图5为一种芯体套管机的B-B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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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6为一种芯体套管机的A-A截面图；

[0032] 图7为一种芯体套管机的俯视图。

[0033] 图中：1-芯体、2-密封圈、3-机架、4-供密封圈振动盘、5-供密封圈轨道、6-供密封

圈平振、7-第一机械手、8-第二机械手、9-供芯体振动盘、10-接料平振、11-接料导轨、12-接

料盘、13-供芯体平振、14-供芯体轨道、700-滑动气缸、701-滑轨、702-密封圈机械手、703-

滑动平台、704-四瓣小爪、705-顶针、706-上顶平台、707-密封圈气缸、708-上顶气缸、709-

第一气缸、710-第一支架、711-密封圈滑座、712-滑轨、713-立板、800-第二气缸、801-芯体

滑座、802-第二支架、803-夹持气缸、804-套管气缸、805-夹持卡爪。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如图1、图2所示，一种芯体套管机所要装配的元件，现在的芯体1与密封圈2装配处

的下方圆柱直径要大于装配处的圆锥直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传统的芯体1和密封圈2装配

好后密封圈2又从芯体1上脱落的问题，由于芯体1与密封圈2类似于过盈连接，较之前的装

配设备，已经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因此对其重新设计改进。

[0036] 如图3、图4、图7所示，一种芯体套管机，包括机架3，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以

及电控装置，供芯体装置安装于机架3上，供密封圈装置也安装于机架3上并与供芯体装置

相对，本发明供芯体装置选用供芯体振动盘9自动上料，以及底部设有供芯体平振13的供芯

体轨道14将芯体1输送到下游位置；本发明供密封圈装置选用供密封圈振动盘4自动上料，

以及底部设有供密封圈平振6的供密封圈轨道5将密封圈2输送到下游位置；

[0037] 如图5所示，供密封圈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一机械手7，第一机械手7包括固定第

一机械手7的第一支架710，第一支架710上固定有滑轨701，并且滑轨701垂直于供密封圈轨

道5，滑轨701上设有滑动平台703，滑动平台703上设有密封圈机械手702，滑动平台703一端

设有固定在第一支架710上的滑动气缸700，该滑动气缸700带动滑动平台703沿滑轨701运

动，密封圈机械手702夹取密封圈2后会由滑动平台703带动滑到密封圈预胀紧工位，该密封

圈机械手702上夹取密封圈2的结构设为四瓣小爪704结构，能够保证密封圈2夹取定位准

确。

[0038] 第一机械手7底部设有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密封圈预胀紧装置设置在密封圈预胀

紧工位的下方，且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安装在固定于第一支架710的立板713上，立板713上设

有相对立板713滑动的密封圈滑座711，密封圈滑座711上设有密封圈气缸707和上顶平台

706，上顶平台706上设有顶针705和上顶气缸708，上顶气缸708固定在上顶平台706上驱动

顶针705运动，顶针705对密封圈机械手702夹取的密封圈2预定位，密封圈气缸707固定在密

封圈滑座711上并驱动上顶平台706运动，上顶平台706带动顶针705套取并预胀密封圈2。本

发明中的顶针705顶端设为圆锥面并与芯体1内径相对应，使得顶针705与芯体1对正更加容

易，动作更加流畅，虽然本发明为了将密封圈2预胀，其顶针705的直径大于密封圈2内径，但

是通过顶针705顶端的锥度和密封圈气缸707配合，实现了密封圈2快速的预胀套取。

[0039] 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将密封圈2套取并预胀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由安装在立板713

上的第一气缸709驱动到装配位置；

[0040] 如图6所示，供芯体装置的下游位置设有第二机械手8，第二机械手8包括固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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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8的第二支架802，第二支架802上设有芯体滑座801和第二气缸800，芯体滑座801上

设有夹持机构和套管气缸804，夹持机构上设有夹持气缸803和夹持卡爪805，夹持气缸803

驱动夹持卡爪805夹持芯体1，套管气缸804驱动夹持机构上下运动，而第二气缸800固定在

第二支架802上并驱动芯体滑座801滑动，芯体滑座801带动夹持机构移动到装配位置，由套

管气缸804与密封圈预胀紧装置配合实现芯体1和密封圈2的装配。

[0041] 本发明电控装置使所述供芯体装置、供密封圈装置、第一机械手7、密封圈预胀紧

装置、第二机械手8顺序动作，该电控装置包括可编程控制器。

[0042] 本发明第二机械手8的初始端的下方设有接料盘12，接料盘12固定在第二支架802

上，接料盘12的下游设有接料平振10驱动的接料导轨11，芯体1和密封圈2装配完成后，由该

结构收集成品。

[0043]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过程：

[0044] 将加工好的密封圈2和芯体1分别放置于供密封圈振动盘4和供芯体振动盘9中，启

动电控装置，密封圈2会顺次从供密封圈振动盘4输出，进入供密封圈轨道5，在供密封圈平

振6的作用下，沿供密封圈轨道5向下游移动；芯体1会顺次从供芯体振动盘9输出，进入供芯

体轨道14，在供芯体平振13的作用下，沿供芯体轨道14向下游移动。

[0045] 当密封圈2移动到供密封圈轨道5的端部时，第一气缸709的气缸杆处于收缩状态，

密封圈机械手702通过四瓣小爪704将密封圈2抓到指定位置，然后滑动气缸700带动安装在

滑动平台703上的密封圈机械手702到达密封圈预胀紧工位，此时，上顶气缸708驱动顶针

705运动，顶针705伸出与密封圈2预定位，密封圈气缸707驱动上顶平台706带动上顶气缸

708及顶针705向上移动，将密封圈2套取在顶针705上，滑动气缸700带动安装在滑动平台

703上的密封圈机械手702回到初始位置。

[0046] 第一气缸709动作，带动套有密封圈2的密封圈预胀紧装置到达指定位置。

[0047] 第二机械手8与第一机械手7同步运动，当芯体1移动到供芯体轨道14的端部时，第

二气缸800的气缸杆也处于收缩状态，夹持气缸803驱动夹持卡爪805夹持芯体1到指定位置

后，第二气缸800动作，带动夹持有芯体1的夹持机构到达指定位置，此时，芯体1处在密封圈

2的正上方。

[0048] 套管气缸804带动夹持有芯体1的夹持机构向下运动，芯体1首先与顶针705顶端配

合，由于顶针705的顶端设有与芯体1内径相对应的圆锥面，使得顶针705与芯体1对正更加

容易，夹持机构继续向下移动，芯体1将顶针705压到上顶气缸708内部，由于顶针705的直径

大于等于芯体1的外径，所以芯体1继续向下移动，直至密封圈2套装在芯体1上。

[0049] 最后套管气缸804带动夹持有装配好的芯体套管的夹持机构向上运动，第二气缸

800的气缸杆收缩，在收缩过程中，夹持机构将装配好的芯体套管松开，装配好的芯体套管

落入接料盘12，并经接料盘12传送到带有接料平振10的接料导轨11上收集处理。而第一气

缸709也同步收缩，回到初始位置。依次整个生产过程循环往复进行芯体套管生产。

[0050] 应当理解，这些实施例的用途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意欲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此外，也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做各

种改动、修改和/或变型，所有的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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