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89054.2

(22)申请日 2019.01.30

(71)申请人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528400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

山港大道60号

(72)发明人 丁立刚　丁俊健　马莉　王龙　

丁和潮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山市科创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211

代理人 谢自安

(51)Int.Cl.

B23P 1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能够自

动地完成将铜套装配入塑料壳体内的工作，包括

有机架，机架上转动连接有回转工作台，环绕回

转工作台的圆周依次设有上料工位、定位工位、

压装工位和卸料工位，回转工作台的圆周上设有

可随回转工作台旋转从而依次经过各个工位的

夹具，上料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塑料壳体放

入夹具内的第一上料装置，定位工位处对应设置

有用于使塑料壳体在夹具中准确定位的自动定

位装置，压装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铜套送入

压装工位的第二上料装置和用于将铜套与塑料

壳体压合的压合机构，卸料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

于把已与铜套装配好的塑料壳体从夹具中取下

的卸料装置，具有生产效率高、良品率高、适合大

批量生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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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用于将铜套(001)装配入塑料壳体(002)内并形成产品，其

特征在于：包括有机架(1)，所述机架(1)上转动连接有回转工作台(2)，环绕所述回转工作

台(2)的圆周依次设有上料工位(S1)、定位工位(S2)、压装工位(S3)和卸料工位(S4)，所述

回转工作台(2)的圆周上设有至少一组用于装卡塑料壳体(002)的夹具(3)，所述夹具(3)可

随回转工作台(2)旋转从而依次经过上料工位(S1)、定位工位(S2)、压装工位(S3)和卸料工

位(S4)，所述上料工位(S1)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塑料壳体(002)放入夹具(3)内的第一上料

装置(4)，所述定位工位(S2)处对应设置有用于使塑料壳体(002)在夹具(3)中准确定位的

自动定位装置(5)，所述压装工位(S3)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铜套(001)送入压装工位(S3)的

第二上料装置(6)和用于将铜套(001)与塑料壳体(002)压合的压合机构(7)，所述卸料工位

(S4)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已与铜套(001)装配好的塑料壳体(002)从夹具(3)中取下的卸料

装置(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工作台(2)上环形

均匀分布安装有四组夹具(3)，所述回转工作台(2)每次旋转90度从而带动夹具(3)转入下

一个工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每组所述的夹具(3)包括

夹具底座(31)和夹臂(32)，所述夹具底座(31)上设有预定位槽(33)，所述夹臂(32)可活动

地安装于夹具底座(31)并可自动地从上方将塑料壳体(002)压紧限制在预定位槽(33)内，

所述上料工位(S1)和卸料工位(S4)处都分别设有用于解除夹臂(32)对塑料壳体(002)压紧

限制的开夹机构(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底座(31)上设有导

柱(34)，所述夹臂(32)可滑动地设置在导柱(34)上，所述导柱(34)上还设有用于驱动夹臂

(32)实现自动夹紧动作的弹性件(3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料装置(4)包括

沿着塑料壳体(002)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振动上料盘(41)、第一输送带(42)、第一中

转平台(43)和能够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升、水平移动、释放、再上升、回至原位的第一机

械手(44)。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定位装置(5)包括

定位销(51)和驱动所述定位销(51)沿直线轨迹运动的定位驱动装置(52)，所述定位销(51)

可由上往下地插入塑料壳体(002)上待装入铜套(001)的孔内，所述自动定位装置(5)上还

设有用于检测定位销(51)的运动行程的光电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或6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上料

装置(6)包括有沿着铜套(001)的输送方向依次布置的第二振动上料盘(61)、第二输送带

(62)、导料槽(63)和能够实现夹持工件、水平移动、释放、回至原位的第二机械手(64)，所述

第二输送带(62)与导料槽(63)之间还设有用于筛选铜套(001)的自动筛选机构(8)，所述导

料槽(63)的首端还设有推料机构(65)，所述推料机构(65)用于将铜套从自动筛选机构(8)

推入导料槽(63)并使铜套(001)在导料槽(63)内沿输送方向移动，所述导料槽(63)的末端

还设有挡料机构(6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筛选机构(8)包括

第二中转平台(81)、检测组件(82)和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下方的不合格品料斗(8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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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中转平台(81)可活动地连接于所述导料槽(63)的首端与第二输送带(62)之间，所述

检测组件(82)用于对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上的铜套(001)的高度尺寸进行检测，所述导

料槽(63)的槽宽设置成与铜套(001)的直径尺寸相适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组件(82)设置在第

二中转平台(81)旁，所述检测组件(82)包括触头(821)和驱动所述触头(821)沿直线轨迹运

动的检测驱动装置(822)，所述触头(821)可由上往下地靠近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上的铜

套(001)并与铜套(001)的顶面接触，所述检测组件(82)上还设有用于检测触头(821)的运

动行程的光电传感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卸料装置(9)包括能够

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升、水平移动、释放、再上升、回至原位的卸料机械手(91)和设置在

机架(1)上的成品料斗(92)，所述卸料工位(S4)处还设有用于检验压装质量的成品检测装

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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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一款感应器元件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将铜套装配入塑料壳体内，且产品数量庞

大；现有技术中采用人工压装进行生产，不仅生产效率低下，容易出现产品合格率低的问

题，且人工成本高。

[0003] 本发明即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研究提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自动装配铜套

设备，能够自动地完成将铜套装配入塑料壳体内的工作，生产速度显著提高，且产品质量稳

定，降低生产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用于将

铜套装配入塑料壳体内并形成产品，包括有机架，机架上转动连接有回转工作台，环绕所述

回转工作台的圆周依次设有上料工位、定位工位、压装工位和卸料工位，所述回转工作台的

圆周上设有至少一组用于装卡塑料壳体的夹具，所述夹具可随回转工作台旋转从而依次经

过上料工位、定位工位、压装工位和卸料工位，所述上料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塑料壳体

放入夹具内的第一上料装置，所述定位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使塑料壳体在夹具中准确定

位的自动定位装置，所述压装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铜套送入压装工位的第二上料装置

和用于将铜套与塑料壳体压合的压合机构，所述卸料工位处对应设置有用于把已与铜套装

配好的塑料壳体从夹具中取下的卸料装置。

[0006]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回转工作台上环形均匀分布安装有四组夹

具，所述回转工作台每次旋转90度从而带动夹具转入下一个工位。

[0007]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每组所述的夹具包括夹具底座和夹臂，所述夹具

底座上设有预定位槽，所述夹臂可活动地安装于夹具底座并可自动地从上方将塑料壳体压

紧限制在预定位槽内，即夹臂对塑料壳体施加沿竖直方向的压紧力，所述上料工位和卸料

工位处都分别设有用于解除夹臂对塑料壳体压紧限制的开夹机构。

[0008]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夹具底座上设有导柱，所述夹臂可滑动地设

置在导柱上，所述导柱上还设有用于驱动夹臂实现自动夹紧动作的弹性件。

[0009]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第一上料装置4包括沿着塑料壳体的输送方

向依次设置的第一振动上料盘、第一输送带、第一中转平台和能够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

升、水平移动、释放、再上升、回至原位的第一机械手。

[0010]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自动定位装置包括定位销和定位驱动装置，

所述定位驱动装置驱动定位销沿直线轨迹运动，所述定位销可由上往下地插入塑料壳体上

待装入铜套的孔内，所述自动定位装置上还设有用于检测定位销的运动行程的光电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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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定位销的前端呈锥形，由于夹具对塑料壳体的夹紧力是沿竖直方向的，当定位销的前端

插入塑料壳体上待装入铜套的孔内时，可使塑料壳体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微量位移从而实现

准确定位的目的。

[0011]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第二上料装置包括有沿着铜套的输送方向依

次布置的第二振动上料盘、第二输送带、导料槽和用于夹取经导料槽传送过来的铜套后转

移到压合机构上的第二机械手，第二机械手设置成可在所述导料槽的末端和位于压装工位

的夹具之间运行，其能够实现夹持工件、水平移动、释放、回至原位的运动；所述第二输送带

与导料槽之间还设有用于筛选铜套的自动筛选机构，所述导料槽的首端还设有推料机构，

所述推料机构用于将铜套从自动筛选机构推入导料槽并使铜套在导料槽内沿输送方向移

动，所述导料槽的末端还设有挡料机构。

[0012]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自动筛选机构包括第二中转平台、检测组件

和位于第二中转平台下方的不合格品料斗，所述第二中转平台可活动地连接于所述导料槽

的首端与第二输送带之间，所述检测组件用于对位于第二中转平台上的铜套的高度尺寸进

行检测，所述导料槽的槽宽设置成与铜套的直径尺寸相适配，如此设置是为了保证被送入

压装工位的铜套的尺寸是满足要求的。

[0013]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检测组件设置在第二中转平台旁，所述检测

组件包括触头和驱动所述触头沿直线轨迹运动的检测驱动装置，所述触头可由上往下地靠

近位于第二中转平台上的铜套并与铜套的顶面接触从而对铜套的高度尺寸进行检测，所述

检测组件上还设有用于检测触头的运动行程的光电传感器。

[0014] 如上所述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所述卸料装置包括能够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

升、水平移动、释放、再上升、回至原位的卸料机械手和设置在机架上的成品料斗，所述卸料

工位处还设有用于检验压装质量的成品检测装置；成品检测装置采用高精度接触式数字传

感器，可以检测铜套与塑料壳体压合的行程和垂直度从而辨别产品质量是否合格。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采用回转工作台循环旋转从而依

次经过上料工位、定位工位、压装工位和卸料工位的布局型式，在上料工位将塑料壳体自动

放入夹具并自动装夹，在定位工位对塑料壳体进行自动精确定位，在压装工位进行铜套自

动筛选和自动上料并将其与塑料壳体压合，在卸料工位进行自动卸料，实现了整个生产过

程的自动化，无论在产品质量、平稳性和压合效果上都相对于人工压装的产品要好，具有生

产效率高、良品率高、适合大批量生产的特点，同时解决了人工成本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的立体图Ⅰ。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的立体图Ⅱ。。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的俯视图。

[0020] 图4为图1中回转工作台和夹具的立体图。

[0021] 图5为图4中夹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1中导料槽、第二机械手、推料机构、挡料机构和自动筛选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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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7为图1中自动定位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至7所示，一种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包括有机架1，所述机架1上转动连接有回

转工作台2，环绕所述回转工作台2的圆周依次设有上料工位S1、定位工位S2、压装工位S3和

卸料工位S4；所述回转工作台2的圆周上环形均匀分布安装有四组夹具3，夹具3用于装卡塑

料壳体002，所述夹具3可随回转工作台2旋转从而依次经过上料工位S1、定位工位S2、压装

工位S3和卸料工位S4，回转工作台2每次旋转90度从而带动夹具3转入下一个工位。优选的，

每组所述的夹具3包括夹具底座31和夹臂32，所述夹具底座31上设有预定位槽33，所述夹具

底座31上设有导柱34，夹臂32可滑动地设置在导柱34上，导柱34上还设有用于驱动夹臂32

实现自动夹紧动作的弹性件35；所述夹臂32呈钩形，弹性件35顶压夹臂并迫使夹臂32沿导

柱34向靠近预定位槽33内的塑料壳体002的方向运动，从而夹臂32可自动地从上方接触塑

料壳体002的顶部并将塑料壳体002压紧限制在预定位槽33内，相应的所述上料工位S1和卸

料工位S4处都分别设有用于解除夹臂32对塑料壳体002压紧限制的开夹机构10；开夹机构

10为一个气缸，气缸的活动端设有推块，当气缸活塞伸出时，推块顶压夹臂32并推动夹臂32

沿导柱34向远离预定位槽33内的塑料壳体002的方向运动。

[0026] 所述上料工位S1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将塑料壳体002放入夹具3内的第一上料装置

4，优选的所述第一上料装置4包括沿着塑料壳体002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振动上料

盘41、第一输送带42、第一中转平台43和能够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升、水平移动、释放、再

上升、回至原位的第一机械手44。

[0027] 所述定位工位S2处对应设置有用于使塑料壳体002在夹具3中准确定位的自动定

位装置5，自动定位装置5包括定位销51和驱动所述定位销51沿直线轨迹运动的定位驱动装

置52，所述定位销51可由上往下地插入塑料壳体002上待装入铜套001的孔内，所述自动定

位装置5上还设有用于检测定位销51的运动行程的光电传感器。

[0028] 所述压装工位S3处对应设置有压合机构7和用于将铜套001送入压装工位S3的第

二上料装置6，压合机构7采用电动缸；所述第二上料装置6包括有沿着铜套001的输送方向

依次布置的第二振动上料盘61、第二输送带62、导料槽63和能够实现夹持工件、水平移动、

释放、回至原位的第二机械手64；在竖直方向上导料槽63的安装高度比回转工作台2上的夹

具3略高，第二机械手64夹取铜套001后直接水平移动至夹具3内塑料壳体002的上方，压合

机构7动作便可将铜套001与塑料壳体002压合；在第二输送带62与导料槽63之间设有用于

筛选铜套001的自动筛选机构8，所述导料槽63的首端还设有推料机构65，推料机构65也采

用电动缸且其运动方向与导料槽63的轴线一致，所述推料机构65用于将铜套从自动筛选机

构8推入导料槽63并使铜套001在导料槽63内沿输送方向移动，所述导料槽63的末端还设有

挡料机构66，挡料机构66包括驱动气缸和卡块，驱动气缸带动卡块伸出即可阻挡铜套001在

导料槽32上移动，等待第二机械手64夹取。

[0029] 优选的所述自动筛选机构8包括第二中转平台81、用于对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上

的铜套001的高度尺寸进行检测的检测组件82和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下方的不合格品料斗

83，所述第二中转平台81可活动地连接于所述导料槽63的首端与第二输送带62之间并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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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气缸驱动；所述检测组件82设置在第二中转平台81旁，其包括触头821和驱动触头821沿

直线轨迹运动的检测驱动装置822，所述触头821可由上往下地靠近位于第二中转平台81上

的铜套001并与铜套001的顶面接触，检测组件82上还设有用于检测触头821的运动行程的

光电传感器；所述导料槽63的槽宽设置成与铜套001的直径尺寸相适配，这样当直径尺寸过

大的铜套001不能进入导料槽63而停留在第二中转平台2上时，被安装在第二中转平台81的

上方位置的光纤传感器感应从而被判定为不合格品；当自动筛选机构8检测到不合格品时，

第二中转平台81由气缸驱动并移动使得不合格的铜套001掉入下方的不合格品料斗83。

[0030] 所述卸料工位S4处对应设置有用于已与铜套001装配好的塑料壳体002将从夹具3

中取下的卸料装置9；所述卸料装置9包括能够实现下降、夹持工件、上升、水平移动、释放、

再上升、回至原位的卸料机械手91和设置在机架1上的成品料斗92，所述卸料工位S4处还设

有用于检验压装质量的成品检测装置93。

[0031] 本发明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的工作流如下：

[0032] 将塑料壳体002原料放入第一振动上料盘41，铜套001原料放入第二振动上料盘

61，启动设备，塑料壳体002经第一输送带42被传送至第一中转平台43上，铜套001经第二输

送带62被传送至第二中转平台81上；回转工作台2带着夹具3转至上料工位S1，设置在上料

工位S1的开夹机构10动作使得夹具3处于开夹状态，第一机械手41抓取第一中转平台43上

的塑料壳体002并将其放入夹具3。

[0033] 回转工作台2旋转90度，带着夹具3进入定位工位S2，夹具3自动将塑料壳体002压

紧限制在预定位槽33内，接着自动定位装置5动作对塑料壳体002进行准确定位；与此同时

自动筛选机构8动作对第二中转平台81上的铜套001进行检测，不合格的铜套001被剔除，合

格铜套001送入导料槽63并被推料装置65推送至导料槽63末端后被挡料装置66阻挡而停止

移动。

[0034] 回转工作台2再次旋转90度，带着夹具3进入压装工位S3，第二机械手64动作并夹

住位于导料槽63末端的铜套001，挡料装置66退出，第二机械手64夹取铜套001后水平移动

至夹具3内塑料壳体002的上方，之后压合机构7动作将铜套001与塑料壳体002压合，第二机

械手64退出并回原位。

[0035] 回转工作台2再次旋转90度，带着夹具3进入卸料工位S4，设置在卸料工位S4的开

夹机构10动作使得夹具3处于开夹状态，成品检测装置93开始工作对成品的压合质量进行

检测，检测合格则卸料机械手91动作将已与铜套001装配好的塑料壳体002从夹具3中取下

放入成品料斗92，如检测不合格则卸料机械手91将不合格品取下放入不合格品收集箱；之

后回转工作台2再次旋转90度，将已经清空的夹具3送入上料工位S1。

[0036] 本发明的自动装配铜套设备共设置四个工位，回转工作台2上也相应设置四组夹

具3，回转工作台2循环旋转且每次旋转90度以切换工位从而形成自动化流水生产线，四个

工位上可同时进行相应的工作，布局合理，生产效率高，且在各工位配置相应的检测装置进

行监测和筛选，可减少不合格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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