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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

量装置，涉及万向节外圈零部件几何量测量领

域，包括设备台架，所述的设备台架上设有上料

输送带机构、检测平台、位移传感系统、零件传送

机构、基准支撑机构。本发明主要是为了解决万

向节外圈批量、高效和稳定的在线检测，特别是

适应企业环境的基准平台设计的问题，提出一种

基于三点定面的原理实现点接触的基准台的万

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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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台架(5)，所述的设备台

架(5)上设有上料输送带机构(1)、检测平台(6)、位移传感系统(2)、零件传送机构(3)、基准

支撑机构(4)；

所述的上料输送带机构(1)包括输送带(11)、用于感应零件的接近开关(12)和用于阻

挡零件的零件挡板(13)，所述的接近开关(12)和零件挡板(13)设于输送带(11)传送方向末

尾端，所述的输送带(11)在零件挡板(13)处与检测平台(6)连接；所述接近开关(12)通过通

信线与单片机相连；

所述的检测平台(6)下侧设有用于调准零件位置的基准支撑机构(4)，检测平台(6)上

侧设有用于测量零件的位移传感系统(2)，检测平台(6)侧向设有用于转移零件的零件传送

机构(3)；

所述的位移传感系统(2)包括固定支架(21)和位移传感器，所述的位移传感器通过固

定支架(21)固定在设备台架(5)上，且位移传感器垂直设于基准支撑机构(4)上方；

所述的零件传送机构(3)包括移动夹具(32)、用于驱动移动夹具(32)前后移动的气缸

(31)、以及用于驱动移动夹具(32)横向移动的直线模组(34)，所述的移动夹具(32)与气缸

(31)的活塞杆固定，移动夹具(32)与气缸(31)整体定位在直线模组(34)的滑台上，移动夹

具(32)前侧并排设有两个用于定位零件的凹槽(33)；所述的基准支撑机构(4)包括一个支

撑圆台(41)、一个基准圆环平台(43)、一个基准台固定座(46)、若干基准支撑柱(42)和若干

基准台微调杆(44)，所述的基准支撑柱(42)绕基准圆环平台(43)轴线周向等距间隔设置在

基准圆环平台(43)上表面；所述的基准台微调杆(44)绕基准圆环平台(43)轴线周向等距间

隔设置在基准圆环平台(43)下表面，基准台微调杆(44)下端固定在基准台固定座(46)上，

基准台固定座(46)底部固定在设备台架(5)上；所述的支撑圆台(41)与基准圆环平台(43)

同轴设置，支撑圆台(41)下侧设有驱动支撑圆台(41)升降的高度调节机构(4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

平台(6)在测量工位处配合基准台开设有一个圆孔，圆孔、支撑圆台(41)和位移传感器的中

心线共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度

调节机构(47)为直线电动推杆，直线电动推杆的主体与设备台架(5)固定，直线电动推杆的

升降杆(45)与支撑圆台(41)下侧固定。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910568 B

2



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万向节外圈零部件几何量测量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待测件基准

定位的万向节底厚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万向节外圈是万向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万向节是汽车构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

份。因此，对万向节外圈的质量保证直接关系到一辆汽车的整体质量状况，相应的设计一种

能够批量、高效和稳定的对万向节外圈质量进行的在线检测的装置也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

意义。

[0003] 目前，在对万向节外圈的几何尺寸进行测量时，基准的选择和定位很关键。但是由

于其制造过程和生产环境的原因，常会使待测件本身粘上许多废屑、油渍、粉尘等等干扰物

质，因此普通的测量定位基准平台无法保证测量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万向节外圈批量、高效和稳定的在线检测，特别是适应企业环境

的基准平台设计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三点定面的原理实现点接触的基准台的万向节外圈

底厚自动测量装置。

[0005] 为了完成上述要求，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

装置，包括设备台架，所述的设备台架上设有上料输送带机构、检测平台、位移传感系统、零

件传送机构、基准支撑机构；

[0006] 所述的上料输送带机构包括输送带、用于感应零件的接近开关和用于阻挡零件的

零件挡板，所述的接近开关和零件挡板设于输送带传送方向末尾端，所述的输送带在零件

挡板处与检测平台连接；

[0007] 所述的检测平台下侧设有用于调准零件位置的基准支撑机构，检测平台上侧设有

用于测量零件的位移传感系统，检测平台侧向设有用于转移零件的零件传送机构；

[0008] 所述的位移传感系统包括固定支架和位移传感器，所述的位移传感器通过固定支

架固定在设备台架上，且位移传感器垂直设于基准支撑机构上方；

[0009] 所述的零件传送机构包括移动夹具、用于驱动移动夹具前后移动的气缸、以及用

于驱动移动夹具横向移动的直线模组，所述的移动夹具与气缸的活塞杆固定，移动夹具与

气缸整体定位在直线模组的滑台上，移动夹具前侧并排设有两个用于定位零件的凹槽；

[0010] 所述的基准支撑机构包括一个支撑圆台、一个基准圆环平台、一个基准台固定座、

若干基准支撑柱和若干基准台微调杆，所述的基准支撑柱绕基准圆环平台轴线周向等距间

隔设置在基准圆环平台上表面；所述的基准台微调杆绕基准圆环平台轴线周向等距间隔设

置在基准圆环平台下表面，基准台微调杆下端固定在基准台固定座上，基准台固定座底部

固定在设备台架上；所述的支撑圆台与基准圆环平台同轴设置，支撑圆台下侧设有驱动支

撑圆台升降的高度调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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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检测平台在测量工位处配合基准台开设有一个圆孔，圆孔、支撑

圆台和位移传感器的中心线共线。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高度调节机构为直线电动推杆，直线电动推杆的主体与设备台

架固定，直线电动推杆的升降杆与支撑圆台下侧固定。

[0013] 有益效果：本发明是一种解决万向节外圈底厚测量的检测装置。该装置能够配合

流水线实现在线实时检测，同时由于特殊的基准台设计，使得基准台可以作为分立元件配

合安装于检测平台的，从而使该装置具有灵活的可更换性、良好的适应性。所以本发明不仅

提高了测量精度和效率，而且降低了基准台的磨损情况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企业现代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装置整体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装置从输送带取待测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中测量工位设计和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基准支撑机构分立元件及组合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中测量工位工作过程分解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所涉及的基于单片机的控制流程图。

[0020] 1：上料输送带机构；11：输送带；12：接近开关；13：零件挡板；2：位移传感系统；21：

固定支架；3：零件传送机构；31：气缸；32：移动夹具；33：凹槽；34：直线模组；4：基准支撑机

构；41：支撑圆台；42：基准支撑柱；43：基准圆环平台；44：基准台微调杆；45：升降杆；46：基

准台固定座；47：高度调节机构；5：设备台架；6：检测平台；7：万向节外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给出本发明的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2] 如图1所示，一种万向节外圈底厚自动测量装置，本装置包括设备台架5，设备台架

5上设有上料输送带机构1、检测平台6、位移传感系统2、零件传送机构3、基准支撑机构4以

及单片机模块。

[0023] 所述的上料输送带机构1包括输送带11、用于感应零件的接近开关12和用于阻挡

零件的零件挡板13，所述的接近开关12和零件挡板13设于输送带11传送方向末尾端，所述

的输送带11在零件挡板13处与检测平台6连接。所述输送带11传送方向起始处对接自动上

料机构，被测件万向节外圈7通过自动上料机构上料进入输送带11，通过输送带11传送，直

到遇零件挡板13阻挡，停止移动，输送带11传送方向末尾端安装有接近开关12，用于判断零

件挡板13是否有被测件万向节外圈7，并将检测结果反馈给单片机，以协调后续流程。

[0024] 如图3所示，所述的检测平台6下侧设有用于调准零件位置的基准支撑机构4，检测

平台6上侧设有用于测量零件的位移传感系统2，检测平台6侧向设有用于转移零件的零件

传送机构3；所述的位移传感系统2包括固定支架21和位移传感器，所述的位移传感器通过

固定支架21固定在设备台架5上，且位移传感器垂直设于基准支撑机构4上方。

[0025] 所述的零件传送机构3包括移动夹具32、用于驱动移动夹具32前后移动的气缸31、

以及用于驱动移动夹具32横向移动的直线模组34，所述的移动夹具32与气缸31的活塞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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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移动夹具32与气缸31整体定位在直线模组34的滑台上，移动夹具32前侧并排设有两个

用于定位零件的凹槽33；通过零件传送机构3的前后左右移动可以将传输带11上待测位置

的万向节外圈7移动到基准台上。

[0026] 如图4所示，所述的基准支撑机构4包括一个支撑圆台41、一个基准圆环平台43、一

个基准台固定座46、三根基准支撑柱42和三根基准台微调杆44，所述基准支撑机构4主要由

基准台和可移动支撑圆台构成。所述的基准支撑柱42绕基准圆环平台43轴线周向等距间隔

设置在基准圆环平台43上表面；所述的基准台微调杆44绕基准圆环平台43轴线周向等距间

隔设置在基准圆环平台43下表面，基准台微调杆44下端固定在基准台固定座46上，基准台

固定座46底部固定在设备台架5上；所述的支撑圆台41与基准圆环平台43同轴设置，支撑圆

台41下侧设有驱动支撑圆台41升降的高度调节机构47。所述的高度调节机构47为直线电动

推杆，直线电动推杆的主体与设备台架5固定，直线电动推杆的升降杆45与支撑圆台41下侧

固定。

[0027] 如图5所示，所述的检测平台6在测量工位处配合基准台开一个圆孔，圆孔、支撑圆

台41和位移传感器的中心轴共线。首先，待测件进入测量工位前，支撑圆台41处于B位置，当

待测件移入测量工位时不会与基准支撑柱42接触，有效的保护了基准支撑柱42支撑接触

点，延长了基准台的使用使用寿命。然后，在高度调节机构47的驱动下，支撑圆台41移动至C

位置，使待测件完全由基准支撑柱42支撑，利用位移传感器测得此时的数据假设测得结果

为X1。接着，高度调节机构47将支撑圆台41移动至A位置后，由零件传送机构将被测件移出，

避免出现被测件与检测平台6发生碰撞卡塞情况，保证系统工作的可靠性。最后，支撑圆台

41重新移回至B位置，准备下次测量如此循环。另外，所述装置初次工作时需要校准，校准流

程与测量相仿，只是将万向节外圈7换成标准量块如标准量块的厚度为X2,位移传感器测量

数据为X3，此时万向节外圈7底厚Y为：Y＝X1-X3+X2。

[0028] 所述单片机模块是由以单片机为核心的控制器及其外围电路构成。所述接近开关

12通过通信线与单片机相连；所述气缸31、直线模组34、直线电动推杆通过驱动控制器与单

片机相连。单片机通过串口与PC机通信，并可根据PC机反馈结果完成后续相关工作，如图6

所示。

[0029] 使用时，如图1所示，万向节外圈7由输送带11传送到零件挡板13前方，受零件挡板

13阻挡停止移动。移动夹具32通过直线模组34驱动左移至零件挡板13后方，如图2所示，此

时，移动夹具32左边凹槽33开口与零件挡板13前的万向节外圈7对应，移动夹具32右边凹槽

33与基准支撑机构4上的万向节外圈7对应，驱动气缸31，气缸31的活塞杆带动移动夹具32

前移，使得零件挡板13前的万向节外圈7进入移动夹具32左边凹槽33，基准支撑机构4上的

万向节外圈7进入移动夹具32右边凹槽33；直线模组34驱动移动夹具32带动处于凹槽33内

的万向节外圈7右移，移动夹具32左边凹槽33的万向节外圈7进入测量工位，移动夹具32右

边凹槽33上的万向节外圈7移出测量工位进入暂存区，待操作人员取走，此时，完成一次基

准支撑机构4上的万向节外圈7更换。在基准支撑机构4上的万向节外圈7移动过程中，基准

支撑机构4中的直线电动推杆在驱动支撑圆台41作上下移动，确保在万向节外圈7进入测量

工位前，使支撑圆台41处于B位置。此时支撑圆台41上表面略低于检测平台6上表面，同时支

撑圆台41上表面略高于基准支撑柱42顶点，有效保护基准支撑柱42支撑接触点的同时防止

被测件与支撑圆台41发生碰撞卡塞。当需要对万向节外圈7底厚进行测量时，在高度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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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47的驱动下，支撑圆台41移动至C位置，使待测件完全由基准支撑柱42支撑，此时，利用位

移传感器对万向节外圈7底厚进行测量。测量完成后由高度调节机构47将支撑圆台41移动

至A位置后，这时支撑圆台41上表面略高于检测平台6上表面，有利于万向节外圈7向右移出

测量工位时顺利过渡到检测平台6上。在万向节外圈7向右移出测量工位顺利过渡到检测平

台6上后，气缸31的活塞杆控制移动夹具32回撤重新回到如图1所示的初始位置。如此移出

一个万向节外圈7的同时下一个万向节外圈7进入测量工位，每次在万向节外圈7进入测量

工位前，使支撑圆台41处于B位置的初始位置，如此循环实现对万向节外圈7在线自动测量。

最后，所述装置初次工作时需要进行标定流程与测量相仿，只是将万向节外圈7换成标准量

块执行前述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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