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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接线盒组装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接线盒组装机，包括机

架，在机架上设有盒体输送带，在盒体输送带中

部两侧对角位置分别设有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在

盒体输送带的输出端设置有分度转盘，在分度转

盘上设置有圆周均布的盒体限位座，在对应分度

转盘圆周依次分布有盒体移送工位、安装板预安

装工位、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以及成品输出工

位。勾板通过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安装在盒体上，

随后安装板通过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安装板顶压

配合工位安装在盒体上，实现盒体的自动组装，

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降低了工人的

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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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接线盒组装机，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机架上设有盒体输送带，在所

述盒体输送带中部两侧对角位置分别设有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在所述盒体输送带的输出端

设置有分度转盘，在所述分度转盘上设置有圆周均布的盒体限位座，在对应所述分度转盘

圆周依次分布有盒体移送工位、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以及成品输出工

位，所述的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包括架体、螺钉锁紧装置和勾板输送道，在所述的架体上设有

沿滑轨活动的滑座，所述的滑座由第一气缸驱动，在所述滑座上设置导轨和第二气缸，在该

导轨上设有沿其滑动的推板，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所述推板连接，在所述的推板端部设有

勾板槽，勾板输送道的出口设置在勾板槽的活动方向上，在所述勾板槽的侧壁设置有靠接

板，所述螺钉锁紧装置包括螺钉嘴和上下活动的电动螺丝刀，所述的螺钉嘴设有供所述电

动螺丝刀穿过的通孔，以及与该通孔贯通的螺钉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盒体移送工位包括供夹取

盒体的第一机械手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一无杆气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包括两对称设

置安装板输出道，在该安装板输出道的端部设有与该安装板输出道相通的分料槽，在分料

槽内设有推料板，所述推料板由一推料气缸驱动，在所述分料槽的上方设有可水平上下活

动的夹持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持组件包括一滑动座，

在所述滑动座的一端设有固定夹板，所述滑动座上设有水平导轨，在所述水平导轨的一端

设有固定夹板，在所述水平导轨上还设有引其滑动的活动夹板，该活动夹板有一夹持气缸

驱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对应所述夹持组件设有升降板，

所述的升降板上设置有水平滑轨，所述的夹持组件安装在该水平滑轨上活动，在该水平滑

轨的一侧设置有水平气缸，该水平气缸的活塞杆与夹持组件连接，所述的升降板的升降有

一升降气缸驱动，所述的升降板的前后活动有一推进气缸驱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包括安

装架，在所述的安装架上设有下压气缸，在该下压气缸的活塞杆上连接有打压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线盒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成品输出工位包括供夹取盒体的

第二机械手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二无杆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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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盒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盒体的组装设备，具体涉及一种接线盒组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家居装修中，接线盒是电工辅料之一，因为装修用的电线是穿过电线管的，而在

电线的接头部位（比如线路比较长，或者电线管要转角）就采用接线盒作为过渡用，电线管

与接线盒连接，线管里面的电线在接线盒中连起来，起到保护电线和连接电线的作用，这个

就是接线盒。

[0003] 接线盒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盒体100，在盒体100的对角的上下位置分别水平插

接有勾板200，并通过一根长螺钉300将其螺接固定，在盒体100的对称的侧壁上还插接有安

装L型的安装板400，该安装板与盒体上的插孔卡扣连接，安装板400的上具有螺接孔，用于

盒体的连接固定，勾板是用于盒体的限位作用，在组装过程中操作较为繁琐，装配效率低

下，影响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自动组装的接线盒组装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接线盒组装机，包括机架，在

所述的机架上设有盒体输送带，在所述盒体输送带中部两侧对角位置分别设有勾板插入锁

紧机构，在所述盒体输送带的输出端设置有分度转盘，在所述分度转盘上设置有圆周均布

的盒体限位座，在对应所述分度转盘圆周依次分布有盒体移送工位、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安

装板顶压配合工位以及成品输出工位。

[0006] 所述的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包括架体、螺钉锁紧装置和勾板输送道，在所述的架体

上设有沿滑轨活动的滑座，所述的滑座由第一气缸驱动，在所述滑座上设置导轨和第二气

缸，在该导轨上设有沿其滑动的推板，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所述推板连接，在所述的推板端

部设有勾板槽，勾板输送道的出口设置在勾板槽的活动方向上，在所述勾板槽的侧壁设置

有靠接板，所述螺钉锁紧装置包括螺钉嘴和上下活动的电动螺丝刀，所述的螺钉嘴设有供

所述电动螺丝刀穿过的通孔，以及与该通孔贯通的螺钉入口。

[0007] 所述的盒体移送工位包括供夹取盒体的第一机械手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一无

杆气缸。

[0008] 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包括两对称设置安装板输出道，在该安装板输出道的端部设有

与该安装板输出道相通的分料槽，在分料槽内设有推料板，所述推料板由一推料气缸驱动，

在所述分料槽的上方设有可水平上下活动的夹持组件。

[0009] 所述的夹持组件包括一滑动座，在所述滑动座的一端设有固定夹板，所述滑动座

上设有水平导轨，在所述水平导轨的一端设有固定夹板，在所述水平导轨上还设有引其滑

动的活动夹板，该活动夹板有一夹持气缸驱动。

[0010] 对应所述夹持组件设有升降板，所述的升降板上设置有水平滑轨，所述的夹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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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安装在该水平滑轨上活动，在该水平滑轨的一侧设置有水平气缸，该水平气缸的活塞杆

与夹持组件连接，所述的升降板的升降有一升降气缸驱动，所述的升降板的前后活动有一

推进气缸驱动。

[0011] 所述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包括安装架，在所述的安装架上设有下压气缸，在该下

压气缸的活塞杆上连接有打压板。

[0012] 成品输出工位包括供夹取盒体的第二机械手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二无杆气缸。

[0013] 本发明的这种结构，勾板通过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安装在盒体上，随后安装板通过

安装板预安装工位、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安装在盒体上，实现盒体的自动组装，从而使生产

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降低了工人的工作强度。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接线盒的立体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立体图1；

[0017]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立体图2；

[0018] 图4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输送带立体图；

[0019] 图5为勾板插入锁紧机构局部立体图；

[0020] 图6为勾板插入锁紧机构中的螺钉锁紧装置立体图；

[0021] 图7为安装板预安装工位的立体图；

[0022] 图8为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描述。

[0024] 如图2—图8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接线盒组装机，包括机架1，在机架1上设有

盒体输送带2，盒体输送带2上配置导杆21和限高挡板22，在盒体输送带2中部两侧对角位置

分别设有勾板插入锁紧机构3，在盒体输送带2的输出端设置有分度转盘4，在分度转盘4上

设置有圆周均布的盒体限位座5，在对应分度转盘4圆周依次分布有盒体移送工位6、安装板

预安装工位7、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8以及成品输出工位9。

[0025] 勾板插入锁紧机构3包括架体31、螺钉锁紧装置32（图6所示）和勾板输送道33，在

架体31上设有沿滑轨活动的滑座34，滑座34由第一气缸35驱动，在滑座34上设置导轨36和

第二气缸37，在该导轨36上设有沿其滑动的推板38，第二气缸37的活塞杆与推板38连接，在

推板38端部设有勾板槽381，勾板输送道33的出口设置在勾板槽381的活动方向上，勾板从

输出道送出后直接进入勾板槽381上，其端部露出勾板槽381，在勾板槽381的侧壁设置有靠

接板39，螺钉锁紧装置32包括螺钉嘴321和上下活动的电动螺丝刀322，电动螺丝刀322由两

个独立的气缸驱动，一个气缸驱动电动螺丝刀下移，另一个气缸驱动电动螺丝刀在对螺钉

旋转时下移进给作用，螺钉嘴321设有供电动螺丝刀322穿过的通孔3221，以及与该通孔

3221贯通的螺钉入口3222，螺钉通过振动盘输出后经过气泵吹入该螺钉入口3222（该结构

为本领域的公知常识），随后电动螺丝刀322安装在气缸的活塞杆上实现上下活动，并进入

通孔3221将螺钉旋进勾板上的螺孔内，为了使螺钉锁紧更加可靠最后还通过上下活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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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电动螺丝刀322旋紧，这样实现勾板的安装。通过这样的结构把勾板完全的与盒体装

配，实现高效率的装配作业。

[0026] 盒体移送工位6包括供夹取盒体的第一机械手61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一无杆气

缸62。该第一机械手61可为普通的夹取结构其结构包括由气缸驱动的两个夹板，两个夹板

夹持住盒体侧壁将其移送，该结构简单可靠。

[0027] 安装板预安装工位7包括两对称设置安装板输出道71，安装板输出道71连接在一

振动盘上，在该安装板输出道71的端部设有与该安装板输出道71相通的分料槽72，在分料

槽72内设有推料板73，推料板73由一推料气缸74驱动，在分料槽72的上方设有可水平上下

活动的夹持组件75。通过这样的结构可使安装板进入分料槽72内后，通过推料板73将其推

到分料槽72的出口位置，随后夹持组件75将安装板夹持住并移送至盒体上的插孔位置并将

安装板插入盒体插孔内，实现安装板的预插接工作。

[0028] 夹持组件75包括一滑动座751，在滑动座751的一端设有固定夹板752，滑动座751

上设有水平导轨753，在水平导轨753的一端设有固定夹板752，在水平导轨753上还设有引

其滑动的活动夹板754，该活动夹板754有一夹持气缸755驱动。这样的结构可使夹持组件75

更好的夹持住安装板，使得安装板在夹持过程中更加可靠。

[0029] 对应夹持组件75设有升降板76，升降板76上设置有水平滑轨77，夹持组件75安装

在该水平滑轨77上活动，在该水平滑轨77的一侧设置有水平气缸78，该水平气缸78的活塞

杆与夹持组件75连接，升降板76的升降有一升降气缸79驱动，升降板76的前后活动有一推

进气缸80驱动。通过这样的结构可使夹持组件75的移动更加方便灵活，提高传送的效率。

[0030] 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8包括安装架81，在安装架81上设有下压气缸82，在该下压气

缸82的活塞杆上连接有打压板83。安装板预插在盒体上后通过打压板83将安装板打压在盒

体的插孔，实现安装板和盒体插孔的卡扣连接。

[0031] 成品输出工位9包括供夹取盒体的第二机械手91以及供机械手安装的第二无杆气

缸92。该第二机械手91与上述的第一机械手61结构相同，通过第二无杆气缸92的驱动可将

组装好的盒体从盒体限位座5中取出，提高取料的效率并且结构简单可靠。

[003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勾板通过勾板插入锁紧机构3安装在盒体上，随后安装板通过

安装板预安装工位7、安装板顶压配合工位8安装在盒体上，实现盒体的自动组装，从而使生

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降低了工人的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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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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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8

CN 110919352 B

8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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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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