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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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969695.2

(22)申请日 2018.08.23

(71)申请人 温州市贝佳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高

教园区温职院技术研创大楼西204室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B23P 21/00(2006.01)

H02K 1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及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自动化装备，更具体地说，

涉及一种用于实现功率电机上关键部件装配和

输送的自动化装备。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及其

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包括：工作台、用于承载轴承

的夹具机构、用于将轴承从无序状态进行逐个有

序输出的轴承送出机构、用于将轴承逐个地夹持

到所述夹具机构中的轴承上料机械手、用于连续

输送所述夹具机构的流水线、用于逐步等间距地

输送所述夹具机构和轴承的步进进给机构、将芯

轴从无序状态逐个有序输出的芯轴送出机构。本

发明应用在伺服电机的制造过程中；本发明功率

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用于实现功率

电机上关键零部件的自动化输出和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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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用于承载轴

承的夹具机构、用于将轴承从无序状态进行逐个有序输出的轴承送出机构、用于将轴承逐

个地夹持到所述夹具机构中的轴承上料机械手、用于连续输送所述夹具机构的流水线、用

于逐步等间距地输送所述夹具机构和轴承的步进进给机构、将芯轴从无序状态逐个有序输

出的芯轴送出机构、将芯轴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上抓取并放置到轴承上的芯轴上料机械

手、将芯轴压入到轴承中的芯轴压入机构，用于将芯轴取出并翻转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机械

手组合、用于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的卡簧自动装配机构、用于将齿轮装配至芯轴上的齿轮

上料机构、用于将轴承压入至芯轴上的轴承挤压机构；

所述流水线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正下方，所述流水线和步进进给机构的运动方向

相反，所述夹具机构在所述流水线和步进进给机构的配合下实现循环输送；轴承放置于所

述轴承输出机构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将轴承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的下部，

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将轴承放置于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上的所述夹具机构中；所述步进

进给机构将所述夹具机构等间距地间歇式地进行输送，所述夹具机构运动至所述步进进给

机构的末端后，所述夹具机构运动至所述流水线上，所述流水线将所述夹具机构输送至所

述步进进给机构的起始端；所述芯轴上料机械手将芯轴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上抓取并放置

到轴承上，所述芯轴压入机构将芯轴压入到轴承中的；所述翻转机械手组合用于将装配好

的轴承和芯轴从所述夹具机构上取出，并将芯轴转动一百八十度后，再插入到所述夹具机

构中；所述卡簧自动装配机构将卡簧进行有序输出，并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所述齿轮上料

机构将齿轮输出并装配至芯轴上，齿轮压入机构将齿轮挤压到芯轴上；轴承放置于所述轴

承输出机构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将轴承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

轴承上料机械手将轴承放置于位于所述夹具机构上的芯轴上，轴承挤压机构将轴承压入至

芯轴上；

所述轴承挤压机构包括：轴承挤压气缸、轴承挤压头，所述轴承挤压头固连于所述轴承

挤压气缸的活塞杆的端部，所述轴承挤压头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上方；所述轴承挤压

气缸驱动所述轴承挤压头下降并推动轴承沿芯轴的轴向下降；

所述齿轮上料机构包括：齿轮输出机构、齿轮上料机械手、齿轮压入机构；所述齿轮输

出机构将齿轮逐个地输出至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抓取到齿

轮，并将齿轮装配到芯轴上，所述齿轮压入机构将齿轮挤压到芯轴上；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包括：芯轴、轴承、齿轮、卡簧，轴承、齿轮、卡簧套于芯轴上，轴承、齿

轮和芯轴处于过盈配合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

输出机构包括：输出支架、挂杆、喇叭口、齿轮容腔、半圆推板、推板气缸、齿轮传送带，所述

输出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输出支架的上部设置有用于连接所述挂杆的所述喇叭

口；在所述挂杆的下部设置有所述齿轮容腔，所述挂杆穿过于齿轮的中心孔，在所述齿轮容

腔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所述半圆推板，所述推板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半圆推板；

在所述半圆推板的正前方设置有所述齿轮传送带，所述齿轮传送带将齿轮输送至所述齿轮

上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包括：齿轮机械手支架、齿轮水平滑台、齿轮竖直

滑台、齿轮手爪，所述齿轮机械手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齿轮水平滑台固连于所述齿

轮机械手支架、所述齿轮竖直滑台固连于所述齿轮水平滑台，所述齿轮手爪固连于所述齿

权　利　要　求　书 1/4 页

2

CN 109128807 A

2



轮竖直滑台；所述齿轮挤压机构包括气液增压缸和挤压头，所述气液增压缸的壳体固连于

所述齿轮机械手支架，所述挤压头固连于所述气液增压缸的活塞杆的末端，所述挤压头用

于推动齿轮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簧

自动化装配机构，包括：用于固定芯轴的夹具机构、用于承载夹具机构的步进进给机构、用

于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的卡簧装配机构，所述芯轴固定于所述夹具机构上，所述步进进给

机构输送所述夹具机构进给一段距离，所述卡簧装配机构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上部；

所述卡簧装配机构包括：用于实现卡簧有序输出的卡簧送出机构、用于交换压帽的交换工

作台、用于搬运所述压帽的压帽机械手、用于将卡簧压入至芯轴上的卡簧压入机构；所述压

帽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上，卡簧由所述卡簧送出机构输出后放置于所述压帽上；所述压

帽机械手包括：上帽机械手、下帽机械手；所述上帽机械手从所述交换工作台上抓取到所述

压帽，并将所述压帽套于芯轴的端部；所述卡簧压入机构将卡簧从所述压帽上压入至所述

芯轴上；所述步进进给机构推动所述夹具机构移动一段距离，所述卡簧压入机构推动卡簧

沿着所述压帽逐渐下降并张开，直到卡簧装配至芯轴上；所述下帽机械手从芯轴上抓取到

所述压帽，并将所述压帽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簧

送出机构包括：卡簧振动盘、竖直轨道、接料腔、卡簧送出气缸、卡簧送出板、送料板支撑板、

卡簧送料滑台、卡簧夹持机械手、卡簧直线轨道、卡簧无杆气缸，所述卡簧振动盘将处于无

序状态的卡簧进行有序输出至所述竖直轨道；所述竖直轨道处于竖直状态，由所述卡簧振

动盘处向所述接料腔处延伸，卡簧套于所述竖直轨道并逐个滑向所述接料腔中；所述卡簧

送出板位于所述接料腔和竖直轨道的下部，所述卡簧送出板活动连接于所述送料板支撑

板，所述卡簧送出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送料板支撑板，所述卡簧送出气缸的活塞杆的

末端固连于所述卡簧送出板；在所述卡簧送出板的端部设置有用于承载卡簧的送出台阶，

所述送出台阶用于容纳一片卡簧的厚度；所述卡簧送料滑台活动连接于所述卡簧直线轨

道，所述卡簧无杆气缸用于推动所述卡簧送料滑台运动，所述卡簧夹持机械手固连于所述

卡簧送料滑台的上部；卡簧被所述卡簧送出板推出后，所述卡簧夹持机械手夹持到卡簧；

所述交换工作台包括：压帽回转气缸、压帽，两个所述压帽位于所述压帽回转气缸的输

出法兰上，所述压帽包括圆柱体、圆锥体，所述圆柱体位于所述圆锥体的上部；

所述压帽机械手包括：上帽机械手、下帽机械手；所述上帽机械手、下帽机械手具有相

同的机械结构；所述上帽机械手包括：压帽水平滑台、压帽竖直滑台、压帽手爪，所述压帽水

平滑台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机构的卡簧压入支架，所述压帽竖直滑台固连于所述压帽水平

滑台，所述压帽手爪固连于所述压帽竖直滑台；

所述卡簧压入机构包括：卡簧压入支架、卡簧压入气缸、卡簧压入套，所述卡簧压入气

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支架，所述卡簧压入套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气缸的活塞杆

的末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芯轴

送出机构包括：芯轴料框、芯轴轨道、芯轴传送槽、芯轴上推气缸、推板连接板、一级推板、二

级推板、中间过渡板、入口斜面、芯轴推板无杆气缸、芯轴推杆、芯轴送出支架，所述芯轴料

框固连于所述芯轴送出支架，大量的芯轴放置于所述芯轴料框中，所述芯轴轨道固连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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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芯轴送出支架，所述芯轴轨道的中部设置有所述芯轴传送槽，在所述芯轴轨道的侧边固

连有中间过渡板，在所述芯轴轨道的侧边设置有用于接收芯轴的所述入口斜面，在所述入

口斜面和中间过渡板之间活动连接有所述二级推板，在所述中间过渡板的侧边活动连接有

所述一级推板，所述一级推板、二级推板的下部固连于所述推板连接板；所述芯轴上推气缸

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芯轴料框的下部，所述推板连接板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推气缸的末端；

在所述一级推板的顶部设置有一级斜面，在所述二级推板的顶部设置有二级斜面，在所述

中间过渡板的顶部设置有中间斜面；

当所述芯轴上推气缸的活塞杆处于缩回状态时，所述中间斜面、二级斜面处于共同的

平面上，所述入口斜面高于所述中间斜面，所述中间斜面高于所述二级斜面；当所述芯轴上

推气缸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时，所述入口斜面、二级斜面处于共同的平面上，芯轴从所述

二级斜面上滚过所述入口斜面到达所述芯轴传送槽中，同时，所述一级斜面、中间斜面处于

共同的平面上，芯轴从所述一级斜面滚入到所述中间斜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芯轴

上料机械手包括：芯轴上料导轨、芯轴上料滑块、芯轴上料连接板、芯轴上料纵向滑台、芯轴

手爪，所述芯轴上料导轨固连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拉起底座，所述芯轴上料滑块活动连

接于所述芯轴上料轨道，所述芯轴上料连接板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滑块和轴承上料机械手

上；所述芯轴上料纵向滑台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滑块，所述芯轴手爪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

纵向滑台的滑块的下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进

进给机构包括：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的夹具支撑板、用于抬升所述夹具机构的夹具抬升

机构、用于驱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进给一段距离的进给滑台、用于将所述夹具机构从所述

流水线上顶起到所述夹具抬升机构上的顶起机构、用于将所述夹具抬升机构提升一段高度

的拉起机构；所述进给滑台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下部，所述进给滑台的滑块凸台和所

述夹具抬升机构的凹槽快相匹配，所述顶起机构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起始端；所述拉

起机构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上部，所述拉起机构活动连接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所述

拉起机构对称地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两端，所述拉起机构的数量为四个；所述流水线

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的下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的上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给

滑台包括：滑台底座、滚珠丝杆、滚珠螺母、螺母滑块、滑台电机、滑台直线导轨，所述滑台底

座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滑台直线导轨固连于所述滑台底座；所述滚珠丝杆活动连接于

所述滑台底座，所述滑台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连于所述滚珠丝杆；所述滚珠螺母和

所述滚珠丝杆相匹配，所述螺母滑块固连于所述滚珠螺母，所述螺母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

滑台直线导轨；在所述螺母滑块上设置有驱动所述几句抬升机构运动的滑块凸台。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顶起

机构包括：顶起底座、顶起气缸、顶起导柱、顶起导套、顶起平台，所述顶起底座固连于所述

工作台的下部，所述顶起气缸的气缸体、顶起导套固连于所述顶起底座，所述顶起导柱活动

连接于所述顶起导套；所述顶起导柱的末端和所述顶起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顶

起平台，所述顶起平台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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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机构包括：拉起底座、拉起支撑板、拉起气缸、拉起导套、拉起导柱、拉起平板，所述拉起底

座固连于所述夹具支撑板，所述拉起支撑板固连于所述拉起底座的侧边，所述拉起气缸的

气缸体、拉起导套固连于所述拉起支撑板；所述拉起导柱活动连接于所述拉起导套，所述拉

起导柱的末端和所述拉起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拉起平板，所述拉起平板固连于

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抬升滑块上；

所述夹具抬升机构包括：抬升侧板、抬升轨道、抬升滑块、凹槽块、上盖板、夹具托板，所

述抬升侧板对称地位于所述上盖板的两侧，所述上盖板位于所述抬升侧板的下部；所述抬

升轨道位于所述抬升侧板的两侧，所述抬升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抬升轨道；所述抬升滑块

固连于所述拉起机构；所述凹槽块固连于所述抬升侧板，所述凹槽块和所述进给滑台相匹

配；所述抬升侧板的内侧固连有所述夹具托板，所述夹具托板和上盖板之间的间距大于所

述夹具机构的夹具凸缘的厚度，在所述夹具托板上设置有和所述夹具凸缘相匹配的托板凹

槽；

所述轴承送出机构包括：围栏、旋转底座、轴承缺口、竖直通道、横向传送带、轴承限位

块，所述围栏位于所述旋转底座的周边，轴承放置于所述旋转底座上，在所述围栏的内侧设

置有所述竖直通道，在所述竖直通道和围栏之间设置有所述轴承缺口，所述竖直通道位于

所述旋转底座的上部；在所述竖直通道的末端连接有所述横向传送带，在所述横向传送带

的末端固连有用于限制轴承的位置的所述轴承限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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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及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自动化装备，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实现功率电机上关键部

件装配和输送的自动化装备。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自动化是在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自动控制、自动调整装置，用以代替人工操

纵机器和机器体系进行加工生产的趋势。在工业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人只是间接地照管和

监督机器进行生产。工业自动化，按其发展阶段可分为：(1)  半自动化。即部分采用自动控

制和自动装置，而另一部分则由人工操作机器进行生产。(2)  全自动化。指生产过程中全部

工序，包括上料、下料、装卸等，都不需要人直接进行生产操作  (人只是间接地看管和监督

机器运转)，而由机器连续地、重复地自动生产出一个或一批产品。

[0003] 工业自动化技术是一种运用控制理论、仪器仪表、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对工业

生产过程实现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确

保安全等目的综合性高技术，包括工业自动化软件、硬件和系统三大部分。  工业自动化技

术作为20世纪现代制造领域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主要解决生产效率与一致性问题。无论

高速大批量制造企业还是追求灵活、柔性和定制化企业，都必须依靠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自动化系统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效益，但它对企业生产过程起着明显的提升作用：

（1）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2）提高生产效率；

（3）提高产品质量；

（4）减少生产过程的原材料、能源损耗。

[0004] 传统的功率电机上芯轴、轴承和卡簧的装配和输送都是手工方式的，导致产品的

一致性低，利用工业自动化技术实现功率电机上芯轴、轴承和卡簧装配、输送作业的自动化

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应用在伺服

电机的制造过程中；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用于实现功率电机上关

键零部件的自动化输出和装配。

[0006] 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包括：工作台、用于承载轴承的夹具机

构、用于将轴承从无序状态进行逐个有序输出的轴承送出机构、用于将轴承逐个地夹持到

所述夹具机构中的轴承上料机械手、用于连续输送所述夹具机构的流水线、用于逐步等间

距地输送所述夹具机构和轴承的步进进给机构、将芯轴从无序状态逐个有序输出的芯轴送

出机构、将芯轴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上抓取并放置到轴承上的芯轴上料机械手、将芯轴压

入到轴承中的芯轴压入机构，用于将芯轴取出并翻转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机械手组合、用于

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的卡簧自动装配机构、用于将齿轮装配至芯轴上的齿轮上料机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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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轴承压入至芯轴上的轴承挤压机构；

所述流水线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正下方，所述流水线和步进进给机构的运动方向

相反，所述夹具机构在所述流水线和步进进给机构的配合下实现循环输送；轴承放置于所

述轴承输出机构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将轴承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的下部，

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将轴承放置于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上的所述夹具机构中；所述步进

进给机构将所述夹具机构等间距地间歇式地进行输送，所述夹具机构运动至所述步进进给

机构的末端后，所述夹具机构运动至所述流水线上，所述流水线将所述夹具机构输送至所

述步进进给机构的起始端；所述芯轴上料机械手将芯轴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上抓取并放置

到轴承上，所述芯轴压入机构将芯轴压入到轴承中的；所述翻转机械手组合用于将装配好

的轴承和芯轴从所述夹具机构上取出，并将芯轴转动一百八十度后，再插入到所述夹具机

构中；所述卡簧自动装配机构将卡簧进行有序输出，并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所述齿轮上料

机构将齿轮输出并装配至芯轴上，齿轮压入机构将齿轮挤压到芯轴上；轴承放置于所述轴

承输出机构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将轴承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

轴承上料机械手将轴承放置于位于所述夹具机构上的芯轴上，轴承挤压机构将轴承压入至

芯轴上；

所述轴承挤压机构包括：轴承挤压气缸、轴承挤压头，所述轴承挤压头固连于所述轴承

挤压气缸的活塞杆的端部，所述轴承挤压头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上方；所述轴承挤压

气缸驱动所述轴承挤压头下降并推动轴承沿芯轴的轴向下降；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包括：芯轴、轴承、齿轮、卡簧，轴承、齿轮、卡簧套于芯轴上，轴承、齿

轮和芯轴处于过盈配合状态。

[0007] 优选地，所述齿轮上料机构包括：齿轮输出机构、齿轮上料机械手、齿轮压入机构；

所述齿轮输出机构将齿轮逐个地输出至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

抓取到齿轮，并将齿轮装配到芯轴上，所述齿轮压入机构将齿轮挤压到芯轴上；所述齿轮输

出机构包括：输出支架、挂杆、喇叭口、齿轮容腔、半圆推板、推板气缸、齿轮传送带，所述输

出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输出支架的上部设置有用于连接所述挂杆的所述喇叭口；

在所述挂杆的下部设置有所述齿轮容腔，所述挂杆穿过于齿轮的中心孔，在所述齿轮容腔

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所述半圆推板，所述推板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半圆推板；在

所述半圆推板的正前方设置有所述齿轮传送带，所述齿轮传送带将齿轮输送至所述齿轮上

料机械手的下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包括：齿轮机械手支架、齿轮水平滑台、齿轮竖直滑

台、齿轮手爪，所述齿轮机械手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齿轮水平滑台固连于所述齿轮

机械手支架、所述齿轮竖直滑台固连于所述齿轮水平滑台，所述齿轮手爪固连于所述齿轮

竖直滑台；所述齿轮挤压机构包括气液增压缸和挤压头，所述气液增压缸的壳体固连于所

述齿轮机械手支架，所述挤压头固连于所述气液增压缸的活塞杆的末端，所述挤压头用于

推动齿轮移动。

[0008] 气液增压缸是结合气缸和油缸优点而改进设计的，液压油与压缩空气严格隔离，

缸内的活塞杆接触工作件后自动启程，动作速度快，且较气压传动稳定，缸体装置简单，出

力调整容易，相同条件下可达到油压机之高出力，能耗低，软着陆不损模具，安装容易。所占

用的空间小，故障少无温升之困扰，寿命长，噪声小。气液增压缸使用一般气压即能达成油

压缸之高出力，不需要液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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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包括：用于固定芯轴的夹具机构、用于承载夹

具机构的步进进给机构、用于将卡簧装配至芯轴上的卡簧装配机构，所述芯轴固定于所述

夹具机构上，所述步进进给机构输送所述夹具机构进给一段距离，所述卡簧装配机构位于

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上部；所述卡簧装配机构包括：用于实现卡簧有序输出的卡簧送出机

构、用于交换压帽的交换工作台、用于搬运所述压帽的压帽机械手、用于将卡簧压入至芯轴

上的卡簧压入机构；所述压帽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上，卡簧由所述卡簧送出机构输出后

放置于所述压帽上；所述压帽机械手包括：上帽机械手、下帽机械手；所述上帽机械手从所

述交换工作台上抓取到所述压帽，并将所述压帽套于芯轴的端部；所述卡簧压入机构将卡

簧从所述压帽上压入至所述芯轴上；所述步进进给机构推动所述夹具机构移动一段距离，

所述卡簧压入机构推动卡簧沿着所述压帽逐渐下降并张开，直到卡簧装配至芯轴上；所述

下帽机械手从芯轴上抓取到所述压帽，并将所述压帽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

[0010] 优选地，所述卡簧送出机构包括：卡簧振动盘、竖直轨道、接料腔、卡簧送出气缸、

卡簧送出板、送料板支撑板、卡簧送料滑台、卡簧夹持机械手、卡簧直线轨道、卡簧无杆气

缸，所述卡簧振动盘将处于无序状态的卡簧进行有序输出至所述竖直轨道；所述竖直轨道

处于竖直状态，由所述卡簧振动盘处向所述接料腔处延伸，卡簧套于所述竖直轨道并逐个

滑向所述接料腔中；所述卡簧送出板位于所述接料腔和竖直轨道的下部，所述卡簧送出板

活动连接于所述送料板支撑板，所述卡簧送出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送料板支撑板，所

述卡簧送出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卡簧送出板；在所述卡簧送出板的端部设置有

用于承载卡簧的送出台阶，所述送出台阶用于容纳一片卡簧的厚度；所述卡簧送料滑台活

动连接于所述卡簧直线轨道，所述卡簧无杆气缸用于推动所述卡簧送料滑台运动，所述卡

簧夹持机械手固连于所述卡簧送料滑台的上部；卡簧被所述卡簧送出板推出后，所述卡簧

夹持机械手夹持到卡簧。

[0011] 优选地，在所述卡簧送出板的下部设置有储油腔，所述储油腔贴于所述送料板支

撑板的上表面。

[0012] 优选地，所述交换工作台包括：压帽回转气缸、压帽，两个所述压帽位于所述压帽

回转气缸的输出法兰上，所述压帽包括圆柱体、圆锥体，所述圆柱体位于所述圆锥体的上

部。

[0013] 优选地，所述压帽机械手包括：上帽机械手、下帽机械手；所述上帽机械手、下帽机

械手具有相同的机械结构；所述上帽机械手包括：压帽水平滑台、压帽竖直滑台、压帽手爪，

所述压帽水平滑台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机构的卡簧压入支架，所述压帽竖直滑台固连于所

述压帽水平滑台，所述压帽手爪固连于所述压帽竖直滑台。

[0014] 优选地，所述卡簧压入机构包括：卡簧压入支架、卡簧压入气缸、卡簧压入套，所述

卡簧压入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支架，所述卡簧压入套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气

缸的活塞杆的末端。

[0015] 优选地，所述翻转机械手组合包括：翻转支架、翻转导轨、翻转无杆气缸、翻转水平

滑块、翻转纵向滑台、翻转纵向滑板、纵向二次滑台、升降手爪、芯轴翻转气缸、翻转手爪；所

述翻转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翻转导轨、翻转无杆气缸固连于所述翻转支架，所述翻

转水平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翻转导轨，所述翻转水平滑块固连于所述翻转无杆气缸；所述

翻转纵向滑台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翻转水平滑块，所述翻转纵向滑板固连于所述翻转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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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台的滑块上，所述升降手爪、芯轴翻转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翻转纵向滑板，所述翻转

手爪的壳体固连于所述芯轴翻转气缸的输出法兰上。

[0016] 优选地，所述芯轴送出机构包括：芯轴料框、芯轴轨道、芯轴传送槽、芯轴上推气

缸、推板连接板、一级推板、二级推板、中间过渡板、入口斜面、芯轴推板无杆气缸、芯轴推

杆、芯轴送出支架，所述芯轴料框固连于所述芯轴送出支架，大量的芯轴放置于所述芯轴料

框中，所述芯轴轨道固连于所述芯轴送出支架，所述芯轴轨道的中部设置有所述芯轴传送

槽，在所述芯轴轨道的侧边固连有中间过渡板，在所述芯轴轨道的侧边设置有用于接收芯

轴的所述入口斜面，在所述入口斜面和中间过渡板之间活动连接有所述二级推板，在所述

中间过渡板的侧边活动连接有所述一级推板，所述一级推板、二级推板的下部固连于所述

推板连接板；所述芯轴上推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芯轴料框的下部，所述推板连接板固

连于所述芯轴上推气缸的末端；在所述一级推板的顶部设置有一级斜面，在所述二级推板

的顶部设置有二级斜面，在所述中间过渡板的顶部设置有中间斜面；

当所述芯轴上推气缸的活塞杆处于缩回状态时，所述中间斜面、二级斜面处于共同的

平面上，所述入口斜面高于所述中间斜面，所述中间斜面高于所述二级斜面；当所述芯轴上

推气缸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时，所述入口斜面、二级斜面处于共同的平面上，芯轴从所述

二级斜面上滚过所述入口斜面到达所述芯轴传送槽中，同时，所述一级斜面、中间斜面处于

共同的平面上，芯轴从所述一级斜面滚入到所述中间斜面上。

[0017] 优选地，所述芯轴上料机械手包括：芯轴上料导轨、芯轴上料滑块、芯轴上料连接

板、芯轴上料纵向滑台、芯轴手爪，所述芯轴上料导轨固连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拉起底

座，所述芯轴上料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芯轴上料轨道，所述芯轴上料连接板固连于所述芯

轴上料滑块和轴承上料机械手上；所述芯轴上料纵向滑台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滑块，所述

芯轴手爪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纵向滑台的滑块的下部。

[0018] 优选地，所述芯轴压入机构包括：芯轴压入气缸、芯轴压头，所述芯轴压入气缸的

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的拉起底座，在所述芯轴压入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有

所述芯轴压头，所述芯轴压头用于将芯轴压入到轴承中。

[0019] 优选地，所述步进进给机构包括：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的夹具支撑板、用于抬升

所述夹具机构的夹具抬升机构、用于驱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进给一段距离的进给滑台、用

于将所述夹具机构从所述流水线上顶起到所述夹具抬升机构上的顶起机构、用于将所述夹

具抬升机构提升一段高度的拉起机构；所述进给滑台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下部，所述

进给滑台的滑块凸台和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凹槽快相匹配，所述顶起机构位于所述步进进

给机构的起始端；所述拉起机构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上部，所述拉起机构活动连接于

所述夹具抬升机构；所述拉起机构对称地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两端，所述拉起机构的

数量为四个；所述流水线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的下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布置于所述夹

具支撑板的上部。

[0020] 优选地，所述进给滑台包括：滑台底座、滚珠丝杆、滚珠螺母、螺母滑块、滑台电机、

滑台直线导轨，所述滑台底座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滑台直线导轨固连于所述滑台底座；

所述滚珠丝杆活动连接于所述滑台底座，所述滑台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连于所述滚

珠丝杆；所述滚珠螺母和所述滚珠丝杆相匹配，所述螺母滑块固连于所述滚珠螺母，所述螺

母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滑台直线导轨；在所述螺母滑块上设置有驱动所述几句抬升机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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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滑块凸台。

[0021] 优选地，所述顶起机构包括：顶起底座、顶起气缸、顶起导柱、顶起导套、顶起平台，

所述顶起底座固连于所述工作台的下部，所述顶起气缸的气缸体、顶起导套固连于所述顶

起底座，所述顶起导柱活动连接于所述顶起导套；所述顶起导柱的末端和所述顶起气缸的

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顶起平台，所述顶起平台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

[0022] 优选地，所述拉起机构包括：拉起底座、拉起支撑板、拉起气缸、拉起导套、拉起导

柱、拉起平板，所述拉起底座固连于所述夹具支撑板，所述拉起支撑板固连于所述拉起底座

的侧边，所述拉起气缸的气缸体、拉起导套固连于所述拉起支撑板；所述拉起导柱活动连接

于所述拉起导套，所述拉起导柱的末端和所述拉起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拉起平

板，所述拉起平板固连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的抬升滑块上。

[0023] 优选地，所述夹具抬升机构包括：抬升侧板、抬升轨道、抬升滑块、凹槽块、上盖板、

夹具托板，所述抬升侧板对称地位于所述上盖板的两侧，所述上盖板位于所述抬升侧板的

下部；所述抬升轨道位于所述抬升侧板的两侧，所述抬升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抬升轨道；所

述抬升滑块固连于所述拉起机构；所述凹槽块固连于所述抬升侧板，所述凹槽块和所述进

给滑台相匹配；所述抬升侧板的内侧固连有所述夹具托板，所述夹具托板和上盖板之间的

间距大于所述夹具机构的夹具凸缘的厚度，在所述夹具托板上设置有和所述夹具凸缘相匹

配的托板凹槽。

[0024] 优选地，所述轴承送出机构包括：围栏、旋转底座、轴承缺口、竖直通道、横向传送

带、轴承限位块，所述围栏位于所述旋转底座的周边，轴承放置于所述旋转底座上，在所述

围栏的内侧设置有所述竖直通道，在所述竖直通道和围栏之间设置有所述轴承缺口，所述

竖直通道位于所述旋转底座的上部；在所述竖直通道的末端连接有所述横向传送带，在所

述横向传送带的末端固连有用于限制轴承的位置的所述轴承限位块。

[0025] 优选地，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包括：轴承上料支架、轴承上料导轨、轴承上料无杆

气缸、轴承上料纵向滑台、轴承手爪、轴承水平滑块、轴承薄片、限位传感器，所述轴承上料

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轴承上料轨道水平布置于所述轴承上料支架，所述轴承上料

无杆气缸的气缸体水平固连于所述轴承上料支架，所述轴承水平滑块活动连接于所述轴承

上料导轨，所述轴承水平滑块固连于所述轴承上料无杆气缸的滑台上；所述轴承薄片固连

于所述轴承水平滑块，所述轴承上料支架上设置有和所述轴承薄片相匹配的所述限位传感

器；所述轴承上料纵向滑台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轴承水平滑块，所述轴承手爪固连于所述

轴承上料纵向滑台的滑块的下端。

[0026] 优选地，所述流水线包括：左侧传送带、右侧传送带、传送电机、传送芯轴，所述左

侧传送带、右侧传送带并列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的下部，所述传送芯轴连接于所述左侧

传送带、右侧传送带，所述传送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连于所述传送芯轴。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步进进给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

图2、3、4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步进进给机构的局部结构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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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7-A、7-B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轴承上料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轴承上料机械手和芯轴上料机械

手的结构示意图；

图10、11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芯轴送出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

图12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13、14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的结构

示意图；

图15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的局部结

构示意图；

图16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齿轮上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17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1  工作台、2  轴承送出机构、3  轴承上料机械手、4  流水线、5  步进进给机构、6  夹

具机构、10  轴承、20  围栏、21  旋转底座、22  轴承缺口、23  竖直通道、24  横向传送带、25 

轴承限位块、31  轴承上料支架、32  轴承上料导轨、33  轴承上料无杆气缸、34  轴承上料纵

向滑台、35  轴承手爪、36  轴承水平滑块、37  轴承薄片、38 限位传感器、40  左侧传送带、41 

右侧传送带、42  传送电机、43  传送芯轴、50  夹具支撑板、51  进给滑台、52  顶起机构、53 

拉起机构、54  夹具抬升机构、55  滑台底座、56  滚珠丝杆、57  滚珠螺母、58  螺母滑块、59 

滑块凸台、60  滑台电机、61  滑台直线导轨、62  顶起底座、63  顶起气缸、64  顶起导柱、65 

顶起导套、66  顶起平台、67  拉起底座、68  拉起支撑板、69  拉起气缸、70  拉起导套、71  拉

起导柱、72  拉起平板、73  抬升侧板、74  抬升轨道、75  抬升滑块、76 凹槽块、77  上盖板、78 

夹具托板、79  托板凹槽、80  夹具凸缘、85  芯轴送出机构、86  芯轴上料机械手、87  芯轴压

入机构、88  芯轴、90  芯轴料框、91  芯轴轨道、92  芯轴传送槽、93  芯轴上推气缸、94  推板

连接板、95  一级推板、96  二级推板、97 中间过渡板、98  入口斜面、99  一级斜面、100 中间

斜面、101  二级斜面、102  芯轴推板无杆气缸、103  芯轴推杆、104  芯轴送出支架、110  芯轴

上料导轨、111  芯轴上料滑块、112  芯轴上料连接板、113  芯轴上料纵向滑台、114  芯轴手

爪、115  芯轴压入气缸、116  芯轴压头、117  翻转支架、118  翻转导轨、119  翻转无杆气缸、

120  翻转机械手组合、121  翻转水平滑块、122  翻转纵向滑台、123  翻转纵向滑板、124  纵

向二次滑台、125  升降手爪、126  芯轴翻转气缸、127  翻转手爪、130  卡簧装配机构、131  卡

簧送出机构、132  交换工作台、133  压帽机械手、134  卡簧压入机构、140  卡簧振动盘、141 

竖直轨道、142  卡簧、143  接料腔、144  卡簧送出气缸、145  卡簧送出板、146  送出台阶、147 

送料板支撑板、148  储油腔、149  卡簧送料滑台、150  卡簧夹持机械手、151  卡簧直线轨道、

152  卡簧无杆气缸、155  压帽回转气缸、156  压帽、157 圆柱体、158 圆锥体、159  上帽机械

手、160  下帽机械手、161  压帽水平滑台、162  压帽竖直滑台、163  压帽手爪、165  卡簧压入

支架、166  卡簧压入气缸、167  卡簧压入套、170  齿轮、171  齿轮上料机构、172  齿轮输出机

构、173  齿轮上料机械手、175  输出支架、176  挂杆、177  喇叭口、178  齿轮容腔、179  半圆

推板、180  推板气缸、181  齿轮传送带、185  齿轮机械手支架、186  齿轮水平滑台、187  齿轮

竖直滑台、188  齿轮手爪、189  气液增压缸、190  挤压头、191  轴承挤压气缸、192  轴承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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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附图中类似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的元件。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

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应用在伺服电机的制造过程中；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

流水线，用于实现轴承和芯轴的自动化输出和装配。

[0030] 图1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步进进给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图2、3、4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步进进给机构的局部结构示

意图，图5、6、7-A、7-B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结构示意图，图8是

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轴承上料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图9是本发

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轴承上料机械手和芯轴上料机械手的结构示意

图，图10、11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芯轴送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12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图13、14是本发明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15是本发明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图16是本

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齿轮上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17是本发明功

率电机核心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一种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包括：工作台1、用于承载轴承10的夹

具机构6、用于将轴承从无序状态进行逐个有序输出的轴承送出机构2、用于将轴承逐个地

夹持到所述夹具机构6中的轴承上料机械手3、用于连续输送所述夹具机构6的流水线4、用

于逐步等间距地输送所述夹具机构6和轴承10的步进进给机构5、将芯轴88从无序状态逐个

有序输出的芯轴送出机构85、将芯轴88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85上抓取并放置到轴承10上的

芯轴上料机械手86、将芯轴88压入到轴承10中的芯轴压入机构87，用于将芯轴88取出并翻

转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机械手组合120、用于将卡簧142装配至芯轴88上的卡簧自动装配机构

130、用于将齿轮170装配至芯轴88上的齿轮上料机构171、用于将轴承10压入至芯轴88上的

轴承挤压机构；

所述流水线4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正下方，所述流水线4和步进进给机构5的运动

方向相反，所述夹具机构6在所述流水线4和步进进给机构5的配合下实现循环输送；轴承10

放置于所述轴承输出机构2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2将轴承10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

械手3的下部，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3将轴承10放置于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上的所述夹

具机构6中；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将所述夹具机构6等间距地间歇式地进行输送，所述夹具机

构6运动至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末端后，所述夹具机构6运动至所述流水线4上，所述流水

线4将所述夹具机构6输送至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起始端；所述芯轴上料机械手86将芯轴

88从所述芯轴送出机构85上抓取并放置到轴承10上，所述芯轴压入机构87将芯轴88压入到

轴承10中的；所述翻转机械手组合120用于将装配好的轴承10和芯轴88从所述夹具机构6上

取出，并将芯轴88转动一百八十度后，再插入到所述夹具机构6中；所述卡簧自动装配机构

130将卡簧142进行有序输出，并将卡簧142装配至芯轴88上；所述齿轮上料机构171将齿轮

170输出并装配至芯轴88上，齿轮压入机构将齿轮170挤压到芯轴88上；轴承10放置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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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输出机构2中，所述轴承输出机构2将轴承10逐个地输出至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3的下

部，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3将轴承10放置于位于所述夹具机构6上的芯轴88上，轴承挤压机

构将轴承10压入至芯轴88上；

所述轴承挤压机构包括：轴承挤压气缸191、轴承挤压头192，所述轴承挤压头192固连

于所述轴承挤压气缸191的活塞杆的端部，所述轴承挤压头192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

上方；所述轴承挤压气缸191驱动所述轴承挤压头192下降并推动轴承10沿芯轴88的轴向下

降；

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包括：芯轴88、轴承10、齿轮170、卡簧142，轴承10、齿轮170、卡簧142

套于芯轴88上，轴承10、齿轮170和芯轴88处于过盈配合状态。

[0032] 更具体地，所述齿轮上料机构171包括：齿轮输出机构172、齿轮上料机械手173、齿

轮压入机构；所述齿轮输出机构172将齿轮170逐个地输出至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173的下

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173抓取到齿轮170，并将齿轮170装配到芯轴88上，所述齿轮压入

机构将齿轮170挤压到芯轴88上；所述齿轮输出机构172包括：输出支架175、挂杆176、喇叭

口177、齿轮容腔178、半圆推板179、推板气缸180、齿轮传送带181，所述输出支架175固连于

所述工作台1，所述输出支架175的上部设置有用于连接所述挂杆176的所述喇叭口177；在

所述挂杆176的下部设置有所述齿轮容腔178，所述挂杆176穿过于齿轮170的中心孔，在所

述齿轮容腔178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所述半圆推板179，所述推板气缸180的活塞杆的末端固

连于所述半圆推板179；在所述半圆推板179的正前方设置有所述齿轮传送带181，所述齿轮

传送带181将齿轮170输送至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173的下部；所述齿轮上料机械手173包

括：齿轮机械手支架185、齿轮水平滑台186、齿轮竖直滑台187、齿轮手爪188，所述齿轮机械

手支架185固连于所述工作台1，所述齿轮水平滑台186固连于所述齿轮机械手支架185、所

述齿轮竖直滑台187固连于所述齿轮水平滑台186，所述齿轮手爪188固连于所述齿轮竖直

滑台187；所述齿轮挤压机构包括气液增压缸189和挤压头190，所述气液增压缸189的壳体

固连于所述齿轮机械手支架185，所述挤压头190固连于所述气液增压缸189的活塞杆的末

端，所述挤压头190用于推动齿轮170移动。

[0033] 气液增压缸是结合气缸和油缸优点而改进设计的，液压油与压缩空气严格隔离，

缸内的活塞杆接触工作件后自动启程，动作速度快，且较气压传动稳定，缸体装置简单，出

力调整容易，相同条件下可达到油压机之高出力，能耗低，软着陆不损模具，安装容易。所占

用的空间小，故障少无温升之困扰，寿命长，噪声小。气液增压缸使用一般气压即能达成油

压缸之高出力，不需要液压单元。

[0034] 更具体地，所述卡簧自动化装配机构130，包括：用于固定芯轴88的夹具机构6、用

于承载夹具机构6的步进进给机构5、用于将卡簧142装配至芯轴88上的卡簧装配机构130，

所述芯轴88固定于所述夹具机构6上，所述步进进给机构6输送所述夹具机构6进给一段距

离，所述卡簧装配机构130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上部；所述卡簧装配机构130包括：用

于实现卡簧142有序输出的卡簧送出机构131、用于交换压帽156的交换工作台132、用于搬

运所述压帽156的压帽机械手133、用于将卡簧142压入至芯轴88上的卡簧压入机构134；所

述压帽156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132上，卡簧142由所述卡簧送出机构131输出后放置于所

述压帽156上；所述压帽机械手133包括：上帽机械手159、下帽机械手160；所述上帽机械手

159从所述交换工作台132上抓取到所述压帽156，并将所述压帽156套于芯轴88的端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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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卡簧压入机构134将卡簧142从所述压帽156上压入至所述芯轴88上；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

推动所述夹具机构6移动一段距离，所述卡簧压入机构134推动卡簧142沿着所述压帽156逐

渐下降并张开，直到卡簧142装配至芯轴88上；所述下帽机械手160从芯轴88上抓取到所述

压帽156，并将所述压帽156放置于所述交换工作台132。

[0035] 更具体地，所述卡簧送出机构131包括：卡簧振动盘140、竖直轨道141、接料腔143、

卡簧送出气缸144、卡簧送出板145、送料板支撑板147、卡簧送料滑台149、卡簧夹持机械手

150、卡簧直线轨道151、卡簧无杆气缸152，所述卡簧振动盘140将处于无序状态的卡簧142

进行有序输出至所述竖直轨道141；所述竖直轨道141处于竖直状态，由所述卡簧振动盘140

处向所述接料腔143处延伸，卡簧142套于所述竖直轨道141并逐个滑向所述接料腔143中；

所述卡簧送出板145位于所述接料腔143和竖直轨道141的下部，所述卡簧送出板145活动连

接于所述送料板支撑板147，所述卡簧送出气缸144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送料板支撑板147，

所述卡簧送出气缸144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卡簧送出板145；在所述卡簧送出板145

的端部设置有用于承载卡簧142的送出台阶146，所述送出台阶146用于容纳一片卡簧142的

厚度；所述卡簧送料滑台149活动连接于所述卡簧直线轨道151，所述卡簧无杆气缸152用于

推动所述卡簧送料滑台149运动，所述卡簧夹持机械手150固连于所述卡簧送料滑台149的

上部；卡簧142被所述卡簧送出板145推出后，所述卡簧夹持机械手150夹持到卡簧142。

[0036] 更具体地，在所述卡簧送出板145的下部设置有储油腔148，所述储油腔148贴于所

述送料板支撑板147的上表面。

[0037] 更具体地，所述交换工作台132包括：压帽回转气缸155、压帽156，两个所述压帽

156位于所述压帽回转气缸155的输出法兰上，所述压帽156包括圆柱体157、圆锥体158，所

述圆柱体157位于所述圆锥体158的上部。

[0038] 更具体地，所述压帽机械手133包括：上帽机械手159、下帽机械手160；所述上帽机

械手159、下帽机械手160具有相同的机械结构；所述上帽机械手159包括：压帽水平滑台

161、压帽竖直滑台162、压帽手爪163，所述压帽水平滑台161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机构134

的卡簧压入支架165，所述压帽竖直滑台162固连于所述压帽水平滑台161，所述压帽手爪

163固连于所述压帽竖直滑台162。

[0039] 更具体地，所述卡簧压入机构134包括：卡簧压入支架165、卡簧压入气缸166、卡簧

压入套167，所述卡簧压入气缸166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支架165，所述卡簧压入套

167固连于所述卡簧压入气缸166的活塞杆的末端。

[0040] 更具体地，所述翻转机械手组合120包括：翻转支架117、翻转导轨118、翻转无杆气

缸119、翻转水平滑块121、翻转纵向滑台122、翻转纵向滑板123、纵向二次滑台124、升降手

爪125、芯轴翻转气缸126、翻转手爪127；所述翻转支架117固连于所述工作台1，所述翻转导

轨118、翻转无杆气缸119固连于所述翻转支架117，所述翻转水平滑块121活动连接于所述

翻转导轨118，所述翻转水平滑块121固连于所述翻转无杆气缸119；所述翻转纵向滑台122

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翻转水平滑块121，所述翻转纵向滑板124固连于所述翻转纵向滑台

122的滑块上，所述升降手爪125、芯轴翻转气缸126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翻转纵向滑板124，

所述翻转手爪127的壳体固连于所述芯轴翻转气缸126的输出法兰上。

[0041] 更具体地，所述芯轴送出机构85包括：芯轴料框90、芯轴轨道91、芯轴传送槽92、芯

轴上推气缸93、推板连接板94、一级推板95、二级推板96、中间过渡板97、入口斜面98、芯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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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板无杆气缸102、芯轴推杆103、芯轴送出支架104，所述芯轴料框90固连于所述芯轴送出

支架104，大量的芯轴88放置于所述芯轴料框90中，所述芯轴轨道91固连于所述芯轴送出支

架104，所述芯轴轨道91的中部设置有所述芯轴传送槽92，在所述芯轴轨道91的侧边固连有

中间过渡板97，在所述芯轴轨道91的侧边设置有用于接收芯轴88的所述入口斜面98，在所

述入口斜面98和中间过渡板97之间活动连接有所述二级推板96，在所述中间过渡板97的侧

边活动连接有所述一级推板95，所述一级推板95、二级推板96的下部固连于所述推板连接

板94；所述芯轴上推气缸93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芯轴料框90的下部，所述推板连接板94固

连于所述芯轴上推气缸93的末端；在所述一级推板95的顶部设置有一级斜面99，在所述二

级推板96的顶部设置有二级斜面101，在所述中间过渡板97的顶部设置有中间斜面100；

当所述芯轴上推气缸93的活塞杆处于缩回状态时，所述中间斜面100、二级斜面101处

于共同的平面上，所述入口斜面98高于所述中间斜面100，所述中间斜面100高于所述二级

斜面101；当所述芯轴上推气缸93的活塞杆处于伸出状态时，所述入口斜面98、二级斜面101

处于共同的平面上，芯轴88从所述二级斜面101上滚过所述入口斜面98到达所述芯轴传送

槽92中，同时，所述一级斜面99、中间斜面100处于共同的平面上，芯轴88从所述一级斜面99

滚入到所述中间斜面100上。

[0042] 更具体地，所述芯轴上料机械手86包括：芯轴上料导轨110、芯轴上料滑块111、芯

轴上料连接板112、芯轴上料纵向滑台113、芯轴手爪114，所述芯轴上料导轨110固连于所述

步进进给机构5的拉起底座67，所述芯轴上料滑块111活动连接于所述芯轴上料轨道110，所

述芯轴上料连接板112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滑块111和轴承上料机械手3上；所述芯轴上料

纵向滑台113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滑块111，所述芯轴手爪114固连于所述芯轴上料纵向滑

台113的滑块的下部。

[0043] 更具体地，所述芯轴压入机构87包括：芯轴压入气缸115、芯轴压头116，所述芯轴

压入气缸115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拉起底座67，在所述芯轴压入气缸115

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有所述芯轴压头116，所述芯轴压头116用于将芯轴88压入到轴承10

中。

[0044] 更具体地，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包括：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6的夹具支撑板50、用

于抬升所述夹具机构6的夹具抬升机构54、用于驱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进给一段距离的

进给滑台51、用于将所述夹具机构6从所述流水线4上顶起到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上的顶起

机构52、用于将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提升一段高度的拉起机构53；所述进给滑台51位于所

述夹具抬升机构54的下部，所述进给滑台51的滑块凸台59和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的凹槽快

76相匹配，所述顶起机构52位于所述步进进给机构5的起始端；所述拉起机构53位于所述夹

具抬升机构54的上部，所述拉起机构53活动连接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所述拉起机构53

对称地位于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的两端，所述拉起机构53的数量为四个；所述流水线4布置

于所述夹具支撑板50的下部，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50的上部。

[0045] 更具体地，所述进给滑台51包括：滑台底座55、滚珠丝杆56、滚珠螺母57、螺母滑块

58、滑台电机60、滑台直线导轨61，所述滑台底座55固连于所述工作台1，所述滑台直线导轨

61固连于所述滑台底座55；所述滚珠丝杆56活动连接于所述滑台底座55，所述滑台电机60

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连于所述滚珠丝杆56；所述滚珠螺母57和所述滚珠丝杆56相匹配，

所述螺母滑块58固连于所述滚珠螺母57，所述螺母滑块58活动连接于所述滑台直线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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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在所述螺母滑块58上设置有驱动所述几句抬升机构54运动的滑块凸台59。

[0046] 更具体地，所述顶起机构52包括：顶起底座62、顶起气缸63、顶起导柱64、顶起导套

65、顶起平台66，所述顶起底座62固连于所述工作台1的下部，所述顶起气缸63的气缸体、顶

起导套65固连于所述顶起底座62，所述顶起导柱64活动连接于所述顶起导套65；所述顶起

导柱64的末端和所述顶起气缸63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顶起平台66，所述顶起平台66

用于承载所述夹具机构6。

[0047] 更具体地，所述拉起机构53包括：拉起底座67、拉起支撑板68、拉起气缸69、拉起导

套70、拉起导柱71、拉起平板72，所述拉起底座固连于所述夹具支撑板50，所述拉起支撑板

68固连于所述拉起底座67的侧边，所述拉起气缸69的气缸体、拉起导套70固连于所述拉起

支撑板68；所述拉起导柱71活动连接于所述拉起导套70，所述拉起导柱71的末端和所述拉

起气缸69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拉起平板72，所述拉起平板72固连于所述夹具抬升机

构54的抬升滑块75上。

[0048] 更具体地，所述夹具抬升机构54包括：抬升侧板73、抬升轨道74、抬升滑块75、凹槽

块76、上盖板77、夹具托板78，所述抬升侧板73对称地位于所述上盖板77的两侧，所述上盖

板77位于所述抬升侧板73的下部；所述抬升轨道74位于所述抬升侧板73的两侧，所述抬升

滑块75活动连接于所述抬升轨道74；所述抬升滑块75固连于所述拉起机构53；所述凹槽块

76固连于所述抬升侧板73，所述凹槽块76和所述进给滑台51相匹配；所述抬升侧板73的内

侧固连有所述夹具托板78，所述夹具托板78和上盖板77之间的间距大于所述夹具机构6的

夹具凸缘80的厚度，在所述夹具托板78上设置有和所述夹具凸缘80相匹配的托板凹槽79。

[0049] 更具体地，所述轴承送出机构2包括：围栏20、旋转底座21、轴承缺口22、竖直通道

23、横向传送带24、轴承限位块25，所述围栏20位于所述旋转底座21的周边，轴承10放置于

所述旋转底座21上，在所述围栏20的内侧设置有所述竖直通道23，在所述竖直通道23和围

栏20之间设置有所述轴承缺口22，所述竖直通道23位于所述旋转底座21的上部；在所述竖

直通道23的末端连接有所述横向传送带24，在所述横向传送带24的末端固连有用于限制轴

承10的位置的所述轴承限位块25。

[0050] 更具体地，所述轴承上料机械手3包括：轴承上料支架31、轴承上料导轨32、轴承上

料无杆气缸33、轴承上料纵向滑台34、轴承手爪35、轴承水平滑块36、轴承薄片37、限位传感

器38，所述轴承上料支架31固连于所述工作台1，所述轴承上料轨道22水平布置于所述轴承

上料支架31，所述轴承上料无杆气缸33的气缸体水平固连于所述轴承上料支架31，所述轴

承水平滑块36活动连接于所述轴承上料导轨32，所述轴承水平滑块36固连于所述轴承上料

无杆气缸33的滑台上；所述轴承薄片37固连于所述轴承水平滑块36，所述轴承上料支架31

上设置有和所述轴承薄片37相匹配的所述限位传感器38；所述轴承上料纵向滑台34的气缸

体固连于所述轴承水平滑块36，所述轴承手爪35固连于所述轴承上料纵向滑台34的滑块的

下端。

[0051] 更具体地，所述流水线4包括：左侧传送带40、右侧传送带41、传送电机42、传送芯

轴43，所述左侧传送带40、右侧传送带41并列布置于所述夹具支撑板50的下部，所述传送芯

轴43连接于所述左侧传送带40、右侧传送带41，所述传送电机4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连

于所述传送芯轴43。

[0052]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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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不限于上述实施例，还

可以有许多变形。凡是依据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技术实质对以上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功率电机核心部件全

自动装配流水线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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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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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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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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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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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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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说　明　书　附　图 6/16 页

23

CN 109128807 A

23



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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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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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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