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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

装配设备，包括环形轨道输送机构、内密码轮组

装机构、密码轮组装机构、密码轮转载机构、销轴

弹簧座及卡簧组装机构、轮及轴组装机构、端部

卡簧组装机构、成品取料机构、安全护罩和框架

机构。本发明能够实现密码锁的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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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环形轨道输送机构、内密码

轮组装机构、密码轮组装机构、密码轮转载机构、销轴弹簧座及卡簧组装机构、轮及轴组装

机构、端部卡簧组装机构、成品取料机构、安全护罩和框架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

形轨道输送机构包括型材支撑框架、环形滑轨、承载滑座、驱动轮带齿、传送带、伺服电机、

多轴器、工件固定座、定位导套、定位导向轴和气动锁定装置，环形滑轨上共有12个锁定位，

通过进给式的旋转输送，设有工件固定座12个、定位导套12个、承载滑座12个、定位导向轴

12个、气动锁定装置4个，其中带5个锁定头的启动锁定装置2个、带1个锁定头的启动锁定装

置2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密

码轮组装机构及所述密码轮组装机构包括供料震动盘、旋转气缸、第一支撑立柱、压紧气

缸、气动夹抓、密码轮定位座、密码轮定位气缸和密码轮定位槽，共有4个内密码轮组装机

构，3个密码轮组装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码

轮转载机构包括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固定座组件、推力气缸、下压气缸、夹紧气缸和浮动接

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销轴

弹簧座及卡簧组装机构包括销轴供料震动盘、卡簧震动盘、弹簧座震动盘、销轴进给组件、

卡簧压装组件和弹簧座侧推组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轮及

轴组装机构包括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固定座组件、旋转气缸、第二支撑立柱、下压气缸、气

动夹爪和浮动接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端部

卡簧组装机构包括卡簧震动盘、卡簧侧推压装组件、固定座组件和下压气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品

取料机构包括直线轴承、旋转固定组件、旋转气缸、第三支撑立柱、下压气缸、浮动接头和电

磁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

罩包括铝型材框架、封板、亚克力封板、三色灯指示灯和12寸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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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自动化设备领域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密码锁行业中密码轮组装采用人工装配，人工先在密码轮销轴上，用卡簧

铅装上底部卡簧，在套上弹簧座，人工从料盒中拿去内密码轮，套在销轴上，然后在装上密

码轮，内密码轮与密码轮交替组装，直到各组装三个为止，最后在用卡簧铅在销轴上装上端

部卡簧，人工把组装好的密码轮放入料盒中。由于全程是人工作业，受人员作业熟练度、情

绪、疲劳度的影响，所生产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稳定性不好等特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

设备，能够实现密码锁的自动化生产。

[0004] 实现上述目的的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包括环

形轨道输送机构、内密码轮组装机构、密码轮组装机构、密码轮转载机构、销轴弹簧座及卡

簧组装机构、轮及轴组装机构、端部卡簧组装机构、成品取料机构、安全护罩和框架机构。

[0005] 进一步的，所述的环形轨道输送机构包括型材支撑框架、环形滑轨、承载滑座、驱

动轮带齿、传送带、伺服电机、多轴器、工件固定座、定位导套、定位导向轴和气动锁定装置，

环形滑轨上共有12个锁定位，通过进给式的旋转输送，设有工件固定座12个、定位导套12

个、承载滑座12个、定位导向轴12个、气动锁定装置4个，其中带5个锁定头的启动锁定装置2

个、带1个锁定头的启动锁定装置2个。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内密码轮组装机构及所述密码轮组装机构包括供料震动盘、旋转

气缸、第一支撑立柱、压紧气缸、气动夹抓、密码轮定位座、密码轮定位气缸和密码轮定位

槽，共有4个内密码轮组装机构，3个密码轮组装机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密码轮转载机构包括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固定座组件、推力气缸、

下压气缸、夹紧气缸和浮动接头。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销轴弹簧座及卡簧组装机构包括销轴供料震动盘、卡簧震动盘、弹

簧座震动盘、销轴进给组件、卡簧压装组件和弹簧座侧推组件。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轮及轴组装机构包括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固定座组件、旋转气缸、

第二支撑立柱、下压气缸、气动夹爪和浮动接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端部卡簧组装机构包括卡簧震动盘、卡簧侧推压装组件、固定座组

件和下压气缸。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成品取料机构包括直线轴承、旋转固定组件、旋转气缸、第三支撑

立柱、下压气缸、浮动接头和电磁铁。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防护罩包括铝型材框架、封板、亚克力封板、三色灯指示灯和12寸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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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的一种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无需人工介入，实现了密码锁的

全自动话生产，使生产更高效，节省人力成本，且可靠性佳，产品不良率低。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整机的轴测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除去防护罩的俯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除去防护罩的轴测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环形轨道输送线组件的轴测

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的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密码轮转载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销轴弹簧座及卡簧组装组件的

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轮及轴组装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9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端部卡簧组装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10为本发明的密码锁的密码轮自动化装配设备的成品取料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能更好地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理解，下面通过具体地实施例进行详细地

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是一台密码锁自动组装专机，整机构造如下包括防护罩01、三

色指示灯02、触摸屏(10寸)03、气动元件04、机架05、运动组件06和振动盘07。

[0026] 如图2所述，具体包括如下组件：6201、6203、6205、6207均为内密码轮旋转取料组

件，6202、6204、6206均为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7001、7003、7005、7007均为内密码轮震动盘

送料组件，7002、7004、7006均为密码轮震动盘送料组件，弹簧座震动盘送料组件7008，卡簧

震动盘送料组件7009，密码轴震动盘送料组件7010。

[0027] 如图3所示，具体包括如下组件：环形轨道输送线组件6100，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

6200，密码轮转载组件6300，销轴弹簧座及卡簧组装组件6400，轮轴组装组件6500，端部卡

簧组装组件6600，成品取料组件6700。

[0028] 如图4所示，具体包括如下组件：伺服电机6101，环形滑轨6102，6103、6104、6105、

6106、6107、6108、6109、6110、6111、6112、6113及6114为滑块载具，驱动同步带6115，驱动同

步轮6116，限位块6117，框架6118。

[0029] 整机结构可以分为三大模块：密码轮预装模块、销轴预装模块，轮及轴合装模块。

密码轮预装模块包含：图2中7001、7002、7003、7004、7005、7006、7007的内密码轮震动盘送

料组件和密码轮震动盘送料组件，图2中6201、6202、6203、6204、6205、6206、6207的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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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旋转取料组件和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图3中的环形轨道输送线组件6100，图3中的密码

轮转载组件6300，图4中的滑块载具6107。销轴预装模块包含：图3中的销轴弹簧座卡簧组装

组件6400，图4中的弹簧座震动盘送料组件7008、卡簧震动盘送料组件7009和密码轴震动盘

送料组件7010。轮及轴合装模块包含：图3中的轮轴组装组件6500，端部卡簧组装组件6600，

成品取料组件6700。

[0030] 首先在环形轨道输送线如图4在私服电机6101的驱动作用下，使全部滑块载具实

现步进运转，环形轨道输送组件6100每旋转一次，图4中限位块6117在气缸的推动下对滑块

载具进行限位固定，同时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6200进行旋转180度，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

6200一端从震动盘仿形槽7000内取料，一端在滑块载具的定位导向轴上装料，内密码轮与

密码轮交替组装。图3中内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和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在图3中滑块载具旋

转到位后，振动盘取料位的图5中8004压紧气缸下压，图5中的8006夹紧气缸夹紧，仿形夹抓

夹取密码轮，图5中8004压紧气缸缩回，图3中密码轮旋转取料组件6200旋转180度到达图3

中环形轨道输送线组件6100的放料位，图5中压紧气缸8003下压，图5中的8005夹紧气缸松

开，密码轮组装上滑块载具的定位导柱上，完成一个工位动作，7个密码轮组装动作同理，同

时动作。

[0031] 下一步，环形轨道输送线的滑块载具到位后，图3的密码轮转载组件6300开始对内

密码轮与密码轮组装好的半成品进行转载到载具上另一个工位，图6中笔形迷你气缸9002

推出，图6中压紧气缸9001下压，图6中的夹抓气缸9003夹紧，抓取半成品工件，图6中压紧气

缸9001上升，图6中笔形迷你气缸9002缩回，图6中压紧气缸下压9001，图6中的夹抓气缸

9003松开，半成品工件放到滑块载具B存储位，图3的密码轮转载组件6300回原点，完成转载

工作。图4中滑块载具6107载台为图3中环形轨道输送线组件6100缓存工位，为环形轨道输

送线弥补旋转角度，不做任何动作。

[0032] 下一步，请参阅图7，销轴预装模块包括销轴震动盘接料口1001、卡簧震动盘接料

口1002和弹簧座震动盘接料口1004，在笔形气缸的推动下，销轴锯齿条实现进给运动，每进

给一次，销轴向前输送一格，销轴在传递的过程中，需要同一方向，卡簧槽朝内，通过光纤传

感器感应销轴此端有没有卡簧槽，感应到销轴没有卡簧槽的情况下，通过顶升气缸将销轴

顶起旋转，实现销轴的换向，销轴到达装卡簧的位置时，压卡簧1005的压紧气缸下压，实现

销轴的卡簧装配，压紧气缸缩回，笔形气缸继续推动，销轴继续进给运动，达到装弹簧座的

位置时，顶升气缸将销轴顶起，侧推气缸1003将弹簧座推入销轴上，顶升气缸将销轴落下，

销轴落到锯齿条内，笔形气缸继续推动，销轴继续输送到取料位，等待图3中轮轴组装组件

6500抓取，完成动作。

[0033] 下一步，轮轴组装组件中，图8中压紧气缸下压2004，图8中夹爪气缸2002抓取销

轴，图8中2004压紧气缸上升，图8中2001旋转气缸旋转180度，到达轮轴组装位，图8中2003

旋转气缸旋转180度，图8中2004压紧气缸下压，实现轮轴组装，图8中2002夹爪气缸松开，图

8中2004压紧气缸上升，完成动作。

[0034] 下一步，端部卡簧组装组件中，图9中卡簧槽接料口3005，图9中双轴气缸3003下

压，将预装的轮轴固定，图9中笔形气缸3001推出，卡簧仿形取料导杆将卡簧推到销轴的卡

簧槽内，图9中双轴气缸3003上升，完成动作。

[0035] 下一步，成品取料组件中，环形轨道输送线进给到位，图10中下压气缸4002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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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中电磁铁4003通电，吸附密码论成品组件，图10中下压气缸4002上升，图10中旋转气缸

4005旋转180度，到达成品放料位，图10中电磁铁4003断电，电磁铁磁力消失，成品密码轮放

料，完成动作。

[0036]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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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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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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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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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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