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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57)摘要
本铜套快速镶嵌机构包括机架，
在机架的顶
部设有竖直通孔，
以及置于竖直通孔中的升降定
位柱，
在机架上还连接有悬臂架且悬臂架的悬空
端位于竖直通孔上方，
在悬臂架上设有位于悬臂
架悬空端下方的升降平板，
在悬臂架上设有与升
降平板连接的升降驱动装置，
在升降平板的下表
面设有与升降平板转动连接的圆环压块，
在圆环
压块的内部设有圆环风道，
圆环风道与高压供风
装置连接，
在圆环压块的下表面上设有若干呈圆
周均匀分布的外壁清理倾斜孔，
若干呈圆周均匀
分布的上端面清理倾斜孔，
以及若干呈圆周均匀
分布的内壁清理倾斜孔，
外壁清理倾斜孔的上端
与圆环风道连通，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的上端与圆
环风道连通，
内壁清理倾斜孔的上端与圆环风道
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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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包括呈倒置U形的机架（1），
其特征在于，
在机架（1）的顶部设有
竖直通孔（11），
以及置于竖直通孔（11）中的升降定位柱（2），
在机架（1）上设有与升降定位
柱（2）下端连接的升降气缸（12），
在机架（1）上还连接有悬臂架（13）且悬臂架（13）的悬空端
位于竖直通孔（11）上方，
在悬臂架（13）上设有位于悬臂架（13）悬空端下方的升降平板（3），
在悬臂架（13）上设有与升降平板（3）连接的升降驱动装置（4），
在升降平板（3）的下表面设
有与升降平板（3）转动连接的圆环压块（5），
在圆环压块（5）的内部设有圆环风道（51），
圆环
风道（51）与高压供风装置（6）连接，
在圆环压块（5）的下表面上设有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
外壁清理倾斜孔（52），
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
以及若干呈圆周均
匀分布的内壁清理倾斜孔（54），
外壁清理倾斜孔（52）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连通，
上端面
清理倾斜孔（53）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连通，
内壁清理倾斜孔（54）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
连通，
外壁清理倾斜孔（52）、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和内壁清理倾斜孔（54）倾斜方向一致，
并且外壁清理倾斜孔（52）和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错位分布，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和内
壁清理倾斜孔（54）错位分布，
圆环压块（5）和转动驱动装置（7）连接；
在外壁清理倾斜孔（52）的下端连接有第一缩口出风嘴（52a）。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其特征在于，
在升降平板（3）的下表面设有
固定圆盘（31），
在圆环压块（5）的上端连接有套设在固定圆盘（31）上的转动圆盘（55），
在固
定圆盘（31）的外壁设有内凹槽（31a），
在转动圆盘（55）内壁上端设有卡于所述内凹槽（31a）
中的内凸部（55a），
内凹槽（31a）和内凸部（55a）间隙配合。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其特征在于，
在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的下
端连接有第二缩口出风嘴（53a）。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其特征在于，
在内壁清理倾斜孔（54）的下端
连接有第三缩口出风嘴（54a）。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其特征在于，
升降驱动装置（4）包括固定在
悬臂架（13）顶部的油缸（41），
油缸（41）伸缩杆与升降平板（3）连接，
在悬臂架（13）和升降平
板（3）之间设有竖直导向结构。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其特征在于，
转动驱动装置（7）包括套设在
圆环压块（5）外壁上端的齿圈（71），
在升降平板（3）下表面设有与所述齿圈（71）啮合的齿轮
（72），
所述齿轮（72）和伺服电机（7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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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铜套快速镶嵌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铜套是一种常用的机械连接件。
应用于机械工程车或者有需要活动连接的部位。
[0003] 当铜套加工完毕并需要将铜套压入至设定的工件内时，
现有的方式是将铜套对准
工件内孔，
然后进行压入镶嵌，
在压入镶嵌之前，
需要人工用气枪对铜套进行清理，
这种清
理影响生产加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
提供一种可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铜套快速镶嵌
机构。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
[0006] 本铜套快速镶嵌机构包括呈倒置U形的机架，
在机架的顶部设有竖直通孔，
以及置
于竖直通孔中的升降定位柱，
在机架上设有与升降定位柱下端连接的升降气缸，
在机架上
还连接有悬臂架且悬臂架的悬空端位于竖直通孔上方，
在悬臂架上设有位于悬臂架悬空端
下方的升降平板，
在悬臂架上设有与升降平板连接的升降驱动装置，
在升降平板的下表面
设有与升降平板转动连接的圆环压块，
在圆环压块的内部设有圆环风道，
圆环风道与高压
供风装置连接，
在圆环压块的下表面上设有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外壁清理倾斜孔，
若干
呈圆周均匀分布的上端面清理倾斜孔，
以及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内壁清理倾斜孔，
外壁
清理倾斜孔的上端与圆环风道连通，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的上端与圆环风道连通，
内壁清理
倾斜孔的上端与圆环风道连通，
外壁清理倾斜孔、上端面清理倾斜孔和内壁清理倾斜孔倾
斜方向一致，
并且外壁清理倾斜孔和上端面清理倾斜孔错位分布，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和内
壁清理倾斜孔错位分布，
圆环压块和转动驱动装置连接。
[0007]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在升降平板的下表面设有固定圆盘，
在圆环压块
的上端连接有套设在固定圆盘上的转动圆盘，
在固定圆盘的外壁设有内凹槽，
在转动圆盘
内壁上端设有卡于所述内凹槽中的内凸部，
内凹槽和内凸部间隙配合。
[0008]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
在外壁清理倾斜孔的下端连接有第一缩口出风
嘴。
[0009]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在上端面清理倾斜孔的下端连接有第二缩口出风
嘴。
[0010]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
在内壁清理倾斜孔的下端连接有第三缩口出风
嘴。
[0011]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升降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悬臂架顶部的油缸，
油
缸伸缩杆与升降平板连接，
在悬臂架和升降平板之间设有竖直导向结构。
[0012] 在上述的铜套快速镶嵌机构中，
转动驱动装置包括套设在圆环压块外壁上端的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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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在升降平板下表面设有与所述齿圈啮合的齿轮，
所述齿轮和伺服电机连接。
[0013]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 ，
铜套快速镶嵌机构的优点在于：
采用在本机构上设计清理功
能，
不仅可以提高镶嵌加工效率，
而且还降低了镶嵌铜套导致的二次磕伤现象。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镶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去除机架后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1中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图1中的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提供的圆环压块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悬臂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提供的高压供风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机架1、竖直通孔11、升降气缸12、悬臂架13、升降定位柱2、升降平板3、
固定
圆盘31、
内凹槽31a、升降驱动装置4、油缸41、
圆环压块5、
圆环风道51、外壁清理倾斜孔52、
第一缩口出风嘴52a、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第二缩口出风嘴53a、
内壁清理倾斜孔54、第三
缩口出风嘴54a、
转动圆盘55、
内凸部55a、
高压供风装置6、环形入风槽61、U形封闭罩62、
空
气压缩机63、
转动驱动装置7、
齿圈71、
齿轮72、
伺服电机73。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 ，
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
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3] 如图1所示，
本铜套快速镶嵌机构包括呈倒置U形的机架1。
[0024] 在机架1的顶部设有竖直通孔11，
以及置于竖直通孔11中的升降定位柱2，
优化方
案，
在竖直通孔11中设有耐磨轴套，
升降定位柱2插于耐磨轴套中，
同时，
在升降定位柱2的
上端设有上倒角，
以便于工件和铜套的套入。
[0025] 升降定位柱2上有工件圆柱定位面，
以及位于工件圆柱定位面上方的铜套圆柱定
位面，
工件套设在工件圆柱定位面上，
而铜套套在铜套圆柱定位面上。
[0026] 工件圆柱定位面的直径大于铜套圆柱定位面的直径。
[0027] 如图1-2所示，
在机架1上设有与升降定位柱2下端连接的升降气缸12，
在机架1上
还连接有悬臂架13且悬臂架13的悬空端位于竖直通孔11上方，
悬臂架13为L形结构，
在悬臂
架13上设有位于悬臂架13悬空端下方的升降平板3，
在悬臂架13上设有与升降平板3连接的
升降驱动装置4。具体地，
该升降驱动装置4包括固定在悬臂架13顶部的油缸41，
油缸41伸缩
杆与升降平板3连接，
在悬臂架13和升降平板3之间设有竖直导向结构。
[0028] 竖直导向结构包括若干下端固定在升降平板3上的竖直导柱，
在悬臂架13的悬空
端设有若干导套，
竖直导柱一一插于导套中。
[0029] 如图2-7所示，
在升降平板3的下表面设有与升降平板3转动连接的圆环压块5，
具
体地，
在升降平板3的下表面设有固定圆盘31，
在圆环压块5的上端连接有套设在固定圆盘
31上的转动圆盘55，
在固定圆盘31的外壁设有内凹槽31a，
在转动圆盘55内壁上端设有卡于
所述内凹槽31a中的内凸部55a，
内凹槽31a和内凸部55a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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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动圆盘55内设有润滑油，
可以对内凹槽31a和内凸部55a形成润滑，
而内凹槽
31a和内凸部55a这种结构可以防止润滑油流失。
[0031] 在圆环压块5的内部设有圆环风道51，
圆环风道51与高压供风装置6连接，
高压供
风装置6包括设置在圆环压块5中部的环形入风槽61，
以及将环形入风槽61槽口封闭并与圆
环压块5转动连接的U形封闭罩62，
U形封闭罩62通过软管与空气压缩机63连接。
[0032] 环形入风槽61通过若干倾斜连通孔与圆环风道51连通。
[0033] 环形入风槽61为U形槽，
U形封闭罩62的两侧外壁和所述环形入风槽61的两侧槽壁
动密封连接。
[0034] U形封闭罩62为工程塑料，
在环形入风槽61的两侧槽壁上分别设有橡胶密封圈。橡
胶密封圈伸入至U形封闭罩62的两侧外壁的环形槽中。
[0035] 在圆环压块5的下表面上设有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外壁清理倾斜孔52，
若干呈
圆周均匀分布的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
以及若干呈圆周均匀分布的内壁清理倾斜孔54，
外
壁清理倾斜孔52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连通，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连
通，
内壁清理倾斜孔54的上端与圆环风道51连通，
外壁清理倾斜孔52、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
和内壁清理倾斜孔54倾斜方向一致，
并且外壁清理倾斜孔52和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错位分
布，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和内壁清理倾斜孔54错位分布。
[0036] 其次，
在外壁清理倾斜孔52的下端连接有第一缩口出风嘴52a。在上端面清理倾斜
孔53的下端连接有第二缩口出风嘴53a。在内壁清理倾斜孔54的下端连接有第三缩口出风
嘴54a。
[0037] 缩口出风嘴可以提高风力吹出的压力和速度，
以提高清理性能。
[0038] 圆环压块5和转动驱动装置7连接。
具体地，
该转动驱动装置7包括套设在圆环压块
5外壁上端的齿圈71，
在升降平板3下表面设有与所述齿圈71啮合的齿轮72，
所述齿轮72和
伺服电机73连接。
[0039] 镶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0] S1、
升降气缸12驱动升降定位柱2向上凸出于竖直通孔11的上孔口，
并且升降定位
柱2部分始终内置于竖直通孔11中；
[0041] S2、
将工件套在升降定位柱2上，
然后将铜套套在升降定位柱2上，
铜套位于工件上
方；
[0042] S3、
升降驱动装置4驱动升降平板3向下且圆环压块5的下表面和铜套上端面留有
间隙；
[0043] S4、
转动驱动装置7驱动圆环压块5转动，
并且高压供风装置6向圆环风道51中送入
高压风，
高压风通过外壁清理倾斜孔52、
上端面清理倾斜孔53和内壁清理倾斜孔54吹向铜
套的外壁、
上端面和内壁；
[0044] S5、
转动驱动装置7和高压供风装置6停止作业，
升降驱动装置4驱动升降平板3继
续向下并迫使圆环压块5的下表面和铜套上端面接触并使铜套压入至工件的铜套孔中，
在
铜套压入至工件中，
升降气缸12驱动升降定位柱2向下复位，
即完成快速镶嵌。
[0045] 升降定位柱2下降复位速度快于圆环压块5下降速度。
[0046]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
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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