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171858.X

(22)申请日 2016.12.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1667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3.22

(73)专利权人 大连运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116600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保灵街1-2号新建厂房

(72)发明人 王承刚　田志涛　崔永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连智高专利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21235

代理人 李猛

(51)Int.Cl.

B65G 47/256(2006.01)

B65G 29/02(2006.01)

B65G 27/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555289 A,2015.04.29,说明书第18

段至第25段，附图1-11.

CN 103662123 A,2014.03.26,说明书第24

段至第27段，附图1-9.

JP S59182120 A,1984.10.16,全文.

CN 102922273 A,2013.02.13,全文.

CN 104550620 A,2015.04.29,全文.

CN 102179844 A,2011.09.14,全文.

CN 203767576 U,2014.08.13,全文.

CN 203855107 U,2014.10.01,全文.

审查员 郭嘉

 

(54)发明名称

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

(57)摘要

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包括：入钉块、隔钉

气缸Ⅰ、隔钉气缸Ⅱ、分钉块、分钉气缸、限钉压

板、螺钉轨道、滚筒、检钉传感器、气缸安装板、连

接板、传感器安装板、底板、电机；所述气缸安装

板上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紧挨入钉块，隔钉气

缸Ⅰ、隔钉气缸Ⅱ安装在入钉块上，所述分钉块置

于入钉块下方，分钉气缸设置在气缸安装板、分

钉块之间，螺钉轨道一端安装在隔钉气缸Ⅰ、隔钉

气缸Ⅱ之间并固定在入钉块上，其另一端穿进滚

筒中，限钉压板固定在螺钉轨道上，传感器安装

板上方设有检钉传感器；本申请解决了现有螺丝

供给装置在沉头螺丝供给时出现的易卡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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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入钉块、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分钉

块、分钉气缸、限钉压板、螺钉轨道、滚筒、检钉传感器、气缸安装板、连接板、传感器安装板、

底板、电机；所述气缸安装板上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紧挨入钉块，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

安装在入钉块上，所述分钉块置于入钉块下方，分钉气缸设置在气缸安装板、分钉块之间，

螺钉轨道一端安装在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之间并固定在入钉块上，其另一端穿进滚筒

中，限钉压板固定在螺钉轨道上，传感器安装板上方设有检钉传感器，所述检钉传感器探进

螺钉轨道的凹槽中，螺钉轨道下方依次护罩、配重铁，所述气缸安装板、传感器安装板、配重

铁、电机置于底板上；所述分钉块的侧面设有吹气入口，底部设有接钉管接头；所述护罩内

设有电磁铁安装座、电磁铁、感应铁、弹片，电磁铁安装座两侧设有弹片，电磁铁、感应铁设

置在电磁铁安装座上；所述螺钉轨道上还设有排错弯板，安装在接钉板附近；所述检钉传感

器为接近传感器；所述感应铁与螺钉轨道相对垂直设定；

使用时，滚筒内装入钉，然后滚筒转动，将钉送入螺钉轨道，通过隔钉气缸Ⅰ、Ⅱ分出1个

钉，这个钉由于振动送入入钉块的孔内并落入分钉块的孔Ⅰ中，分钉气缸推动，将分钉块上

的孔Ⅱ对正入钉块的孔，用孔Ⅱ接收第二个钉，同时将孔Ⅰ中的钉吹送到指定位置；通过电

磁铁的吸引及弹片的反向复位作用，促使螺钉逐步向前运动，电机通过转轴、同步带使滚筒

在滚轮上转动，滚筒内的螺钉被兜顶板卷起，送到接钉板上；由电磁振动推动螺钉在接钉板

上沿螺钉轨道向前传送，螺钉轨道上的排错弯板将姿态错误的螺钉排回到滚筒内，姿态正

确的螺钉继续向前送到工作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重铁侧面设有缓冲

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转轴位于滚筒两侧，电机

通过转轴、同步带使滚筒在滚轮上转动，同步带是位于转轴一侧，滚轮固定在转轴上，通过

转轴、同步带的同步转动进而带动滚轮旋转，使滚筒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兜顶板固定在滚筒内

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钉轨道后端焊接有

接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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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智能化螺丝自动供给装置，具体说是一种沉头螺钉自动供给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通用的螺丝自动供给装置在针对沉头螺丝供给分钉时，易出现卡钉现象。导

致故障率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产效益。为此，需要一种针对沉头螺丝的高效、

智能的自动供给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解决

了现有螺丝供给装置在沉头螺丝供给时出现的易卡钉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包括：入钉

块、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分钉块、分钉气缸、限钉压板、螺钉轨道、滚筒、检钉传感器、气

缸安装板、连接板、传感器安装板、底板、电机；所述气缸安装板上设置有连接板，连接板紧

挨入钉块，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安装在入钉块上，所述分钉块置于入钉块下方，分钉气缸

设置在气缸安装板、分钉块之间，螺钉轨道一端设置在隔钉气缸Ⅰ、隔钉气缸Ⅱ之间并固定

在入钉块上，其另一端穿进滚筒中，限钉压板固定在螺钉轨道上，传感器安装板上方设有检

钉传感器，所述检钉传感器探进螺钉轨道的凹槽中，螺钉轨道下方依次护罩、配重铁，所述

气缸安装板、传感器安装板、配重铁、电机置于底板上。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分钉块的侧面设有吹气入口，底部设有接钉管接头。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护罩内设有电磁铁安装座、电磁铁、感应铁、弹片，电磁铁安装座两

侧设有弹片，电磁铁、感应铁设置在电磁铁安装座上。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配重铁侧面设有缓冲片。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通过同步带固定在底板的一侧。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固定有兜顶板。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螺钉轨道后端焊接有接钉板。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螺钉轨道上还设有排错弯板，安装在接钉板附近。

[0012] 作为更进一步的，所述检钉传感器为接近传感器。

[0013] 作为更进一步的，所述感应铁与螺钉轨道相对垂直设定。

[0014] 本发明由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能够取得如下的技术效果：入钉块与螺钉轨道前

端固定，增大倒角，避免了沉头螺钉入钉时卡住，检钉传感器为接近传感器，增大感应范围

保证钉满时及时停止，避免沉头螺丝斜角接触时振动卡死。

附图说明

[0015] 本发明共有附图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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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1为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主视图；

[0017] 图2为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俯视图；

[0018] 图3为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结构图；

[0019] 图4为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B-B剖视图；

[0021] 图6为A-A剖视图。

[0022] 图中序号说明：1、底板，2、气缸安装板，3、分钉块，4、连接板，5、入钉块，6、隔钉气

缸Ⅰ，7、隔钉气缸Ⅱ，8、分钉气缸9、吹气入口，10、接钉管接头，11、检钉传感器，12、传感器安

装板，13、配重铁，14、护罩，15、同步带，16、滚筒，17、螺钉轨道，18、限钉压板，19、电机，20、

感应铁，21、电磁铁安装座，22、电磁铁，23、缓冲片，24、弹片，25、排错弯板，26、孔Ⅰ，27、孔

Ⅱ，28、接钉板，29、兜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包括：入钉块5、隔钉气缸Ⅰ6、隔钉气缸

Ⅱ7、分钉块3、分钉气缸8、限钉压板18、螺钉轨道17、滚筒16、检钉传感器11、气缸安装板2、

连接板4、传感器安装板12、底板1、电机19；所述气缸安装板2上设置有连接板4，连接板4紧

挨入钉块5，隔钉气缸Ⅰ6、隔钉气缸Ⅱ7安装在入钉块5上，所述分钉块3置于入钉块5下方，分

钉气缸8设置在气缸安装板2、分钉块3之间，螺钉轨道17一端设置在隔钉气缸Ⅰ6、隔钉气缸

Ⅱ7之间并固定在入钉块5上，其另一端穿进滚筒16中，限钉压板18固定在螺钉轨道17上，传

感器安装板12上方设有检钉传感器11，所述检钉传感器11探进螺钉轨道17的凹槽中，螺钉

轨道下方依次护罩14、配重铁13，所述护罩14内设有电磁铁安装座21、电磁铁22、感应铁20、

弹片24，电磁铁安装座21两侧设有弹片24，电磁铁22、感应铁设置在电磁铁安装座21上；所

述气缸安装板2、传感器安装板12、配重铁13、电机19置于底板1上。

[0026] 优选的，所述分钉块3的侧面设有两个吹气入口9，底部设有两个接钉管接头10。所

述配重铁13侧面设有缓冲片23，缓冲片23将上面部件振动缓冲，减小振动对底板等的影响。

所述滚筒16通过同步带15固定在底板的一侧。所述滚筒16固定有兜顶板29。所述螺钉轨道

17后端焊接有接钉板28。所述螺钉轨道17上还设有排错弯机，安装在接钉板28附近。所述检

钉传感器11为接近传感器。所述感应铁20与螺钉轨道17相对垂直设定。

[0027] 上述沉头螺钉自动供给装置使用方法为：

[0028] 滚筒16内装入钉，然后滚筒16转动，将钉送入螺钉轨道17，通过隔钉气缸Ⅰ6、Ⅱ分

出1个钉，这个钉由于振动送入入钉块5的孔内并落入分钉块3的孔Ⅰ26中，分钉气缸8推动，

将分钉块3上的孔Ⅱ27对正入钉块5的孔，用孔Ⅱ27接收第二个钉，同时将孔Ⅰ26中的钉吹送

到指定位置。

[0029] 本申请通过电磁铁22的吸引及弹片24的反向复位作用，使得感应铁20产生高速、

高频、微幅振动，促使螺钉逐步向前运动。电机19通过转轴、同步带15使滚筒16在滚轮上转

动，滚筒16内的螺钉被兜顶板29卷起，送到接钉板上。由电磁振动推动螺钉在接钉板上沿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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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轨道17向前传送，螺钉轨道17上的排错弯板25将姿态错误的螺钉排回到滚筒16内，姿态

正确的螺钉继续向前送到工作位置。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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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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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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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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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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