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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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374706.9

(22)申请日 2018.11.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5886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08

(73)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地址 110016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

114号

(72)发明人 郭爱波　张延利　徐永利　白鑫林　

刘勇　李峰　王军义　刘明洋　

徐宁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科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21002

代理人 何丽英

(51)Int.Cl.

B23P 19/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092106 U,2013.07.31,

CN 204277410 U,2015.04.22,

CN 202877846 U,2013.04.17,

JP S60263629 A,1985.12.27,

CN 204673256 U,2015.09.30,

CN 205237484 U,2016.05.18,

审查员 李春宇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拧紧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拧紧机，特别涉及炮弹和小

口径导弹不同舱段之间大螺纹的拧紧，包括机

架、拧紧单元、夹紧单元、升降滑台和升降驱动机

构，其中升降滑台与机架滑动连接，升降驱动机

构设置于机架上、且与升降滑台连接，夹紧单元

或拧紧单元设置于升降滑台上；当夹紧单元设置

于升降滑台上时，拧紧单元固定于机架的上端；

当拧紧单元设置于升降滑台上时，夹紧单元设置

于传输线体上，拧紧单元和夹紧单元通过相互配

合实现对工件的拧紧。本发明可实现自动拧紧，

解决现有拧紧过程中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

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问题；本发明结构紧凑，

布局合理，适应范围广，可在生产线产品托盘工

位直接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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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4)、拧紧单元(10)及夹紧单元(6)，其中拧

紧单元(10)设置于所述机架(4)上，所述夹紧单元(6)布置于所述拧紧单元(10)的下方、且

与所述机架(4)连接或安装在位于所述机架(4)一侧的传输线体(14)上，所述拧紧单元(10)

和所述夹紧单元(6)可相对移动、且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对工件的拧紧；

所述自动拧紧机还包括升降滑台(11)和升降驱动机构，所述机架(4)上沿竖直方向设

有升降滑台导轨(7)，所述升降滑台(11)与所述升降滑台导轨(7)滑动连接，所述升降驱动

机构设置于所述机架(4)上、且与所述升降滑台(11)连接，所述夹紧单元(6)或所述拧紧单

元(10)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11)上；当所述夹紧单元(6)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11)上时，所

述拧紧单元(10)固定于所述机架(4)的上端；当所述拧紧单元(10)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

(11)上时，所述夹紧单元(6)设置于所述传输线体(14)上；

所述夹紧单元(6)包括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4)、涡轮蜗杆减速器(27)、中心轴(25)、夹

紧单元导轨滑块(23)、螺母(29)、夹爪安装座(26)及下夹爪A(28)，其中涡轮蜗杆减速器

(27)安装于升降滑台(11)上，且输入端与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4)连接，输出端为空心轴；所

述中心轴(25)穿过涡轮蜗杆减速器(27)的空心轴，两端有旋向相反的螺纹；所述导轨滑块

(23)安装于升降滑台(11)，为夹爪安装座(26)提供导向；所述螺母(29)分别与两侧夹爪安

装座(26)固定连接，内侧分别与中心轴(25)两端螺纹配合；两个下夹爪A(28)分别安装于夹

爪安装座(26)上；

所述拧紧单元(10)包括电动扳手(15)、电动扳手安装座(16)、传动轴(20)、轴承座

(18)、限位板(17)及回转夹紧装置，其中电动扳手安装座(16)与机架(4)连接，所述电动扳

手(15)安装于电动扳手支座(16)上、且输出轴与传动轴(20)连接；所述轴承座(18)设置于

电动扳手支座(16)上、位置相对固定；所述传动轴(20)与所述轴承座(18)连接、且所述传动

轴(20)具有轴向移动和绕自身轴线转动的自由度，所述回转夹紧装置设置于所述传动轴

(20)的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驱动机构包括升降滑台伺

服电机(1)、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及丝母，其中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所

述机架(4)上、且可转动，所述升降滑台伺服电机(1)设置于所述机架(4)的底部、且输出端

与所述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连接，所述丝母与所述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形成螺纹副，所

述升降滑台(11)与所述丝母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拧紧机还包括配重单元，

所述配重单元包括配重块(2)、牵引绳及导向轮组件，其中导向轮组件安装于所述机架(4)

的顶部，所述牵引绳经过导向轮组件，一端与配重块(2)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升降滑台(11)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重块(2)的升降通过配重导

向杆(3)导向，所述配重导向杆(3)穿过配重块(2)上设有的导向孔，上下两端均与机架(4)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单元(6)包括气动卡盘

(30)和下夹爪B(31)，所述气动卡盘(30)与传输线体(14)上的托盘(13)固定连接；所述下夹

爪B(31)与卡盘(30)卡爪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轴(20)的上端设有轴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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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限位板(17)，所述限位板(17)自由状态时与所述轴承座(18)接触，限制所述传动轴

(20)的下降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拧紧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夹紧装置包括回转卡盘

(21)和上夹爪(22)，所述上夹爪(22)与回转卡盘(21)的卡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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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拧紧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弹体装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自动拧紧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炮弹和小口径导弹装配过程中，导引头、战斗部、控制舱、发动机等不同舱段需

要进行拧紧组合，且有拧紧力矩要求。现有拧紧过程一般是将产品搬离传输线体，人工进行

拧紧工装安装、预拧，再进行自动拧紧或手动拧紧。拧紧过程为半自动化或完全手动，需人

工参与。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国内在炮弹、小口径导弹生产

装配领域还没有能够实现自动拧紧的设备，现阶段的操作方式不能满足弹体装配自动化和

安全性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拧紧机，以实现炮弹、小口径导弹

生产装配中能够实现自动拧紧。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自动拧紧机，包括机架、拧紧单元及夹紧单元，其中拧紧单元设置于所述机架

上，所述夹紧单元布置于所述拧紧单元的下方、且与所述机架连接或安装在位于所述机架

一侧的传输线体上，所述拧紧单元和所述夹紧单元可相对移动、且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对工

件的拧紧。

[0006] 所述自动拧紧机还包括升降滑台和升降驱动机构，所述机架上沿竖直方向设有升

降滑台导轨，所述升降滑台与所述升降滑台导轨滑动连接，所述升降驱动机构设置于所述

机架上、且与所述升降滑台连接，所述夹紧单元或所述拧紧单元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上；当

所述夹紧单元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上时，所述拧紧单元固定于所述机架的上端；当所述拧

紧单元设置于所述升降滑台上时，所述夹紧单元设置于所述传输线体上。

[0007] 所述升降驱动机构包括升降滑台伺服电机、升降滑台丝杠组件及丝母，其中升降

滑台丝杠组件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所述机架上、且可转动，所述升降滑台伺服电机设置于所

述机架的底部、且输出端与所述升降滑台丝杠组件连接，所述丝母与所述升降滑台丝杠组

件形成螺纹副，所述升降滑台与所述丝母连接。

[0008] 所述自动拧紧机还包括配重单元，所述配重单元包括配重块、牵引绳及导向轮组

件，其中导向轮组件安装于所述机架的顶部，所述牵引绳经过导向轮组件，一端与配重块连

接，另一端与所述升降滑台连接。

[0009] 所述配重块的升降通过配重导向杆导向，所述配重导向杆穿过配重块上设有的导

向孔，上下两端均与机架连接。

[0010] 所述夹紧单元包括夹紧单元伺服电机、涡轮蜗杆减速器、中心轴、夹紧单元导轨滑

块、螺母、夹爪安装座及下夹爪A，其中涡轮蜗杆减速器安装于升降滑台上，且输入端与夹紧

单元伺服电机连接，输出端为空心轴；所述中心轴穿过涡轮蜗杆减速器的空心轴，两端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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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反的螺纹；所述导轨滑块安装于升降滑台，为夹爪安装座提供导向；所述螺母分别与两

侧夹爪安装座固定连接，内侧分别与中心轴两端螺纹配合；两个下夹爪A分别安装于夹爪安

装座上。

[0011] 所述夹紧单元包括气动卡盘和下夹爪B，所述气动卡盘与传输线体上的托盘固定

连接；所述下夹爪B与卡盘卡爪连接。

[0012] 所述拧紧单元包括电动扳手、电动扳手安装座、传动轴、轴承座、限位板及回转夹

紧装置，其中电动扳手安装座与机架连接，所述电动扳手安装于电动扳手支座上、且输出轴

与传动轴连接；所述轴承座设置于电动扳手支座上、位置相对固定；所述传动轴与所述轴承

座连接、且所述传动轴具有轴向移动和绕自身轴线转动的自由度，所述回转夹紧装置设置

于所述传动轴的下端。

[0013] 所述传动轴的上端设有轴向限位的限位板，所述限位板自由状态时与所述轴承座

接触，限制所述传动轴的下降位置。

[0014] 所述回转夹紧装置包括回转卡盘和上夹爪，所述上夹爪与回转卡盘的卡爪连接。

[0015] 本发明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6] 1.本发明可实现自动拧紧，解决现有拧紧过程中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且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的问题。

[0017] 2.本发明结构紧凑，布局合理，适应范围广，可在生产线产品托盘工位直接进行作

业。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轴测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主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拧紧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夹紧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轴测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主视图。

[0024] 图中：1为升降滑台伺服电机，2为配重块，3为配重导向杆，4为机架，5为升降滑台

丝杠组件，6为夹紧单元，7为升降滑台导轨，8为滑轮组件，9为钢丝绳，10为拧紧单元，11为

升降滑台，12为拧紧部件，13为托盘，14为传输线体，15为电动扳手，16为电动扳手安装座，

17为限位板，18为轴承座，19为直线轴承，20为传动轴，21为回转卡盘，22为上卡爪，23为夹

紧单元导轨滑块，24为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5为中心轴，26为夹爪安装座，27为涡轮蜗杆减

速器，28为下夹爪A，29为螺母，30为气动卡盘，31为下夹爪B。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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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动拧紧机，包括机架、拧紧单元及夹紧单元，其中拧紧单元设

置于机架上，夹紧单元布置于拧紧单元的下方、且与机架连接或安装在位于机架一侧的传

输线体上，拧紧单元和夹紧单元可相对移动、且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对工件的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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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实施例一：

[0028]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动拧紧机，包括机架4、拧紧单元10及夹紧单元

6，其中拧紧单元10设置于机架4上，夹紧单元6布置于拧紧单元10的下方、且与机架4连接，

拧紧单元10和夹紧单元6可相对移动、且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对工件的拧紧。

[0029] 自动拧紧机还包括升降滑台11和升降驱动机构，机架4上沿竖直方向设有升降滑

台导轨7，升降滑台11与升降滑台导轨7滑动连接，升降驱动机构设置于机架4上、且与升降

滑台11连接。夹紧单元6设置于升降滑台11上，拧紧单元10固定于机架4的上端。

[0030] 升降驱动机构包括升降滑台伺服电机1、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及丝母，其中升降滑

台丝杠组件5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机架4上、且可转动，升降滑台伺服电机1设置于机架4的底

部、且输出端与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连接，丝母与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形成螺纹副，升降滑台

11与丝母连接。升降滑台伺服电机1驱动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转动，从而带动升降滑台11沿

升降滑台导轨7升降。

[0031] 自动拧紧机还包括配重单元，配重单元包括配重块2、牵引绳、导向轮组件及配重

导向杆3，其中导向轮组件安装于机架4的顶部，牵引绳经过导向轮组件，一端与配重块2连

接，另一端与升降滑台11连接。

[0032] 本实施例中，牵引绳采用钢丝绳9，导向轮组件采用滑轮组件8，钢丝绳9通过滑轮

组件8导向；牵引绳和导向轮组件也可采链条和链轮组件配合的方式。

[0033] 配重块2的升降通过配重导向杆3导向，配重导向杆3穿过配重块2上设有的导向

孔，上下两端均与机架4连接。

[0034] 配重单元用来抵消升降滑台11、夹紧单元6对升降滑台丝杠组件5的重力作用，减

轻升降滑台伺服电机1的负载。

[0035] 如图3所示，拧紧单元10包括电动扳手15、电动扳手安装座16、传动轴20、轴承座

18、限位板17、直线轴承或轴套19及回转夹紧装置，其中电动扳手安装座16与机架4连接，电

动扳手15安装于电动扳手支座16上、且输出轴与传动轴20连接，传动轴20垂直于地面；轴承

座18设置于电动扳手支座16上、位置相对固定；传动轴20通过直线轴承19或轴套与轴承座

18滑动连接，可利用电动扳手15拧紧头自身弹性上下运动；传动轴20的上端设有轴向限位

的限位板17，限位板17处于自由状态时与轴承座18接触，限制传动轴20的下降位置；回转夹

紧装置设置于传动轴20的下端，可通过传动轴20传递电动扳手15的扭矩，可随传动轴20上

下运动。

[0036] 回转夹紧装置包括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回转卡盘21为前置卡盘，侧面通气，上

夹爪22与卡盘21卡爪连接。

[0037] 拧紧单元10采用上夹爪22可对拧紧部件12拧紧端进行夹持，回转卡盘21提供夹紧

力。拧紧单元10中力矩由电动扳手15经传动轴20、回转卡盘21，再由上夹爪22与拧紧部件12

之间的摩擦力提供给拧紧端。电动扳手15拧紧头自身具有一定弹性，依次连接的传动轴20、

限位板17、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同样具有浮动性，该浮动性可为拧紧过程中拧紧部件12

的下移提供补偿。电动扳手15为现有技术，电动扳手15的拧紧头自身具有一定弹性，依次连

接的传动轴20、限位板17、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同样具有浮动性，可随拧紧过程中拧紧部

件12的下降而下降，即具有随动性。

[0038] 如图4所示，夹紧单元6包括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4、涡轮蜗杆减速器27、中心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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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单元导轨滑块23、螺母29、夹爪安装座26及下夹爪A28，其中涡轮蜗杆减速器27安装于

升降滑台11上，且输入端与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4连接，输出端为空心轴；中心轴25穿过涡轮

蜗杆减速器27的空心轴，两端有旋向相反的螺纹；导轨滑块23安装于升降滑台11上，为夹爪

安装座26提供导向；螺母29分别与两侧夹爪安装座26固定连接，内侧分别与中心轴25两端

螺纹配合；两个下夹爪A28分别安装于两个夹爪安装座26上。夹紧单元伺服电机24通过涡轮

蜗杆减速器27驱动中心轴25转动，从而带动两个下夹爪A28张开或闭合。

[0039] 夹紧单元6实现对拧紧部件12固定端的夹紧，夹紧单元6中涡轮蜗杆减速器27将紧

单元伺服电机24驱动力转换为中心轴25两端螺纹相同速度的转动，实现夹爪安装座26、下

夹爪A28张开与夹紧过程的同步。

[0040]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为：

[0041] 本发明可在生产线中传输线体14的产品托盘13工位直接进行作业。

[0042] 拧紧部件12由托盘13传输到本发明工位后，夹紧单元6由升降滑台驱动下降，夹紧

单元6将拧紧部件12固定端夹紧，夹紧单元6由升降滑台11驱动上升，待拧紧部件12与拧紧

单元10接触后，继续上升一段距离，此时拧紧单元10中电动扳手15拧紧头、传动轴20、限位

板17、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在拧紧部件12推动下一起上升，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出现一

段间隙，这段间隙用来补偿拧紧过程中拧紧部件12拧紧端的下移。

[0043] 回转卡盘21带动上夹爪22将拧紧部件12拧紧端夹紧，电动扳手15转动，经传动轴

20、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对拧紧部件12进行定扭矩拧紧。拧紧过程中，随着拧紧部件12拧

紧端的下移，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的间隙逐渐减小。此时升降滑台11可随拧紧过程进行带

动拧紧部件12缓慢上升，保证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始终存在间隙。

[0044] 拧紧完成后，电动扳手15停止转动，上夹爪22松开，夹紧单元6由升降滑台11驱动

下降，将拧紧部件12放回托盘13，夹紧单元6松开。夹紧单元6由升降滑台驱动上升避开拧紧

部件12最大高度，拧紧部件12由托盘13传输到下一工位。拧紧机等待对一个托盘部件进行

拧紧作业。

[0045] 实施例二

[0046] 如图5-6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动拧紧机，包括机架4、拧紧单元10、夹紧单元

6、升降滑台11和升降驱动机构，其中机架4上沿竖直方向设有升降滑台导轨7，升降滑台11

与升降滑台导轨7滑动连接，升降驱动机构设置于机架4上、且与升降滑台11连接。拧紧单元

10设置于升降滑台11上，升降滑台11可带动拧紧单元10上下运动。夹紧单元6布置于拧紧单

元10的下方，夹紧单元6安装在位于机架4一侧的传输线体14上，拧紧单元10和夹紧单元6可

相对移动、且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对工件的拧紧。

[0047] 夹紧单元6包括气动卡盘30和下夹爪B31，气动卡盘30与传输线体14上的托盘13固

定连接；下夹爪B31与卡盘30卡爪连接。

[0048] 本实施例中，拧紧单元10和夹紧单元6的布局方式与实施例一不同，其余结构均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回转卡盘21和气动卡盘30均为现有技术。

[0049]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为：

[0050] 本发明可在生产线中传输线体14产品托盘13工位直接进行作业。

[0051] 拧紧部件12在传输线体14上传输时，其固定端已由夹紧单元6夹紧，拧紧部件12由

托盘13传输到本发明工位后，拧紧单元10由升降滑台11驱动下降，待拧紧部件12与拧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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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0接触后，继续下降一段距离，此时拧紧单元10中电动扳手15拧紧头、传动轴20、限位板

17、卡盘21和上夹爪22在拧紧部件阻碍下停止下降，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出现一段间隙，这

段间隙用来补偿拧紧过程中拧紧部件拧紧端的下移。

[0052] 回转卡盘21带动上夹爪22将拧紧部件12拧紧端夹紧，电动扳手15转动，经传动轴

20、回转卡盘21和上夹爪22对拧紧部件12进行定扭矩拧紧。拧紧过程中，随着拧紧部件拧紧

端的下移，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的间隙逐渐减小。此时升降滑台11可随拧紧过程进行带动

拧紧单元10缓慢下降，保证限位板17与轴承座18始终存在间隙。

[0053] 拧紧完成后，电动扳手15停止转动，上夹爪22松开，拧紧单元10由升降滑台11驱动

上升，避开拧紧部件最大高度。拧紧部件12由托盘13传输到下一工位，拧紧机等待对一个托

盘部件进行拧紧作业。

[0054] 本发明可实现自动拧紧，解决现有拧紧过程中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且具有一

定的危险性的问题；本发明结构紧凑，布局合理，适应范围广，可在生产线产品托盘工位直

接进行作业。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扩展等，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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