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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揭露了一种拧紧装置及其供料

机构，所述拧紧装置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机架

上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上的供料机构、

位于所述供料机构端部的移载机构及与所述移

载机构相对应的拧紧机构，所述供料机构包括直

线振动盘、位于所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所

述料道端部连接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的定

位组件、驱动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气缸。本

实用新型的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具有自动上

料、自动拧紧、自动下料、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

性能稳定、方便维护等特点，有效节省人力、物

力，提高螺帽拧紧的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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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

工作台上的供料机构、位于所述供料机构端部的移载机构及与所述移载机构相对应的拧紧

机构，所述供料机构包括直线振动盘、位于所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所述料道端部连接

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的定位组件、驱动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气缸。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架包括支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

的面板，所述面板设有贯通其上下表面的通孔，所述定位组件包括滑动块、置于所述滑动块

内部的定位销、驱动所述定位销的定位气缸，所述定位销和所述定位气缸设置于所述通孔

中。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块设有凹槽和自其表面向内凹

陷且与所述凹槽连通的通孔，所述定位销的上端收容于所述通孔中，所述通孔侧边设有放

置待加工物件的定位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与所述定位组件相

对应的传感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载机构包括两个夹爪、驱动所述

夹爪夹取物品的夹爪气缸、驱动所述夹爪前后移动的第一气缸、驱动所述夹爪左右移动的

第二气缸、驱动所述夹爪上下移动的第三气缸。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拧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拧紧机构包括固定于所述工作台的

支撑座、设置于所述支撑座上的滑轨、安装在所述滑轨上的直线模组、连接所述直线模组且

安装在所述滑轨上的滑动板、垂直连接所述滑动板的马达固定板、安装于所述马达固定板

上的扭力马达、连接所述扭力马达的联轴棒、连接所述联轴棒的夹爪气缸固定板、安装于所

述夹爪气缸固定板的摆动夹爪气缸、连接所述摆动夹爪气缸的摆动夹爪。

7.一种供料机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直线振动盘、位于所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

所述料道端部连接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的定位组件、驱动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

气缸。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供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架包括支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

的面板，所述面板设有贯通其上下表面的通孔，所述定位组件包括滑动块、置于所述滑动块

内部的定位销、驱动所述定位销的定位气缸，所述定位销和所述定位气缸设置于所述通孔

中。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供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块设有凹槽和自其表面向内凹

陷且与所述凹槽连通的通孔，所述定位销的上端收容于所述通孔中，所述通孔侧边设有放

置待加工物件的定位槽。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供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与所述定位组件

相对应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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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拧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器件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很多电子器件(例如PCB/FPC)上安

装有螺帽。目前，螺帽拧紧基本靠操作工人手动完成，这种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

大，降低了企业的效益。

[0003] 于2018年04月17日中国专利公开号CN207239640U公开了一种拧紧装置，其包括工

作台、拧紧机构、移动装置以及工件夹紧装置，所述工作台中部设有转盘，所述转盘底部连

接有第一旋转电机，所述工作台表面上设有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包括机架、轨道以及滑

块，所述机架安装于工作台上，机架为螺旋形结构且其表面上设有轨道，轨道上设有滑块，

所述拧紧机构包括液压缸、活塞杆、拧紧气缸、拧紧头以及缓冲装置，所述液压缸连接于滑

块上，液压缸的活塞杆的一端连接有拧紧气缸，拧紧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拧紧头，所述工件

夹紧装置包括第一弹簧以及限位块，所述转盘为中空结构且其内部设有第一弹簧，第一弹

簧的一端连接于转盘的内壁上，第一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限位块。这种拧紧装置不能实现

自动上料。

[0004] 因此，该领域技术人员致力于研发一种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具有自动上料、自

动拧紧、自动下料、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性能稳定、方便维护等特点，有效节省人力、物

力，提高螺帽拧紧的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螺帽拧紧效率的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拧紧装置，其包括机

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上的供料机构、位于所述供料机构端部

的移载机构及与所述移载机构相对应的拧紧机构，所述供料机构包括直线振动盘、位于所

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所述料道端部连接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的定位组件、驱动

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气缸。

[0007] 所述座架包括支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的面板，所述面板设有贯通其上下表面的

通孔，所述定位组件包括滑动块、置于所述滑动块内部的定位销、驱动所述定位销的定位气

缸，所述定位销和所述定位气缸设置于所述通孔中。

[0008] 所述滑动块设有凹槽和自其表面向内凹陷且与所述凹槽连通的通孔，所述定位销

的上端收容于所述通孔中，所述通孔侧边设有放置待加工物件的定位槽。

[0009] 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与所述定位组件相对应的传感器。

[0010] 所述移载机构包括两个夹爪、驱动所述夹爪夹取物品的夹爪气缸、驱动所述夹爪

前后移动的第一气缸、驱动所述夹爪左右移动的第二气缸、驱动所述夹爪上下移动的第三

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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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拧紧机构包括固定于所述工作台的支撑座、设置于所述支撑座上的滑轨、安

装在所述滑轨上的直线模组、连接所述直线模组且安装在所述滑轨上的滑动板、垂直连接

所述滑动板的马达固定板、安装于所述马达固定板上的扭力马达、连接所述扭力马达的联

轴棒、连接所述联轴棒的夹爪气缸固定板、安装于所述夹爪气缸固定板的摆动夹爪气缸、连

接所述摆动夹爪气缸的摆动夹爪。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还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供料机构，其包括直

线振动盘、位于所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所述料道端部连接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

的定位组件、驱动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气缸。

[0013] 所述座架包括支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的面板，所述面板设有贯通其上下表面的

通孔，所述定位组件包括滑动块、置于所述滑动块内部的定位销、驱动所述定位销的定位气

缸，所述定位销和所述定位气缸设置于所述通孔中。

[0014] 所述滑动块设有凹槽和自其表面向内凹陷且与所述凹槽连通的通孔，所述定位销

的上端收容于所述通孔中，所述通孔侧边设有放置待加工物件的定位槽。

[0015] 所述供料机构还包括与所述定位组件相对应的传感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的有益效果在于：拧紧装置

包括机架、设置于所述机架上的工作台、设置于所述工作台上的供料机构、位于所述供料机

构端部的移载机构及与所述移载机构相对应的拧紧机构。供料机构自动供料，移载机构将

供料机构提供的待加工物件移动至拧紧机构，拧紧机构将待加工物件的螺帽拧紧后，移载

机构将拧紧螺帽的物件移走，实现自动上料、自动拧紧、自动下料。

[0017] 供料机构包括直线振动盘、位于所述直线振动盘上的料道、与所述料道端部连接

的座架、设置于所述座架中的定位组件、驱动所述定位组件移动的推料气缸，实现自动供

料。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拧紧装置及其供料机构，具有自动上料、自动拧紧、自动下料、结构

简单、占用空间小、性能稳定、方便维护等特点，有效节省人力、物力，提高螺帽拧紧的效率，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它的附图，其中：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拧紧装置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供料机构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供料机构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供料机构的定位组件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拧紧装置的移载机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拧紧装置的拧紧机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拧紧装置的拧紧机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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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8] 请参看图1至图7，本实用新型为拧紧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置工作台2，工作

台2上设置有操作屏3、供料机构4、位于供料机构4端部侧边的移载机构5、与移载机构5相对

应的拧紧机构6及位于供料机构4端部的下料槽7。

[0029] 请参看图2至图4，本实用新型为供料机构，包括直线振动盘41、置于直线振动盘41

上的料道42、连接料道42端部且固定于工作台2表面的座架43、位于料道42端部一侧且安装

于座架43上的推料气缸44、位于料道42端部另一侧边且与推料气缸44相对应的定位组件

45、安装于座架43上的传感器46、位于料道42中的待加工物件47。

[0030] 座架43包括支架431，支架431上安装有面板432，面板432呈长方形，面板432中部

设有贯通其上下表面的长方形通孔433，长方形通孔433两侧长边设有两个镜像对称的第一

滑动板434和第二滑动板435，第一滑动板434和第二滑动板435大致呈倒置L型，与面板432

形成第一凹槽4341和第二凹槽4351。第一滑动板434上表面连接料道42端部，第二滑动板

434上设有定位条436，定位条436大致呈L型，定位条436垂直于第二滑动板435的一边设有

收容通孔4361，传感器46收容于收容通孔4361中。面板432短边一侧设有固定板437，推料气

缸44安装于固定板437外侧，固定板437内侧设有连接块438，面板432短边另一侧设有限位

块439，限位块439定位定位组件45的位置。

[0031] 定位组件45包括滑动块451，滑动块451大致呈凸型，分为滑动块上段4511和滑动

块下段4512，滑动块上段4511的周长小于滑动块下段4512的周长，滑动块上段4511与滑动

块下段4512形成两个凸台4513，凸台4513的高度小于第一凹槽4341与第二凹槽4351的深

度，滑动块下段4512的两个凸台4513置于第一凹槽4341和第二凹槽4351中，在推料气缸44

的作用下，滑动块451可以在座架43的长方形通孔433中前后滑动。滑动块上段4511和滑动

块下段4512中部设有长方体凹槽4514，滑动块上段4511上表面具有自其表面向内凹陷且与

长方体凹槽连通的通孔4515，通孔4515侧边设有半圆形的定位槽4516，定位槽4516侧边设

有调节块4517，滑动块下段4512连接定位气缸固定板452，定位气缸固定板452分为定位气

缸固定板前段4521和垂直于定位气缸固定板前段4521的定位气缸固定板后段4522，定位气

缸固定板后段4522内接于滑动块451的长方体凹槽4514，定位气缸固定板前段4521与滑动

块下段4512固定。定位气缸固定板后段4522上表面安装有定位销453，定位销453的上端收

容于滑动块上段4511的通孔4514中，定位销453定位待加工物件47的位置。定位气缸固定板

后段4522下表面安装有定位气缸454。

[0032] 请参看图5，移载机构5包括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驱动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

爪52夹取物品的夹爪气缸53、驱动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前后移动的第一气缸54、驱动

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左右移动的第二气缸55、驱动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上下移动

的第三气缸56，第一气缸54连接有第一面板57，第一面板57安装有第一导轨571，第二气缸

55连接有第二面板58，第二面板58安装有第二导轨581，第三气缸连接有第三面板59，第三

面板59安装有第三导轨591，第三导轨591上安装有夹爪固定板50。在第三气缸56的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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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随着夹爪固定板50在第三导轨591中上下移动。在第二气缸55的

驱动下，夹爪固定板50带着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随着第三面板59在第二导轨581中左

右移动。在第一气缸54的驱动下，第三面板59带着固定板50及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52随

着第二面板58在第一导轨571中前后移动。

[0033] 请参看图6至图7，拧紧机构6包括支撑座61，支撑座61包括两块平行的侧板611和

垂直并连接两块侧板611的直板612，两块侧板611和直板612均固定在工作台2上，增加拧紧

机构6的稳定性。

[0034] 支撑座61的直板612上端设有滑轨613，滑轨613上端设有直线模组62，直线模组62

下部设有滑动板63，滑动板63安装在滑轨613上，在直线模组62的驱动下，滑动板63在滑轨

613中上下移动。

[0035] 滑动板63下端垂直连接有马达固定板64，马达固定板64上表面安装有扭力马达

641，扭力马达641下端连接联轴棒65，联轴棒65收容于轴承固定板651中，轴承固定板651上

端连接马达固定板64下表面，轴承固定板651下端设有连接板66，连接板66下表面连接有夹

爪气缸固定板67，夹爪气缸固定板67下表面连接有摆动夹爪气缸671，摆动夹爪气缸671下

端连接摆动夹爪68，摆动夹爪68中间设有贯穿其前后表面的支撑架681。

[0036] 支撑架681包括两块连接夹爪气缸固定板67的平行侧板6811、连接两块平行侧板

6811的横板6812，横板6812下表面设有凸出的方块6813，横板6812上表面设有连接夹爪68

的压块682，方块6813下表面设有顶位块683。

[0037] 摆动夹爪68下方设有安装于工作台2的定位治具69，定位治具69上端设有圆柱体

691，圆柱体691设有自其表面向内凹陷的定位孔692，待加工物件47置于定位孔692中。

[0038] 请参看图1至图7，待加工物件47随着料道42移动，传感器46感应到待加工物件47

移动至定位组件45时，定位气缸454作用于定位销453，并在调节块4517的作用下将待加工

物件47置于定位槽4516中，同时推料气缸44通过连接块438作用于定位组件45，定位组件45

通过滑动块451在座架43的长方形通孔433中滑动至接触到限位块439。在第一气缸54、第二

气缸55和第三气缸56的驱动下，第一夹爪51夹取定位组件45上的待加工物件47，将其移动

至拧紧机构6的定位治具69上端的定位孔692中。直线模组62作用于滑动板63，滑动板63顺

着滑轨613下滑，待顶位块683接触到镜头47时，滑动板63停止下滑，摆动夹爪气缸671作用

于摆动夹爪68，摆动夹爪68夹紧待加工物件47的螺帽，扭力马达641作用于联轴棒65，联轴

棒65带动夹爪气缸固定板67、摆动夹爪气缸671、摆动夹爪68、支撑板681、侧固定板684一起

旋转，摆动夹爪68将螺帽拧紧。在第一气缸54、第二气缸55和第三气缸56的驱动下，第二夹

爪52夹取拧紧螺帽的物件将其放于下料槽7中。移载机构5设置有第一夹爪51和第二夹爪

52，第一夹爪51夹取供料机构4的定位组件45中的待加工物件47时，第二夹爪52同时夹取拧

紧机构6拧紧螺帽的物件，提高螺帽拧紧的效率。

[0039] 本实用新型具有自动上料、自动拧紧、自动下料、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性能稳

定、方便维护等特点，有效节省人力、物力，提高螺帽拧紧的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

[0040] 当然，本技术领域内的一般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上述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实

用新型，而并非用作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上述实

施例的变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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