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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7)摘要

本发明所公开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

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包括工作台、旋转机构、

总气阀、自动输送机构、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

整传送机构、焊接机构、送料震动盘、轴瓦抓取调

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和

PLC控制器，送料震动盘、旋转机构和总气阀均与

其电连接并受其控制，自动输送机构、调位取件

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焊接机构、轴瓦抓取

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和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

均与总气阀连接；旋转机构、总气阀、自动输送机

构、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焊接机

构、送料震动盘、轴瓦抓取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

构和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均固定工作台上。实现

自动化装配，工作轻便，工作效率高，人工成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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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自动输送机构：设置输送轨道，以定位多个载料夹具，使各载料夹具能在输送轨道上自

动位移；

调位取件机械手：同步抓取载料夹具上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和焊接夹具上已焊接耳

片的电机壳体，并将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传送至定位于焊接夹具上，将已焊接耳片的电

机壳体重新传送至定位于载料夹具上；

自动调整传送机构：将送料震动盘输送来的水平横向状态的耳片调整至竖直纵向状

态，并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外侧贴合；

焊接机构：将自动调整传送机构送来的耳片自动焊接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上；

旋转机构：将轴瓦储料架安装其上，使轴瓦储料架可在旋转机构上转动；

轴瓦抓取调整机构：将水平横向储放于轴瓦储料架上的轴瓦抓取后调整至竖直纵向；

轴瓦装配机构：将轴瓦抓取调整机构上呈竖直纵向状态的轴瓦抓取后装配于载料夹具

的轴瓦定位柱上；

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将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从载料夹具的电机壳体定位柱上抓取

后换位至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且电机壳体套于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轴瓦在电

机壳体内固定；

PLC控制器：送料震动盘、旋转机构和总气阀均与其电连接并受其控制，自动输送机构、

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焊接机构、轴瓦抓取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和电机

壳体换位机械手均与总气阀连接；

工作台：旋转机构、总气阀、自动输送机构、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焊接

机构、送料震动盘、轴瓦抓取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和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均固定其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自动输送机构包括气缸一、气缸二、用于推送载料夹具的推送机构一和推送机构二，输

送轨道为“回”字型输送轨道，气缸一和气缸二分别固定于输送轨道的两端部，且气缸一和

气缸二的活塞杆可与分别位于输送轨道两端部的载料夹具进行抵触，气缸一和气缸二的动

作促使载料夹具位移；推送机构一安装于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左端底部，推送机构二安装于

输送轨道的下轨道右端底部，推送机构一和推送机构二分别与位于输送轨道两端部的载料

夹具接触，气缸一、气缸二均通过气管与  总气阀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推送机构

一和推送机构二均包括气缸三、直线滑轨和L型推移块，气缸三和直线滑轨均固定于输送轨

道底部，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左端和下轨道右端分别设有长形槽，且气缸三、直线滑轨分别位

于同一中心线上，直线滑轨位于长形槽的旁侧，L型推移块的横向部固定于直线滑轨的滑块

上，L型推移块的纵向部插入长形槽，以进行载料夹具位于长形槽上方后推移，气缸三通过

气管与总气阀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载料夹具包括位于输送轨道内的平移板，电机壳体定位柱和轴瓦定位柱分别固定于平

移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调位取件机械手包括固定架一、旋转气缸一和T型旋转架，固定架一固定于工作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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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气缸一固定于固定架一的顶部，T型旋转架的纵向部底部固定于旋转气缸一上，T型旋

转架的横向部两端分别固定有旋转气缸二，旋转气缸二的旋转部固定有气缸四，气缸四的

作动部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旋转气缸一、旋转气缸二和气缸四均通过管道与

总气阀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自动调整传送机构包括固定架二、固定架三、固定架四、送料轨道、气缸五和气缸六，固

定架二、固定架三、固定架四固定于工作台面上，送料轨道固定于固定架二顶部，固定架三

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一和呈“7”字型的支架板，支架板顶部的侧面固定有气缸七，气

缸七的作动部固定有推板，直线平移导轨一的滑块上固定有平移块，平移块的顶面固定有

位于送料轨道一端的耳片定位块一，耳片定位块一上设置耳片定位通道，且推板的底端可

与耳片定位通道的一端口对应，送料轨道的另一端与震动送料盘对应相连，直线平移导轨

一的两端分别固定于限位板一，气缸五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一上，且气缸五的活塞杆与平移

块固定；固定架四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二，直线平移导轨二的两端分别固定有限位

板二，直线平移导轨二的滑块顶部固定有平移支架，平移支架的顶部具有U型槽，一块限位

板二的顶部固定旋转气缸三，旋转气缸三的旋转部固定有旋转轴一，旋转轴一置于U型槽

内，旋转轴一上固定有耳片定位块二，耳片定位二设有可与耳片定位通道对应的耳片定位

槽，焊接夹具位于固定架四的旁侧，气缸六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二上，且气缸六的活塞杆与平

移支架固定，气缸五、气缸六、气缸七和旋转气缸三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焊接机构包括固定架五、气缸八、活动块和焊接器，固定架五固定于工作台面上，气缸八

固定于固定架五上，气缸八的活塞杆与活动块固定，焊接器固定于活动块的顶部，且焊接器

的焊嘴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对应，气缸八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旋转机构包括固定架六、伺服电机，固定架六和伺服电机均固定于工作台面上，固定架

六的顶部穿设有旋转轴二，伺服电机的转轴与旋转轴二的底端相连；轴瓦储料架包括旋转

盘，旋转轴二的顶端与旋转盘的底面固定，旋转盘的周边设有条形通槽多个，且各条形通槽

均匀的分布于旋转盘上，条形通槽两内侧壁上分别设有相互对称的凹槽，且两凹槽的旁侧

分别设有相互对称且竖直设置的条形板，且条形板的底端与旋转盘顶面固定，条形板的内

侧面设有定位槽，定位槽的侧壁底部设有一缺口，供轴瓦经缺口出料，且各条形通槽可选择

性对应于轴瓦抓取调整机构，伺服电机与PLC控制器相连并受其控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轴瓦抓取调整机构包括固定架七、固定架八、气缸九、气缸十、气缸十一和旋转气缸四，

固定架七固定于工作台的台面上，固定架八固定于固定架六的顶部，气缸九固定于固定架

七的顶部，气缸九的活塞杆顶部固定有固定板，固定板上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三，固定板的

底面固定有导向杆，固定架七的顶部穿设有与导向杆位置对应的导向套，且导向杆对应插

入导向套内，固定板的侧部固定有定位板，旋转气缸四固定于定位板的外侧面上，定位板的

内侧面设有L型旋转架，L型旋转架的横向部与定位板内侧面贴合，旋转气缸四的旋转部贯

穿定位板与L型旋转架的横向部固定，L型旋转架的纵向部顶面设有弧形轴瓦定位槽，直线

平移导轨三的滑块上固定有推移杆和用于推送轴瓦的L型送料块，气缸十固定于固定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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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气缸十的活塞杆与推移杆的端部固定，L型送料块的纵向部可插入条形通槽内，气缸十

一固定于固定架六的侧部，且位于旋转盘下方，气缸十一的作动部顶面固定有定位块，定位

块的顶面设有两个相互间隔设置的凸起，凸起的顶部具有圆弧面，并可插入条形通槽，L型

送料块的横向部位于两凸起之间，气缸九、气缸十、气缸十一和旋转气缸四通过气管与总气

阀连接；轴瓦装配机构包括T型固定架、气缸十二、气缸十三和气缸十四，T型固定架的顶部

横向板侧面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四，直线平移导轨四的两端部分别固定有限位板三，气缸

十二固定于一限位板三上，直线平移导轨四的滑块上固定有固定块，气缸十三固定于固定

块上，气缸十四固定于气缸十三的作动部上，气缸十四的作动部上固定有用于抓取轴瓦的

抓手，气缸十二、气缸十三和气缸十四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其特征在

于，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包括固定架九、气缸十五、升降气缸、气缸十六和直线平移导轨四，

固定架九固定于工作台的台面上，直线平移导轨四固定于固定架九顶部的横向板上，直线

平移导轨四的两端固定有限位板四，气缸十五固定于一限位板四上，气缸十五的活塞杆和

升降气缸固定于直线平移导轨四的滑块上，气缸十六固定于升降气缸的活塞杆底部，气缸

十六上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气缸十五、升降气缸、气缸十六通过气管与总气阀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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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化装置的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

的自动装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在电机壳体的侧部焊接耳片和电机壳体内固定轴瓦时均为人工操作

装配，通过专用的手持焊接工具先将耳片焊接固定于电机壳体上，然后进入人工操作的轴

瓦安装工序，将轴瓦手工安装固定于电机壳体内，且大批量生产时需要大批量的工人进行

同时装配工作。因此，这里面存在两个个问题：1.在大批量生产时采用人工操作使得人工强

度较大；2.工作效率低下，人工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的不足而设计的一种人工强度小，工作效率

高，人工成本低的一种电机轴承自动装配装置。

[0004] 本发明所设计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装置，包括自动输送

机构：设置输送轨道，以定位多个载料夹具，使各载料夹具能在输送轨道上自动位移；调位

取件机械手：同步抓取载料夹具上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和焊接夹具上已焊接耳片的电机

壳体，并将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传送至定位于焊接夹具上，将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重

新传送至定位于载料夹具上；自动调整传送机构：将送料震动盘输送来的水平横向状态的

耳片调整至竖直纵向状态，并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外侧贴合；焊接机构：将自动调整传

送机构送来的耳片自动焊接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上；旋转机构：将轴瓦储料架安装其

上，使轴瓦储料架可在旋转机构上转动；轴瓦抓取调整机构：将水平横向储放于轴瓦储料架

上的轴瓦抓取后调整至竖直纵向；轴瓦装配机构：将轴瓦抓取调整机构上呈竖直纵向状态

的轴瓦抓取后装配于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将已焊接耳片的电

机壳体从载料夹具的电机壳体定位柱上抓取后换位至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且电机壳

体套于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轴瓦在电机壳体内固定；PLC控制器：送料震动盘、旋转机

构和总气阀均与其电连接并受其控制，自动输送机构、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

构、焊接机构、轴瓦抓取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和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均与总气阀连接；

工作台：旋转机构、总气阀、自动输送机构、调位取件机械手、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焊接机构、

送料震动盘、轴瓦抓取调整机构、轴瓦装配机构、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均固定其上。

[0005] 上述装置的工作过程：配备一个操作工人，将多个装有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呈横

向排列于输送轨道的起始端，首先自动输送机构开始动作将其中的一个装有电机壳体的载

料夹具输送至调位取件机械手处，调位取件机械手同时抓取焊接夹具上已焊接有耳片的电

机壳体和载料夹具上未焊接有耳片的电机壳体，此时自动输送机构停止输送，抓取完成后

换位开始180度旋转调位，将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放回载料夹具上，未焊接有耳片的电机

壳体放置于焊接夹具上，此时自动调整传送结构将震动送料盘输送来的耳片调整至竖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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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后与电机壳体的外侧面贴合，贴合后通过焊接结构将竖直状态的耳片焊接固定，焊接完

成后调位取件机械手开始工作，将焊接夹具上已焊接有耳片的电机壳体和载料夹具上未焊

接有耳片的电机壳体同时抓取，抓取完成后换位开始180度旋转调位，将已焊接耳片的电机

壳体放回载料夹具上，未焊接有耳片的电机壳体放置于焊接夹具上，此时自动输送机构开

始工作将放置有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输送至轴瓦装配机构处，此时轴瓦抓取调整机构开

始工作，将位于旋转盘上横向状态的轴瓦抓取后调整至竖直状，轴瓦装配机构抓取呈竖直

状态的轴瓦后装配于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此时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开始工作将电机

壳体定位柱上的电机壳体抓取后套于装配有轴瓦的轴瓦定位柱上，此时轴瓦固定于电机壳

体内，因此以上述工作方式进行循环自动化装配生产，从而实现高效生产作用。

[0006] 上述装置的有益效果：其结构仅需一个操作工人即可完成将大批量的在电机壳体

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工作，且实现自动化装配，经自动化装配的耳片和轴瓦固定于电机壳

体上较为牢固可靠，一个工人就可实现装配大批量电机壳体也无需较大的劳动强度，工作

轻便，使得工人的身体健康得到保障；且工作效率较高，人工成本低。

[0007] 进一步优选，自动输送机构包括气缸一、气缸二、用于推送载料夹具的推送机构一

和推送机构二，输送轨道为“回”字型输送轨道，气缸一和气缸二分别固定于输送轨道的两

端部，且气缸一和气缸二的活塞杆可与分别位于输送轨道两端部的载料夹具进行抵触，气

缸一和气缸二的动作促使载料夹具位移；推送机构一安装于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左端底部，

推送机构二安装于输送轨道的下轨道右端底部，推送机构一和推送机构二分别与位于输送

轨道两端部的载料夹具接触，气缸一、气缸二均通过气管于总气阀相连。其结构将多个载有

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水平排列于“回”字型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和下轨道内，气缸一推动一个

仅装配有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进入输送轨道的下轨道右端后，推送机构二将拉动仅装配有

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前移一个工位后，仅装配有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位于调位取件机械手

处，在调位取件机械手工位处将耳片焊接完成后，通过气缸二推动装配有带耳片的电机壳

体的载料夹具进入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处，且推送机构一将装配有带耳片的电机壳体的载料

夹具前移一个工位后，装配有带耳片的电机壳体的载料夹具位于轴瓦装配机构处进行装配

轴瓦；其上述实现了循环自动化送料的功能，提升了工作效率。

[0008] 进一步优选，推送机构一和推送机构二均包括气缸三、直线滑轨和L型推移块，气

缸三和直线滑轨均固定于输送轨道底部，输送轨道的上轨道左端和下轨道右端分别设有长

形槽，且气缸三、直线滑轨分别位于同一中心线上，直线滑轨位于长形槽的旁侧，L型推移块

的横向部固定于直线滑轨的滑块上，L型推移块的纵向部插入长形槽，以进行载料夹具位于

长形槽上方后推移，气缸三通过气管与总气阀相连。其结构在气缸三的作用下拉动L型推移

块，在L型推移块的作用进行推送载料夹具，从而实现载料夹具的自动位移。

[0009] 进一步优选，载料夹具包括位于输送轨道内的平移板，电机壳体定位柱和轴瓦定

位柱分别固定于平移板上。其结构是为了对电机壳体先进行定位后，再焊接固定耳片，耳片

焊接好后自动进入电机壳体的轴瓦装配工序，从而使得整体自动化装配装置按部就班的进

行自动装配工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且该载料夹具更容易放置电机壳体和

轴瓦。

[0010] 进一步优选，调位取件机械手包括固定架一、旋转气缸一和T型旋转架，固定架一

固定于工作台面上，旋转气缸一固定于固定架一的顶部，T型旋转架的纵向部底部固定于旋

说　明　书 2/8 页

6

CN 108296698 B

6



转气缸一上，T型旋转架的横向部两端分别固定有旋转气缸二，旋转气缸二的旋转部固定有

气缸四，气缸四的作动部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旋转气缸一、旋转气缸二和气缸

四均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其结构通过两个抓手分别同时抓取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和

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后，气缸二同时上升电机壳体，然后旋转气缸二工作开始旋转180°

以实现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和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进行换位。

[0011] 进一步优选，自动调整传送机构包括固定架二、固定架三、固定架四、送料轨道、气

缸五和气缸六，固定架二、固定架三、固定架四固定于工作台面上，送料轨道固定于固定架

二顶部，固定架三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一和呈“7”字型的支架板，支架板顶部的侧面

固定有气缸七，气缸七的作动部固定有推板，直线平移导轨一的滑块上固定有平移块，平移

块的顶面固定有位于送料轨道一端的耳片定位块一，耳片定位块一上设置耳片定位通道，

且推板的底端可与耳片定位通道的一端口对应，送料轨道的另一端与震动送料盘对应相

连，直线平移导轨一的两端分别固定于限位板一，气缸五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一上，且气缸五

的活塞杆与平移块固定；固定架四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二，直线平移导轨二的两端

分别固定有限位板二，直线平移导轨二的滑块顶部固定有平移支架，平移支架的顶部具有U

型槽，一块限位板二的顶部固定旋转气缸三，旋转气缸三的旋转部固定有旋转轴一，旋转轴

一置于U型槽内，旋转轴一上固定有耳片定位块二，耳片定位二设有可与耳片定位通道对应

的耳片定位槽，焊接夹具位于固定架四的旁侧，气缸六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二上，且气缸六的

活塞杆与平移支架固定，气缸五、气缸六、气缸七和旋转气缸三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其

结构送料震动盘工作使得耳片排序上料，上料后进入送料轨道内，送料轨道内的耳片进入

耳片定位块一的耳片定位通道内，耳片定位好后直线平移导轨一的滑块在气缸五的作用下

滑动，以实现将耳片定位块一推送至与推板对应的前方，气缸七工作后利用推板将耳片推

入耳片定位块二的耳片定位槽处定位固定，定位好后旋转气缸需要补入权利要求书中，利

用旋转气缸顺时针将90°后使得耳片定位块二呈竖直状态，其定位于耳片定位块二处的耳

片也呈竖直状态，从而再通过气缸和直线平移导轨二实现将竖直状的耳片位移至电机壳体

正对应的前方。从而实现了自动传送并调整耳片状态。

[0012] 进一步优选，焊接机构包括固定架五、气缸八、活动块和焊接器，固定架五固定于

工作台面上，气缸八固定于固定架五上，气缸八的活塞杆与活动块固定，焊接器固定于活动

块的顶部，且焊接器的焊嘴与焊接夹具上的电机壳体对应，气缸八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气缸八推动焊接器，通过焊接器对耳片和电机壳体两者进行点焊焊接固定，从而实现自动

化焊接。

[0013] 进一步优选，旋转机构包括固定架六、伺服电机，固定架六和伺服电机均固定于工

作台面上，固定架六的顶部穿设有旋转轴二，伺服电机的转轴与旋转轴二的底端相连；轴瓦

储料架包括旋转盘，旋转轴二的顶端与旋转盘的底面固定，旋转盘的周边设有条形通槽多

个，且各条形通槽均匀的分布于旋转盘上，条形通槽两内侧壁上分别设有相互对称的凹槽，

且两凹槽的旁侧分别设有相互对称且竖直设置的条形板，且条形板的底端与旋转盘顶面固

定，条形板的内侧面设有定位槽，定位槽的侧壁底部设有一缺口，供轴瓦经缺口出料，且各

条形通槽可选择性对应于轴瓦抓取调整机构，伺服电机与PLC控制器相连并受其控制。其结

构的伺服电机通过旋转轴二使得旋转盘开始旋转，其为了旋转盘一个位置上两定位槽之间

的轴瓦用完之后旋转盘进行旋转换位，将装满有轴瓦的两条形板之间与轴瓦抓取调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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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0014] 进一步优选，轴瓦抓取调整机构包括固定架七、固定架八、气缸九、气缸十、气缸十

一和旋转气缸四，固定架七固定于工作台的台面上，固定架八固定于固定架六的顶部，气缸

九固定于固定架七的顶部，气缸九的活塞杆顶部固定有固定板，固定板上固定有直线平移

导轨三，固定板的底面固定有导向杆，固定架七的顶部穿设有与导向杆位置对应的导向套，

且导向杆对应插入导向套内，固定板的侧部固定有定位板，旋转气缸四固定于定位板的外

侧面上，定位板的内侧面设有L型旋转架，L型旋转架的横向部与定位板内侧面贴合，旋转气

缸四的旋转部贯穿定位板与L型旋转架的横向部固定，L型旋转架的纵向部顶面设有弧形轴

瓦定位槽，直线平移导轨三的滑块上固定有推移杆和用于推送轴瓦的L型送料块，气缸十固

定于范定架八上，气缸十的活塞杆与推移杆的端部固定，L型送料块的纵向部可插入条形通

槽内，气缸十一固定于固定架六的侧部，且位于旋转盘下方，气缸十一的作动部顶面固定有

定位块，定位块的顶面设有两个相互间隔设置的凸起，凸起的顶部具有圆弧面，并可插入条

形通槽，L型送料块的横向部位于两凸起之间，气缸九、气缸十、气缸十一和旋转气缸四通过

气管与总气阀连接；轴瓦装配机构包括T型固定架、气缸十二、气缸十三和气缸十四，T型固

定架的顶部横向板侧面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四，直线平移导轨四的两端部分别固定有限位

板三，气缸十二固定于一限位板上，直线平移导轨四的滑块上固定有固定块，气缸十三固定

于固定块上，气缸十四固定于气缸十三的作动部上，气缸十四的作动部上固定有用于抓取

轴瓦的抓手，气缸十二、气缸十三和气缸十四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其结构通过插入于条

形通槽内的L型送料块的纵向部利用气缸十将一块轴瓦从旋转盘上拉出后插入L型旋转架

的弧形轴瓦定位槽中，轴瓦在弧形轴瓦定位槽中定位完成后L型旋转架在旋转气缸的作用

下旋转90°，使得轴瓦呈竖直状态，此时轴瓦装配机构的气缸十二开始动作，使得气缸十四

上的抓手在直线平移导轨四的作用下开始位移，位移至竖直状态的轴瓦上方，此时气缸十

三开始动作使得抓手向下位移去抓取竖直状态的轴瓦，轴瓦抓取后气缸十三将轴瓦向上位

移，然后抓取有轴瓦的抓手在气缸十二和直线平移导轨四的作用下位移至载料夹具的轴瓦

定位柱上方，然后气缸十三动作将轴瓦定位于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侧部，从而实现自动

化轴瓦抓取并定位。

[0015] 进一步优选，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包括固定架九、气缸十五、升降气缸、气缸十六

和直线平移导轨四，固定架九固定于工作台的台面上，直线平移导轨四固定于固定架九顶

部的横向板上，直线平移导轨四的两端固定有限位板四，气缸十五固定于一限位板四上，气

缸十五的活塞杆和升降气缸固定于直线平移导轨四的滑块上，气缸十六固定于升降气缸的

活塞杆底部，气缸十六上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气缸十五、升降气缸、气缸十六

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其结构的抓手通过气缸十六驱动，抓手抓取电机壳体后通过气缸

十五使得直线平移导轨四的滑块开始位移，升降气缸使得电机壳体上升位移，此时电机壳

体可位移至载料夹具的轴瓦定位柱上方，从而电机壳体向下位移，电机壳体套于载料夹具

的轴瓦定位柱上，使得轴瓦固定于电机壳体内。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7] 图2是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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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是实施例1的工作台上具有输送轨道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4是实施例1的工作台上具有输送轨道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5是实施例1的推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实施例1的调位取件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实施例1的自动调整传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实施例1的旋转盘、旋转机构和轴瓦抓取调整机构三者结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实施例1的焊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是实施例1的旋转盘、旋转机构两者结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是实施例1的轴瓦抓取调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2是实施例1的轴瓦装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3是实施例1的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是实施例1的载料夹具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是实施例1的旋转盘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图15所示，本实施例所描述的一种电机壳体上装配轴瓦和耳片的自动装配

装置，包括PLC控制器、工作台70、旋转机构78、总气阀、自动输送机构77、调位取件机械手

71、自动调整传送机构73、焊接机构74、送料震动盘75、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轴瓦装配机构

81、旋转盘79、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82、载料夹具76和焊接夹具72。

[0034] 自动输送机构77：设置输送轨道77-1，以定位多个载料夹具76，使各载料夹具76能

在输送轨道77-1上自动位移；自动输送机构77包括气缸一77-2、气缸二77-3、用于推送载料

夹具76的推送机构一77-4和推送机构二77-5，输送轨道77-1为“回”字型输送轨道，气缸一

77-2和气缸二77-3分别固定于输送轨道77-1的两端部，且气缸一77-2和气缸二77-3的活塞

杆可与分别位于输送轨道77-1两端部的载料夹具76进行抵触，气缸一77-2和气缸二77-3的

动作促使载料夹具76位移；推送机构一77-4安装于输送轨道77-1的上轨道左端底部，推送

机构二77-5安装于输送轨道77-1的下轨道右端底部，推送机构一77-4和推送机构二77-4分

别与位于输送轨道77-1两端部的载料夹具76接触，气缸一77-2、气缸二77-3均通过气管于

总气阀相连。推送机构一77-4和推送机构二77-5均包括气缸三773、直线滑轨774和L型推移

块771，气缸三773和直线滑轨774均固定于输送轨道77-1底部，输送轨道77-1的上轨道左端

和下轨道右端分别设有长形槽77-6，且气缸三773、直线滑轨774分别位于同一中心线上，直

线滑轨774位于长形槽77-6的旁侧，L型推移块771的横向部固定于直线滑轨774的滑块上，L

型推移块771的纵向部插入长形槽77-6，以进行载料夹具76位于长形槽77-6上方后推移，气

缸三773通过气管与总气阀相连。载料夹具76包括位于输送轨道771内的平移板761，电机壳

体定位柱763和轴瓦定位柱762分别固定于平移板7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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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调位取件机械手71：同步抓取载料夹具76上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和焊接夹具上

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并将未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传送至定位于焊接夹具72上，将已焊

接耳片的电机壳体重新传送至定位于载料夹具76上；调位取件机械手71包括固定架一711、

旋转气缸一712和T型旋转架713，固定架一711固定于工作台面上，旋转气缸一712固定于固

定架一711的顶部，T型旋转架713的纵向部底部固定于旋转气缸一712上，T型旋转架713的

横向部两端分别固定有旋转气缸二715，旋转气缸二715的旋转部固定有气缸四716，气缸四

716的作动部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717，旋转气缸一712、旋转气缸二715和气缸

四716均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0036] 自动调整传送机构73：将送料震动盘730输送来的水平横向状态的耳片调整至竖

直纵向状态，并与焊接夹具72上的电机壳体外侧贴合；自动调整传送机构73包括固定架二

731、固定架三732、固定架四735、送料轨道730、气缸五733和气缸六734，固定架二731、固定

架三732、固定架四735固定于工作台70面上，送料轨道730固定于固定架二731顶部，固定架

三732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一738和呈“7”字型的支架板751，支架板751顶部的侧面

固定有气缸七753，气缸七753的作动部固定有推板752，直线平移导轨一738的滑块上固定

有平移块754，平移块754的顶面固定有位于送料轨道730一端的耳片定位块一750，耳片定

位块一750上设置耳片定位通道746，且推板752的底端可与耳片定位通道746的一端口对

应，送料轨道730的另一端与震动送料盘75对应相连，直线平移导轨一738的两端分别固定

于限位板一736，气缸五733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一736上，且气缸五733的活塞杆与平移块754

固定；固定架四735的顶部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二747，直线平移导轨二747的两端分别固定

有限位板二749，直线平移导轨二747的滑块顶部固定有平移支架739，平移支架739的顶部

具有U型槽755，一块限位板二749的顶部固定旋转气缸三737，旋转气缸三737的旋转部固定

有旋转轴一748，旋转轴一748置于U型槽755内，旋转轴一748上固定有耳片定位块二740，耳

片定位二740设有可与耳片定位通道746对应的耳片定位槽745，焊接夹具72位于固定架四

735的旁侧，气缸六734固定于一块限位板二749上，且气缸六734的活塞杆与平移支架739固

定，气缸五733、气缸六734、气缸七753和旋转气缸三737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0037] 焊接机构74：将自动调整传送机构73送来的耳片自动焊接于焊接夹具72上的电机

壳体上；焊接机构74包括固定架五741、气缸八743、活动块742和焊接器744，固定架五741固

定于工作台70面上，气缸八743固定于固定架五741上，气缸八743的活塞杆与活动块742固

定，焊接器744固定于活动块742的顶部，且焊接器744的焊嘴与焊接夹具72上的电机壳体对

应，气缸八743通过管道与总气阀相连。

[0038] 旋转机构78：将轴瓦储料架安装其上，使轴瓦储料架可在旋转机构78上转动；旋转

机构78包括固定架六781、伺服电机782，固定架六781和伺服电机782均固定于工作台70面

上，固定架六781的顶部穿设有旋转轴二783，伺服电机782的转轴与旋转轴二783的底端相

连；轴瓦储料架包括旋转盘79，旋转轴二783的顶端与旋转盘79的底面固定，旋转盘79的周

边设有条形通槽791多个，且各条形通槽791均匀的分布于旋转盘79上，条形通槽791两内侧

壁上分别设有相互对称的凹槽793，且两凹槽793的旁侧分别设有相互对称且竖直设置的条

形板792，且条形板792的底端与旋转盘79顶面固定，条形板792的内侧面设有定位槽793，定

位槽793的侧壁底部设有一缺口794，供轴瓦经缺口794出料，且各条形通槽791可选择性对

应于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伺服电机782与PLC控制器相连并受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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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将水平横向储放于轴瓦储料架上的轴瓦抓取后调整至竖直

纵向；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包括固定架七80-1、固定架八80-2、气缸九80-18、气缸十80-15、

气缸十一80-17和旋转气缸四80-11，固定架七80-1固定于工作台70的台面上，固定架八80-

2固定于固定架六781的顶部，气缸九80-15固定于固定架七80-1的顶部，气缸九80-18的活

塞杆顶部固定有固定板80-6，固定板80-6上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三80-7，固定板80-7的底

面固定有导向杆80-4，固定架七80-1的顶部穿设有与导向杆80-4位置对应的导向套80-3，

且导向杆80-4对应插入导向套80-3内，固定板80-6的侧部固定有定位板80-8，旋转气缸四

80-11固定于定位板80-8的外侧面上，定位板80-8的内侧面设有L型旋转架80-9，L型旋转架

80-9的横向部与定位板80-8内侧面贴合，旋转气缸四80-11的旋转部贯穿定位板80-8与L型

旋转架80-9的横向部固定，L型旋转架80-9的纵向部顶面设有弧形轴瓦定位槽80-10，直线

平移导轨三80-7的滑块上固定有推移杆80-16和用于推送轴瓦的L型送料块80-12，气缸十

80-15固定于固定架八80-2上，气缸十80-15的活塞杆与推移杆80-16的端部固定，L型送料

块80-12的纵向部可插入条形通槽791内，气缸十一80-17固定于固定架六781的侧部，且位

于旋转盘79下方，气缸十一80-17的作动部顶面固定有定位块80-14，定位块80-14的顶面设

有两个相互间隔设置的凸起80-13，凸起80-13的顶部具有圆弧面，并可插入条形通槽791，L

型送料块80-12的横向部位于两凸起80-13之间，气缸九80-18、气缸十80-15、气缸十一80-

17和旋转气缸四80-11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

[0040] 轴瓦装配机构81：将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上呈竖直纵向状态的轴瓦抓取后装配于

载料夹具76的轴瓦定位柱762上；轴瓦装配机构81包括T型固定架811、气缸十二812、气缸十

三815和气缸十四816，T型固定架811的顶部横向板侧面固定有直线平移导轨四814，直线平

移导轨四814的两端部分别固定有限位板三813，气缸十二812固定于一限位板三813上，直

线平移导轨四814的滑块上固定有固定块818，气缸十三815固定于固定块818上，气缸十四

816固定于气缸十三815的作动部上，气缸十四816的作动部上固定有用于抓取轴瓦的抓手，

气缸十二812、气缸十三815和气缸十四816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

[0041] 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82：将已焊接耳片的电机壳体从载料夹具76的电机壳体定位

柱763上抓取后换位至载料夹具76的轴瓦定位柱762上，且电机壳体套于载料夹具76的轴瓦

定位柱762上，轴瓦在电机壳体内固定，其与轴瓦装配机构81相邻设置；电机壳体换位机械

手82包括固定架九821、气缸十五822、升降气缸825、气缸十六826和直线平移导轨四823，固

定架九821固定于工作台70的台面上，直线平移导轨四823固定于固定架九821顶部的横向

板上，直线平移导轨四823的两端固定有限位板四824，气缸十五822固定于一限位板四824

上，气缸十五822的活塞杆和升降气缸825固定于直线平移导轨四823的滑块上，气缸十六

826固定于升降气缸825的活塞杆底部，气缸十六826上安装有用于抓取电机壳体的抓手

827，气缸十五822、升降气缸825、气缸十六826通过气管与总气阀连接。

[0042] PLC控制器：送料震动盘75、旋转机构78和总气阀均与其电连接并受其控制，自动

输送机构77、调位取件机械手71、自动调整传送机构73、焊接机构74、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

轴瓦装配机构81和电机壳体换位机械手82均与总气阀连接；

[0043] 工作台：旋转机构78、总气阀、自动输送机构77、调位取件机械手71、自动调整传送

机构73、焊接机构74、送料震动盘75、轴瓦抓取调整机构80、轴瓦装配机构81、旋转盘79、电

机壳体换位机械手82均固定其上。

说　明　书 7/8 页

11

CN 108296698 B

11



[0044]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

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

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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