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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伺服抱夹机，包括横移

基座，其上滑动安装有横移滑台，其两端分别滑

动安装有一升降基座，两个升降基座对称设置，

分别在横移滑台的两端沿第一纵向导轨水平移

动，每个升降基座上安装一沿其竖直升降的抱夹

机构，包括一组对称设置、相互配合的夹指组件，

所述夹指组件的结构包括预夹紧夹指和抱夹夹

指；两个升降基座中间的横移滑台上固定安装有

托料组件；所述托料组件将料片定位好，料片两

端分别由两个抱夹机构的夹指组件从两侧将料

片夹紧定位后进行伺服抱夹，将平的料片卷成圆

筒型。消除了设备在加工装配过程中的累计误

差，即使两端短边在夹持的时候，不是完全平行

状态，在抱圆完成定位的过程中，也可以使料片

完全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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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横移基座(1)，其上通过一组第一横向导轨(101)

滑动安装有横移滑台(2)，其两端分别滑动安装有一升降基座(3)，两个升降基座(3)对称设

置，分别在横移滑台(2)的两端沿第一纵向导轨(201)水平移动，每个升降基座(3)上安装一

沿其竖直升降的抱夹机构(4)，所述抱夹机构(4)包括一组对称设置、相互配合的夹指组件，

所述夹指组件的结构包括预夹紧夹指(403)和抱夹夹指(405)；两个升降基座(3)中间的横

移滑台(2)上固定安装有托料组件(5)；所述托料组件(5)将料片(6)定位好，料片(6)两端分

别由两个抱夹机构(4)的夹指组件从两侧将料片(6)夹紧定位后进行伺服抱夹，将平的料片

(6)卷成圆筒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抱夹机构(4)的具体结构为：包括

基板(410)，其后表面设有沿升降基座(3)上的竖直导轨(301)滑动的滑块组件，前表面中部

通过旋转平衡气缸(409)安装一块载板(408)，其前表面两侧对称安装有第二横向导轨

(407)，每个第二横向导轨(407)上滑动安装有夹指滑台(411)，两个所述夹指组件分别通过

一安装壳(412)滑动安装在所述两个夹指滑台(411)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夹指组件的安装结构为：包括第一电

机(401)，其一旁设有与其输出轴平行设置的齿轮轴，第一电机(401)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

齿轮(402)，主动齿轮(402)与齿轮轴上的被动齿轮(404)啮合连接，被动齿轮(404)端部通

过抱夹气缸安装所述抱夹夹指(405)；位于抱夹气缸一旁的夹指滑台(411)上通过一预夹气

缸安装所述预夹紧夹指(40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指滑台(411)上还设有弹动缓

冲气缸(406)，其活塞杆端部通过连接件与所述安装壳(412)连接，驱动安装壳(412)带动所

述夹指组件整体沿夹指滑台(411)上的第二纵向导轨(413)滑动。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载板(408)后表面两端分别安装第二

电机(414)，每个第二电机(414)分别通过传动机构驱动对应的夹指滑台(411)沿第二横向

导轨(407)滑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托料组件(5)的结构为：包括底架

(501)和顶板(502)，底架(501)内设有第四电机(503)，其输出轴通过带传动组件，连接一输

出轴，其伸出底架(501)的顶面与顶板(502)的底面连接，底架(501)中设有导套，顶板(502)

底面设有在所述导套内滑动的导柱，顶板(502)的顶面上通过支撑型材安装有托料板

(504)，所述托料板(504)底面两端各安装有一拉伸气缸(505)，所述拉伸气缸(505)的活塞

杆端部连接随其伸缩的延伸板(506)。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板(506)与托料板(504)的水

平高度一致，作为托料板(504)两端的延伸部分，延伸板(506)的宽度小于托料板(504)的宽

度，使料片(6)两端位于延伸板(506)上的部分的两侧边悬空便于夹指组件将其夹住。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伺服抱夹机，其特征在于：升降基座(3)的结构为：包括竖直基座

(303)，沿所述竖直基座(303)的前表面设有竖直导轨(301)，竖直基座(303)顶部安装有第

三电机(302)，其输出轴通过丝杆滑块与抱夹机构(4)连接，驱动抱夹机构(4)沿竖直导轨

(301)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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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伺服抱夹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洗衣机内筒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伺服抱夹机。

背景技术

[0002] 洗衣机产品要具备健康、耐用、环保、安全等特点。当前我国洗衣机内筒制造主要

采用传统的折边扣缝工艺：滚筒洗衣机和波轮洗衣机之中使用不锈钢内筒，它由一张平的

冲压料片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完成。其中筒身的扣铆连接作为关键工序，长期存在连接强度

不高，尺寸控制不佳，洗衣后脏污残留多等诸多弊病。

[0003] 目前国内的洗衣机内筒焊接机，都是采用的卷圆焊接形式，设备动作流程是：料片

进入卷圆机中进行卷圆，然后由机械手移载，进入定位工位，将料片两端的短边进行定位夹

持，随后再进入焊接工位，焊接工位中进行拼缝焊接。其缺点为：由于卷圆工艺的存在，设备

中的卷圆机调整不便，不好控制，导致了设备整体兼容性不高，柔性化很差；封闭式抱圆焊

接一体结构，内部空间狭小，不易装配调试维护，且内部换型十分繁琐；对于尺寸相差有一

些大的型号则完全无法兼容；结构无法达到激光焊接的定位要求，激光焊接要求拼缝间隙

不超过料厚10％。因此，传统的自动化内筒加工设备，仅能满足自动化生产要求，但对兼容

性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导致其兼容性不佳，无法同时满足不同直径产品生产的要求。

[0004] 内筒加工设备已经无法在产品品质、生产效率和柔性兼容这三个方面取得长足的

进步和跨越，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性能更为优异的工艺方式，作业更为灵活、技术更为先进的

相关装备来进行产业升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申请人针对上述现有生产技术中的缺点，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的伺服抱夹机，满

足用于多款洗衣机内筒的焊接加工，具备焊接品质优良，制造成本低，自动化运转兼具高度

柔性化等特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伺服抱夹机，包括横移基座，其上通过一组第一横向导轨滑动安装有横移滑

台，其两端分别滑动安装有一升降基座，两个升降基座对称设置，分别在横移滑台的两端沿

第一纵向导轨水平移动，每个升降基座上安装一沿其竖直升降的抱夹机构，所述抱夹机构

包括一组对称设置、相互配合的夹指组件，所述夹指组件的结构包括预夹紧夹指和抱夹夹

指；两个升降基座中间的横移滑台上固定安装有托料组件；所述托料组件将料片定位好，料

片两端分别由两个抱夹机构的夹指组件从两侧将料片夹紧定位后进行伺服抱夹，将平的料

片卷成圆筒型。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9] 所述抱夹机构的具体结构为：包括基板，其后表面设有沿升降基座上的竖直导轨

滑动的滑块组件，前表面中部通过旋转平衡气缸安装一块载板，其前表面两侧对称安装有

第二横向导轨，每个第二横向导轨上滑动安装有夹指滑台，两个所述夹指组件分别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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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壳滑动安装在所述两个夹指滑台上。

[0010] 夹指组件的安装结构为：包括第一电机，其一旁设有与其输出轴平行设置的齿轮

轴，第一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齿轮，主动齿轮与齿轮轴上的被动齿轮啮合连接，被动齿

轮端部通过抱夹气缸安装所述抱夹夹指；位于抱夹气缸一旁的夹指滑台上通过一预夹气缸

安装所述预夹紧夹指。

[0011] 所述夹指滑台上还设有弹动缓冲气缸，其活塞杆端部通过连接件与所述安装壳连

接，驱动安装壳带动所述夹指组件整体沿夹指滑台上的第二纵向导轨滑动。

[0012] 载板后表面两端分别安装第二电机，每个第二电机分别通过传动机构驱动对应的

夹指滑台沿第二横向导轨滑动。

[0013] 托料组件的结构为：包括底架和顶板，底架内设有第四电机，其输出轴通过带传动

组件，连接一输出轴，其伸出底架的顶面与顶板的底面连接，底架中设有导套，顶板底面设

有在所述导套内滑动的导柱，顶板的顶面上通过支撑型材安装有托料板，所述托料板底面

两端各安装有一拉伸气缸，所述拉伸气缸的活塞杆端部连接随其伸缩的延伸板。

[0014] 所述延伸板与托料板的水平高度一致，作为托料板两端的延伸部分，延伸板的宽

度小于托料板的宽度，使料片两端位于延伸板上的部分的两侧边悬空便于夹指组件将其夹

住。

[0015] 升降基座的结构为：包括竖直基座，沿所述竖直基座的前表面设有竖直导轨，竖直

基座顶部安装有第三电机，其输出轴通过丝杆滑块与抱夹机构连接，驱动抱夹机构沿竖直

导轨滑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两组抱夹机构的设置，分别可对料片的两

端从两侧边进行夹持，构成四点夹持结构，保证了夹持的稳定性，也保证了设备的自身结构

稳定；抱夹机构分别在两侧夹持，这样保证了在整体夹持的过程中，可以进行旋转定位。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旋转平衡气缸起到调整载板在竖直平面内角度的作用，保持每端的

两个抱夹机构水平度定位一致，定位时，先定位的一端是固定端，作为定位的基准边，后定

位的另一侧作为旋转浮动边，可以来调整拼缝间隙与错边，目前实际操作时，实际错边值为

0.1-0.4mm，整体的错边尺寸不超过0.5mm。该个错边的尺寸大大低于行业内的错边低于1mm

的标准。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弹动缓冲气缸及旋转平衡气缸，可以在料片拼缝过程中，通过弹动

缓冲气缸的行程调整，使料片的拼缝在气弹簧机构的作用下，更加紧密，间隙更小；旋转平

衡气缸存在，消除了设备在加工、装配过程中的累计误差，即使两端短边在夹持的时候，不

是完全平行状态，在抱圆完成定位的过程中，也可以使料片完全贴合，实际测量的数据为

0.6mm厚度的平料片的拼缝间隙不超过0.03mm。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横移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抱夹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图1中A部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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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托料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升降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横移基座；2、横移滑台；3、升降基座；4、抱夹机构；5、托料组件；6、料片；

101、第一横向导轨；201、第一纵向导轨；301、竖直导轨；401、第一电机；402、主动齿轮；403、

预夹紧夹指；404、被动齿轮；405、抱夹夹指；406、弹动缓冲气缸；407、第二横向导轨；408、载

板；409、旋转平衡气缸；410、基板；411、夹指滑台；412、安装壳；413、第二纵向导轨；414、第

二电机；501、底架；502、顶板；503、第四电机；504、托料板；505、拉伸气缸；506、延伸板；301、

竖直导轨；302、第三电机；303、竖直基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伺服抱夹机，包括横移基座1，其上通过一组第一横向

导轨101滑动安装有横移滑台2，其两端分别滑动安装有一升降基座3，两个升降基座3对称

设置，分别在横移滑台2的两端沿第一纵向导轨201水平移动，每个升降基座3上安装一沿其

竖直升降的抱夹机构4，抱夹机构4包括一组对称设置、相互配合的夹指组件，夹指组件的结

构包括预夹紧夹指403和抱夹夹指405；两个升降基座3中间的横移滑台2上固定安装有托料

组件5；托料组件5将料片6定位好，料片6两端分别由两个抱夹机构4的夹指组件从两侧将料

片6夹紧定位后进行伺服抱夹，将平的料片6卷成圆筒型。

[0029] 如图4所示，抱夹机构4的具体结构为：包括基板410，其后表面设有沿升降基座3上

的竖直导轨301滑动的滑块组件，前表面中部通过旋转平衡气缸409安装一块载板408，其前

表面两侧对称安装有第二横向导轨407，每个第二横向导轨407上滑动安装有夹指滑台411，

两个夹指组件分别通过一安装壳412滑动安装在两个夹指滑台411上。

[0030] 夹指组件的安装结构为：包括第一电机401，其一旁设有与其输出轴平行设置的齿

轮轴，第一电机401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齿轮402，主动齿轮402与齿轮轴上的被动齿轮404

啮合连接，被动齿轮404端部通过抱夹气缸安装抱夹夹指405；位于抱夹气缸一旁的夹指滑

台411上通过一预夹气缸安装预夹紧夹指403。

[0031] 夹指滑台411上还设有弹动缓冲气缸406，其活塞杆端部通过连接件与安装壳412

连接，驱动安装壳412带动夹指组件整体沿夹指滑台411上的第二纵向导轨413滑动。

[0032] 载板408后表面两端分别安装第二电机414，每个第二电机414分别通过传动机构

驱动对应的夹指滑台411沿第二横向导轨407滑动。

[0033] 如图5所示，托料组件5的结构为：包括底架501和顶板502，底架501内设有第四电

机503，其输出轴通过带传动组件，连接一输出轴，其伸出底架501的顶面与顶板502的底面

连接，底架501中设有导套，顶板502底面设有在导套内滑动的导柱，顶板502的顶面上通过

支撑型材安装有托料板504，托料板504底面两端各安装有一拉伸气缸505，拉伸气缸505的

活塞杆端部连接随其伸缩的延伸板506。

[0034] 延伸板506与托料板504的水平高度一致，作为托料板504两端的延伸部分，延伸板

506的宽度小于托料板504的宽度，使料片6两端位于延伸板506上的部分的两侧边悬空便于

夹指组件将其夹住。

[0035] 如图6所示，升降基座3的结构为：包括竖直基座303，沿竖直基座303的前表面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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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导轨301，竖直基座303顶部安装有第三电机302，其输出轴通过丝杆滑块与抱夹机构4

连接，驱动抱夹机构4沿竖直导轨301滑动。

[0036] 本实用新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个滑台和滑动基座等部件均可通过伺服电机丝

杆滑块机构进行驱动，沿相应导轨完成移动，本实施例中提到的“横向导轨”与“横向导轨”

均沿水平方向设置，且相互垂直，“竖直导轨”则沿竖直方向设置。伺服驱动的行程等参数均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设置。

[0037] 本实施例的抱夹气缸由被动齿轮404及齿轮轴驱动进行旋转，并带动抱夹夹指405

开合，预夹气缸固定安装在夹指滑台411上，带动预夹紧夹指403开合。

[0038] 具体工作过程中，机械手将精切完成之后的料片6移载到托料组件5的托料板504

上，随后两个升降基座3沿第一纵向导轨201向中间移动，开始在料片6的长度方向进行定

位，定位完成之后，预夹气缸控制预夹紧夹指403对料片6进行夹持，预夹持完成之后，抱夹

夹指405将料片6夹持固定，然后预夹紧夹指403松开，抱夹机构4、升降基座3在各自驱动机

构的带动下沿相应的导轨运动，抱夹夹指405的旋转气缸协同动作，进行伺服抱夹动作，将

平料片6从两端向横移滑台2中部的方向卷成一个圆筒型，同时，横移滑台2沿第一横向导轨

101移动定位，将设备整体移载到焊接工位进行定位焊接。

[0039] 上述抱夹工作过程中，弹动缓冲气缸406和旋转平衡气缸409协同工作，通过旋转

平衡气缸409调节载板408角度，使其在竖直平面内进行转动，保证每个抱夹机构4两侧的夹

指组件水平度保持一致，如果料片6的两端的短边不平行，则导致抱圆后形成的接缝倾斜，

并且只在一侧形成接触面，另一侧在接触处形成间隙，此时其中一端的弹动缓冲气缸406动

作，使夹指组件沿第二纵向导轨413滑动，调整接缝的位置，修正错位，使形成间隙的地方贴

合，保证接缝齐整，消除了设备在加工、装配过程中的累计误差，即使两端短边在夹持的时

候，不是完全平行状态，在抱圆完成定位的过程中，也可以使料片完全贴合。特定工况下的

实际测量的数据为0.6mm厚度的平料片的拼缝间隙，不超过0.03mm。

[0040] 以上描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不是对实用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所限定的

范围参见权利要求，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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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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