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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锁螺母机，定位装置设

置在底座上，支架设置在底座上且跨设在定位装

置上方，支架上设有导轨，加工头设置在导轨上，

送料装置设置在定位装置之间，定位装置包括底

板，定位座和滑轨，底板设置在滑轨上，定位座设

置在底板上方，定位座包括支撑板和限位板，限

位板有多块，多块限位板环绕支撑板设置，限位

板垂直于支撑板，支撑板表面设有气孔。本实用

新型能够使加工头在不同待加工件之间移动，减

少了作业等待时间，有效提升了加工效率；能够

方便定位不同尺寸的待加工件，通过负压吸附定

位能够使定位自动化；此外，锁螺母机在螺母缺

料或供料异常会自动报警提醒，具有滑牙检测和

浮锁检测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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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支架，导轨，加工头，送料装置和定位装置，所

述定位装置有多个，定位装置设置在底座上，所述支架设置在底座上且跨设在定位装置上

方，支架上设有导轨，加工头设置在导轨上，所述送料装置设置在定位装置之间，定位装置

包括底板，定位座和滑轨，所述底板设置在滑轨上，定位座设置在底板上方，定位座包括支

撑板和限位板，限位板有多块，多块限位板环绕支撑板设置，限位板垂直于支撑板，支撑板

表面设有气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孔中设有橡胶吸盘。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头包括转动头，转轴和套管，所

述转动头与转轴连接，转轴套设在套管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端部设有凹槽，凹槽为六边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包括轨道和滑座，滑座设置在

轨道中，所述底板设置在滑座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装置有两个，送料装置设置在

两个定位装置之间。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包括导板，加工头具有连接板，

连接板套设在导板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锁螺母机包括液晶面板和盖板，液晶面

板设置在底座上，盖板与底座枢轴连接，盖板设置在液晶面板表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包括板体和凸出部，凸出部设

置在板体侧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锁螺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孔有多个，多个气孔对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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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锁螺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加工设备，特别涉及一种锁螺母机。

背景技术

[0002] 锁螺母机用于将螺母锁紧在待加工件上，相比于人工锁螺母，有效提升了锁螺母

的效率。锁螺母机在作业时，需要先将待加工件定位，避免其在锁螺母时产生位移。但是，待

加工件定位时需要耗费一定时间，此时锁螺母机的加工头处于等待状态，降低了加工效率；

此外，现有的定位方式通过采用夹具工装，操作复杂，自动化程度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加工效率较高，方便定位，适用

于对不同尺寸待加工件进行加工的锁螺母机。

[0004]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锁螺母机，包括底座，支架，导轨，加工头，送料装置和定

位装置，所述定位装置有多个，定位装置设置在底座上，所述支架设置在底座上且跨设在定

位装置上方，支架上设有导轨，加工头设置在导轨上，所述送料装置设置在定位装置之间，

定位装置包括底板，定位座和滑轨，所述底板设置在滑轨上，定位座设置在底板上方，定位

座包括支撑板和限位板，限位板有多块，多块限位板环绕支撑板设置，限位板垂直于支撑

板，支撑板表面设有气孔。

[0005] 以下为本实用新型的附属技术方案。

[000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气孔中设有橡胶吸盘。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加工头包括转动头，转轴和套管，所述转动头与转轴连接，转

轴套设在套管中。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转轴端部设有凹槽，凹槽为六边形。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滑轨包括轨道和滑座，滑座设置在轨道中，所述底板设置在滑

座上。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定位装置有两个，送料装置设置在两个定位装置之间。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轨包括导板，加工头具有连接板，连接板套设在导板上。

[0012] 作为优选方案，锁螺母机包括液晶面板和盖板，液晶面板设置在底座上，盖板与底

座枢轴连接，盖板设置在液晶面板表面。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盖板包括板体和凸出部，凸出部设置在板体侧面。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气孔有多个，多个气孔对称设置。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锁螺母机能够使加工头在不同待加工

件之间移动，减少了作业等待时间，有效提升了加工效率；此外，能够方便定位不同尺寸的

待加工件，通过负压吸附定位能够使定位自动化。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8322654 U

3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锁螺母机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定位座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加工头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滑座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滑轨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转轴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盖板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质性特点和优势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实用新

型并不局限于所列的实施例。

[0024]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锁螺母机包括底座1，支架2，导轨3，加工头4，送

料装置5和定位装置6，所述定位装置有多个，定位装置6设置在底座1上。所述支架2设置在

底座1上且跨设在定位装置6上方，支架2上设有导轨3，加工头4设置在导轨3上，所述送料装

置5设置在定位装置6之间，定位装置6包括底板61，定位座62和滑轨63，所述底板61设置在

滑轨63上，定位座62设置在底板上方。定位座62包括支撑板621和限位板622，限位板有多

块，多块限位板环绕支撑板设置，限位板垂直于支撑板，支撑板表面设有气孔623。上述技术

方案中，通过在支架上设置导轨，能够便于加工头沿导轨滑动；通过设置多个定位装置，能

够在定位装置上放置待加工件10，加工件通过限位板设置在定位座中，通过气孔产生的负

压吸附在支撑板上。气孔可与气泵连通，从而形成负压，当一个定位装置的负压达到预设值

前，加工头能够对其他定位装置上的待加工件进行加工，从而提升加工效率，减少加工头的

等待时间。锁螺母机工作时，先从送料机构中获取螺母，然后移动至待加工件上方并将螺母

旋紧在待加工件上。所述底板61和支撑板621通过螺钉连接，从而方便拆卸更换，以适应不

同尺寸的待加工件。本实施例中，所述送料装置为振动盘，气孔有多个，多个气孔对称设置。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气孔623中设有橡胶吸盘7，从而能够通过橡胶吸盘将待加工件

更稳固的吸住，避免其发生位移。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加工头4包括转动头41，转轴42和套管43，所述转动头41与转轴

42连接，转轴42套设在套管中。转动头能够带动转轴转动，转轴端部具有磁性，从而便于将

螺母吸附，转轴套设在套管中，能够使转轴转动时不会产生偏移，提升精度。加工头上设有

气缸8，通过气缸伸缩能够控制转轴升降，气缸为行程可调气缸，从而便于适用于不同高度

的待加工件。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转轴42端部设有凹槽421，凹槽421为六边形，加工时，六边形螺

母被吸入凹槽中，能够避免锁螺母时螺母相对转轴转动。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滑轨63包括轨道631和滑座632，滑座632设置在轨道631中，所述

底板61设置在滑座上，从而通过滑座的移动能够带动定位座移动，便于调节定位座的位置。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定位装置6有两个，送料装置5设置在两个定位装置之间。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导轨3包括导板31，加工头4具有连接板44，连接板44套设在导板

31上，从而使加工头能够沿导板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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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实施例中，锁螺母机包括液晶面板20和盖板9，液晶面板设置在底座1上，盖板9

与底座1枢轴连接，盖板设置在液晶面板表面，从而当需要操作液晶面板20时，可将盖板9向

下翻转；操作完成时，上翻盖板，使盖板能够保护液晶面板，防止取放待加工件时将液晶面

板撞裂。本实施例的盖板可通过合页与底座连接。液晶面板与锁螺母机的控制器电性连接，

用于显示相关参数。锁螺母机的控制器可具有锁螺母机在螺母缺料或供料异常会自动报警

提醒，具有滑牙检测和浮锁(螺母没锁到底)检测报警功能。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盖板9包括板体91和凸出部92，凸出部设置在板体侧面，通过设

置凸出部，能够便于工作人员翻转盖板。

[0033] 本实施例的一种锁螺母机能够使加工头在不同待加工件之间移动，减少了作业等

待时间，有效提升了加工效率；此外，能够方便定位不同尺寸的待加工件，通过负压吸附定

位能够使定位自动化。

[0034]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较佳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

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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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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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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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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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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