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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包

括主支架、滑块、气缸、丝杆轴、导向杆、丝母一、

丝母二和输送机构，主支架设有两个，主支架上

端设有“U”型架，“U”型架中设有矩形滑槽，滑块

与矩形滑槽滑动连接，气缸通过安装板与“U”型

架上端连接，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块连接，丝杆轴

两端分别与矩形滑槽中的滑块转动连接，导向杆

与滑块通过螺栓连接，且导向杆端部与“U”型架

背面滑动连接，丝杆轴一端设有左旋丝杆，另外

一端设有右旋丝杆，导向杆上设有导向槽，丝母

一与左旋丝杆连接，丝母二与右旋丝杆连接，输

送机构通过螺栓与主支架连接，实现探针深入玻

璃瓶中进行检测，两个探针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

生产不同直径玻璃瓶而进行调整，设备通用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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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支架(1)、滑块(2)、气缸(3)、丝杆轴

(4)、导向杆(5)、丝母一(6)、丝母二(7)和输送机构(8)，所述主支架(1)设有两个，且中间通

过横连杆连接，所述主支架(1)上端设有“U”型架(10)，所述“U”型架(10)中设有矩形滑槽

(11)，所述滑块(2)与矩形滑槽(11)滑动连接，所述气缸(3)通过安装板与“U”型架(10)上端

连接，所述气缸(3)的活塞杆与滑块(2)连接，所述丝杆轴(4)两端分别与矩形滑槽(11)中的

滑块(2)转动连接，所述导向杆(5)与滑块(2)通过螺栓连接，且导向杆(5)端部与“U”型架

(10)背面滑动连接，所述丝杆轴(4)一端设有左旋丝杆(40)，另外一端设有右旋丝杆(41)，

所述导向杆(5)上设有导向槽(50)，所述丝母一(6)与左旋丝杆(40)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

丝母二(7)与右旋丝杆(41)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一(6)和丝母二(7)背面设有限位块

(6‑7)，且限位块(6‑7)与导向槽(50)滑动连接，所述丝母一(6)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一

(60)，所述丝母二(7)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二(70)，所述输送机构(8)设有“U”型架(10)正下

方，且通过螺栓与主支架(1)连接，所述主支架(1)为“L”型结构，所述丝杆轴(4)两端分别设

有调节旋钮(42)，所述输送机构(8)由支架一(80)、支架二(81)、主动辊(82)、被动辊(83)、

皮带(84)和步进电机(85)组成，所述支架一(80)与一侧的主支架(1)底部连接，所述支架二

(81)与另一侧的主支架(1)底部连接，所述主动辊(82)与支架一(80)转动连接，所述被动辊

(83)与支架二(81)转动连接，所述皮带(84)一端套在主动辊(82)上，另外一端套在被动辊

(83)，所述步进电机(85)与支架一(80)侧面连接，且步进电机(85)的输出轴与主动辊(82)

同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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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玻璃瓶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吹塑成形的玻璃瓶进行检测，主要检测其是否有

裂痕或者是否有不均匀点，传统的检测是通过光照射在玻璃瓶上，然后人工用肉眼进行检

测，检测精度低，且需要人工在生产线上集中注意力，费时费力；目前有的生产厂商，采用超

声波探针进行检测，都是单个探针进行检测，检测效率低，同时采用多个探针进行检测时，

针对不同直径的玻璃瓶，需要采用不同间距的探针组，增加了采购不同成组的探针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实现探针深入玻璃瓶中进行检测，且两个

探针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生产不同直径玻璃瓶而进行调整，设备通用性好。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包括主

支架、滑块、气缸、丝杆轴、导向杆、丝母一、丝母二和输送机构，所述主支架设有两个，且中

间通过横连杆连接，所述主支架上端设有“U”型架，所述“U”型架中设有矩形滑槽，所述滑块

与矩形滑槽滑动连接，所述气缸通过安装板与“U”型架上端连接，所述气缸的活塞杆与滑块

连接，所述丝杆轴两端分别与矩形滑槽中的滑块转动连接，所述导向杆与滑块通过螺栓连

接，且导向杆端部与“U”型架背面滑动连接，所述丝杆轴一端设有左旋丝杆，另外一端设有

右旋丝杆，所述导向杆上设有导向槽，所述丝母一与左旋丝杆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二

与右旋丝杆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一和丝母二背面设有限位块，且限位块与导向槽滑

动连接，所述丝母一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一，所述丝母二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二，所述输送

机构设有“U”型架正下方，且通过螺栓与主支架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主支架为“L”型结构。

[0006] 优选的，所述丝杆轴两端分别设有调节旋钮。

[0007] 优选的，所述输送机构由支架一、支架二、主动辊、被动辊、皮带和步进电机组成，

所述支架一与一侧的主支架底部连接，所述支架二与另一侧的主支架底部连接，所述主动

辊与支架一转动连接，所述被动辊与支架二转动连接，所述皮带一端套在主动辊上，另外一

端套在被动辊，所述步进电机与支架一侧面连接，且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与主动辊同轴连接。

[0008]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该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在玻璃瓶进入输送机

构的皮带之前，被两两分组，一则方便同时对两个玻璃瓶进行检测，二则方便后面工人从生

产线上取瓶打包，一只手可抓两个，当成对的玻璃瓶被送入皮带上后，步进电机启动，驱动

主动辊带着皮带运动，将成对的玻璃瓶输送到超声波探针一和超声波探针二的正下方，然

后气缸工作，气缸的活塞杆往下伸出，驱动滑块在矩形滑槽中往下滑动，同时整个丝杆轴、

丝母一、丝母二随着滑块往下运动，然后超声波探针一和超声波探针二分别插入成对的玻

璃瓶中，然后对玻璃瓶进行检测，实现探针深入玻璃瓶中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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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当生产线上的吹塑磨具改变了，即改变玻璃瓶的生产规格后，此时根据生产的玻

璃瓶的直径，然后双手握住调节旋钮，手动旋转调节旋钮，使丝杆轴在滑块中转动，因为所

述丝杆轴一端设有左旋丝杆，另外一端设有右旋丝杆，所述导向杆上设有导向槽，所述丝母

一与左旋丝杆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二与右旋丝杆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一和丝

母二背面设有限位块，且限位块与导向槽滑动连接，所以旋转调节旋钮同时驱动丝母一和

丝母二相向或者相对运动，从而改变了超声波探针一和超声波探针二之间的距离，实现两

个探针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生产不同直径玻璃瓶而进行调整，设备通用性好。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该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主视图；

[0011] 图2是该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右视图；

[0012] 图3是导向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是丝母一侧视图；

[0014] 其中：

[0015] 1、主支架；2、滑块；3、气缸；4、丝杆轴；5、导向杆；6、丝母一；7、丝母二；8、输送机

构；10、“U”型架；11、矩形滑槽；40、左旋丝杆；41、右旋丝杆；42、调节旋钮；50、导向槽；60、超

声波探针一；70、超声波探针二；6‑7、限位块；80、支架一；81、支架二；82、主动辊；83、被动

辊；84、皮带；85、步进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

说明，目的是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并有助于其实施。

[0017]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是一种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实现探针深入玻璃瓶中进

行检测，且两个探针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生产不同直径玻璃瓶而进行调整，设备通用性好。

[0018] 具体的说，如图1至图4所示，包括主支架1、滑块2、气缸3、丝杆轴4、导向杆5、丝母

一6、丝母二7和输送机构8，所述主支架1设有两个，且中间通过横连杆连接，所述主支架1上

端设有“U”型架10，所述“U”型架10中设有矩形滑槽11，所述滑块2与矩形滑槽11滑动连接，

所述气缸3通过安装板与“U”型架10上端连接，所述气缸3的活塞杆与滑块2连接，所述丝杆

轴4两端分别与矩形滑槽11中的滑块2转动连接，所述导向杆5与滑块2通过螺栓连接，且导

向杆5端部与“U”型架10背面滑动连接，所述丝杆轴4一端设有左旋丝杆40，另外一端设有右

旋丝杆41，如图3所示，所述导向杆5上设有导向槽50，所述丝母一6与左旋丝杆40通过螺旋

副连接，所述丝母二7与右旋丝杆41通过螺旋副连接，如图4所示，所述丝母一6和丝母二7背

面设有限位块6‑7，且限位块6‑7与导向槽50滑动连接，所述丝母一6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一

60，所述丝母二7下端设有超声波探针二70，所述输送机构8设有“U”型架10正下方，且通过

螺栓与主支架1连接。

[0019] 如图2所示，所述主支架1为“L”型结构。

[0020] 如图1所示，所述丝杆轴4两端分别设有调节旋钮42。

[0021] 如图1所示，所述输送机构8由支架一80、支架二81、主动辊82、被动辊83、皮带8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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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85组成，所述支架一80与一侧的主支架1底部连接，所述支架二81与另一侧的主支

架1底部连接，所述主动辊82与支架一80转动连接，所述被动辊83与支架二81转动连接，所

述皮带84一端套在主动辊82上，另外一端套在被动辊83，所述步进电机85与支架一80侧面

连接，且步进电机85的输出轴与主动辊82同轴连接。

[0022] 以下用具体实施例对具体工作方式进行阐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该玻璃瓶超声检测装置，在玻璃瓶进入输送机构8的皮带84之前，被两两分组，一

则方便同时对两个玻璃瓶进行检测，二则方便后面工人从生产线上取瓶打包，一只手可抓

两个，当成对的玻璃瓶被送入皮带84上后，步进电机85启动，驱动主动辊82带着皮带84运

动，将成对的玻璃瓶输送到超声波探针一60和超声波探针二70的正下方，然后气缸3工作，

气缸3的活塞杆往下伸出，驱动滑块2在矩形滑槽11中往下滑动，同时整个丝杆轴4、丝母一

6、丝母二7随着滑块2往下运动，然后超声波探针一60和超声波探针二70分别插入成对的玻

璃瓶中，然后对玻璃瓶进行检测，实现探针深入玻璃瓶中进行检测。

[0025] 实施例2：

[0026] 当生产线上的吹塑磨具改变了，即改变玻璃瓶的生产规格后，此时根据生产的玻

璃瓶的直径，然后双手握住调节旋钮42，手动旋转调节旋钮42，使丝杆轴4在滑块2中转动，

因为所述丝杆轴4一端设有左旋丝杆40，另外一端设有右旋丝杆41，所述导向杆5上设有导

向槽50，所述丝母一6与左旋丝杆40通过螺旋副连接，所述丝母二7与右旋丝杆41通过螺旋

副连接，所述丝母一6和丝母二7背面设有限位块6‑7，且限位块6‑7与导向槽50滑动连接，所

以旋转调节旋钮42同时驱动丝母一6和丝母二7相向或者相对运动，从而改变了超声波探针

一60和超声波探针二70之间的距离，实现两个探针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生产不同直径玻璃

瓶而进行调整，设备通用性好。

[0027]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

式的限制，只要是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

经改进，将本发明的上述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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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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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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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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