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776990.1

(22)申请日 2017.09.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36352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21

(73)专利权人 台州云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8050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

道珠光街201号309室

(72)发明人 武建伟　许方富　朱伟　李圣荣　

郑宣　

(74)专利代理机构 台州市南方商标专利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25

代理人 郭建平

(51)Int.Cl.

B23P 19/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225398 A,2017.10.03,

CN 106334933 A,2017.01.18,

CN 106334933 A,2017.01.18,

CN 205204136 U,2016.05.04,

CN 103817510 A,2014.05.28,

CN 103317336 A,2013.09.25,

JP S58120436 A,1983.07.18,

CN 103878580 A,2014.06.25,

JP H09103924 A,1997.04.22,

审查员 闫森

 

(54)发明名称

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

置，包括密封圈供料模块、分料模块、撑圈模块、

移圈套圈模块，密封圈供料模块完成密封圈的自

动有序上料，并将密封圈连续输送给分料模块；

分料模块设置在密封圈供料模块的出料口，将密

封圈依次从接料工位运送至上料工位，从而将连

续运输的密封圈一个个分离出来；移圈套圈模块

将密封圈从分料模块的上料工位运送到撑圈模

块，并将密封圈从撑圈模块运送到装配工位，以

及在装配工位将密封圈装配入被装配件；撑圈模

块与移圈套圈模块配合完成密封圈的撑圈工作。

本发明能够实现将O形密封圈安装到被装配件的

操作机械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且组装精度

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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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密封圈供料模块(1)、分料模块(2)、

撑圈模块(3)、移圈套圈模块(4)，密封圈供料模块(1)完成密封圈的自动有序上料，并将密

封圈连续输送给分料模块(2)；分料模块(2)设置在密封圈供料模块(1)的出料口，将密封圈

依次从接料工位运送至上料工位，从而将连续运输的密封圈一个个分离出来；

移圈套圈模块(4)将密封圈从分料模块(2)的上料工位运送到撑圈模块(3)，并将密封

圈从撑圈模块(3)运送到装配工位，以及在装配工位将密封圈装配入被装配件；

撑圈模块(3)与移圈套圈模块(4)配合完成密封圈的撑圈工作；

所述移圈套圈模块(4)包括水平移料机构(4-1)、上下移料机构(4-2)、移圈气爪(4-3)、

装配机构，水平移料机构(4-1)上活动设置有上下移料机构(4-2)，上下移料机构(4-2)上并

列设置有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上下移料机构(4-2)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

机构作上下直线运动；水平移料机构(4-1)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作水平直线

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供料模块

(1)包括供料振动盘(1-1)、供料直线器(1-2)、供料料槽(1-3)、料槽盖板(1-4)、密封圈检测

传感器(1-5)；供料振动盘(1-1)的出料口连接供料料槽(1-3)的进料口，供料料槽(1-3)上

设置有密封圈检测传感器(1-5)；供料料槽(1-3)的底部设置有供料直线器(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料模块(2)包括

分料滑槽(2-1)、分料滑块(2-2)、分料气缸(2-3)、分料传感器(2-4)，分料滑槽(2-1)内活动

设置有分料滑块(2-2)，分料滑块(2-2)连接分料气缸(2-3)，分料滑块(2-2)在分料气缸(2-

3)的带动下能够在分料滑槽(2-1)内作直线运动，使分料滑块(2-2)在接料工位与上料工位

之间运动；分料滑块(2-2)内设置有料槽，当分料滑块(2-2)处于接料工位时，分料滑块(2-

2)的料槽与供料料槽(1-3)的出料口对齐，能够接收来自于密封圈供料模块(1)的密封圈；

当分料滑块(2-2)从接料工位运动至上料工位时，能够将密封圈运送至上料工位；接料工位

设置有分料传感器(2-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撑圈模块(3)包括

撑圈滑座(3-1)、滑座盖板(3-2)、撑圈滑块(3-3)、小弹簧(3-4)、撑圈传感器(3-5)，撑圈滑

座(3-1)上活动设置有两个撑圈滑块(3-3)，两个撑圈滑块(3-3)分别连接小弹簧(3-4)；两

个撑圈滑块(3-3)在小弹簧(3-4)的作用下能够相对运动，组成撑圈工位；撑圈滑座(3-1)上

设置有滑座盖板(3-2)；撑圈工位的一侧设置有撑圈传感器(3-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机构包括撑

圈气缸(4-4)、撑圈锥棒(4-5)、撑圈弹簧(4-6)、移圈导套(4-7)、脱圈套(4-8)，撑圈气缸(4-

4)连接撑圈锥棒(4-5)，撑圈气缸(4-4)能够带动撑圈锥棒(4-5)向下运动；撑圈锥棒(4-5) 

连接撑圈弹簧(4-6)，撑圈弹簧(4-6)能够使撑圈锥棒(4-5)向上复位；撑圈锥棒(4-5)的上

部套设有移圈导套(4-7)；移圈导套(4-7)的上部套设有脱圈套(4-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撑圈锥棒(4-5)的

端部直径比密封圈略小；所述移圈导套(4-7)的直径大于撑圈锥棒(4-5)的直径；所述脱圈

套(4-8)的直径大于移圈导套(4-7)的直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分料模块(2)的

分料滑块(2-2)携带着密封圈处于上料工位，且撑圈模块(3)的撑圈工位有密封圈时，使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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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气缸(4-4)的气缸杆向下运动，带动撑圈锥棒(4-5)克服撑圈弹簧(4-6)的弹力向下插入

到撑圈工位的密封圈内；撑圈时，两个撑圈滑块(3-3)克服小弹簧(3-4)的弹力向两侧滑开；

使移圈套圈模块(4)的上下移料机构(4-2)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分料模

块(2)的上料工位的密封圈内，移圈气爪(4-3)的爪子处于闭合状态插入到密封圈内，然后

使移圈气爪(4-3)的爪子撑开，从而实现对上料工位的密封圈的夹持；与此同时，撑圈锥棒

(4-5)向下运动，使撑圈工位的密封圈被撑大并沿着撑圈锥棒(4-5)被推送到移圈导套(4-

7)上；

使上下移料机构(4-2)上升复位，然后使水平移料机构(4-1)运动，将移圈气爪(4-3)移

送到撑圈模块(2)的上方，同时将装配机构移送到装配工位；在水平移料过程中，撑圈气缸

(4-4)复位，撑圈锥棒(4-5) 由于撑圈弹簧(4-6)的作用回缩；

使上下移料机构(4-2)再次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撑圈模块(3)；同时将移

圈导套(4-7)套在被装配件上，脱圈套(4-8)在上下移料机构(4-2)的带动下向下运动，从而

将移圈导套(4-7)上的密封圈装配到被装配件上；

使移圈气爪(4-3)的爪子闭合，移圈气爪(4-3)所夹持的密封圈进入撑圈模块(3)的撑

圈工位，从而将密封圈运送至撑圈模块(3)的撑圈工位；同时撑圈气缸(4-4)带动撑圈锥棒

(4-5)向下运动并抵住被装配；

上下移料机构(4-2)上升复位，然后使撑圈气缸(4-4)复位，最后水平移料机构(4-1)复

位，开始下一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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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组装设备，具体涉及一种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将O形密封圈安装到被装配件的操作只能由人工手动完成，工作效率低下，

工人的劳动强度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它可以实现O形

密封圈的自动上料、分料及与被装配件的自动装配。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的技术解决方案为：

[0005] 包括密封圈供料模块1、分料模块2、撑圈模块3、移圈套圈模块4，密封圈供料模块1

完成密封圈的自动有序上料，并将密封圈连续输送给分料模块2；分料模块2设置在密封圈

供料模块1的出料口，将密封圈依次从接料工位运送至上料工位，从而将连续运输的密封圈

一个个分离出来；移圈套圈模块4将密封圈从分料模块2的上料工位运送到撑圈模块3，并将

密封圈从撑圈模块3运送到装配工位，以及在装配工位将密封圈装配入被装配件；撑圈模块

3与移圈套圈模块4配合完成密封圈的撑圈工作。

[0006] 所述密封圈供料模块1包括供料振动盘1-1、供料直线器1-2、供料料槽1-3、料槽盖

板1-4、密封圈检测传感器1-5；供料振动盘1-1的出料口连接供料料槽1-3的进料口，  供料

料槽1-3上设置有密封圈检测传感器1-5；供料料槽1-3的底部设置有供料直线器1-2。

[0007] 所述供料料槽1-3上设置有料槽盖板1-4。

[0008] 所述料槽盖板1-4的长度小于供料料槽1-3的长度。

[0009] 所述分料模块2包括分料滑槽2-1、分料滑块2-2、分料气缸2-3、分料传感器2-4，分

料滑槽2-1内活动设置有分料滑块2-2，分料滑块2-2连接分料气缸2-3，分料滑块2-2在分料

气缸2-3的带动下能够在分料滑槽2-1内作直线运动，使分料滑块2-2在接料工位与上料工

位之间运动；分料滑块2-2内设置有料槽，当分料滑块2-2处于接料工位时，分料滑块2-2的

料槽与供料料槽1-3的出料口对齐，能够接收来自于密封圈供料模块1的密封圈；当分料滑

块2-2从接料工位运动至上料工位时，能够将密封圈运送至上料工位；接料工位设置有分料

传感器2-4。

[0010] 所述撑圈模块3包括撑圈滑座3-1、滑座盖板3-2、撑圈滑块3-3、小弹簧3-4、撑圈传

感器3-5，撑圈滑座3-1上活动设置有两个撑圈滑块3-3，两个撑圈滑块3-3分别连接小弹簧

3-4；两个撑圈滑块3-3在小弹簧3-4的作用下能够相对运动，组成撑圈工位；撑圈滑座3-1上

设置有滑座盖板3-2；撑圈工位的一侧设置有撑圈传感器3-5。

[0011] 所述移圈套圈模块4包括水平移料机构4-1、上下移料机构4-2、移圈气爪4-3、装配

机构，水平移料机构4-1上活动设置有上下移料机构4-2，上下移料机构4-2上并列设置有移

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上下移料机构4-2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作上下直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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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平移料机构4-1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作水平直线运动。

[0012] 所述装配机构包括撑圈气缸4-4、撑圈锥棒4-5、撑圈弹簧4-6、移圈导套4-7、脱圈

套4-8，撑圈气缸4-4连接撑圈锥棒4-5，撑圈气缸4-4能够带动撑圈锥棒4-5向下运动；撑圈

锥棒4-5连接撑圈弹簧4-6，撑圈弹簧4-6能够使撑圈锥棒4-5向上复位；撑圈锥棒4-5的上部

套设有移圈导套4-7；移圈导套4-7的上部套设有脱圈套4-8。

[0013] 所述撑圈锥棒4-5的端部直径比密封圈略小；所述移圈导套4-7的直径大于撑圈锥

棒4-5的直径；所述脱圈套4-8的直径大于移圈导套4-7的直径。

[0014] 当所述分料模块2的分料滑块2-2携带着密封圈处于上料工位，且撑圈模块3的撑

圈工位有密封圈时，使撑圈气缸4-4的气缸杆向下运动，带动撑圈锥棒4-5克服撑圈弹簧4-6

的弹力向下插入到撑圈工位的密封圈内；撑圈时，两个撑圈滑块3-3克服小弹簧3-4的弹力

向两侧滑开；使移圈套圈模块4的上下移料机构4-2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分料模

块2的上料工位的密封圈内，移圈气爪4-3的爪子处于闭合状态插入到密封圈内，然后使移

圈气爪4-3的爪子撑开，从而实现对上料工位的密封圈的夹持；与此同时，撑圈锥棒4-5向下

运动，使撑圈工位的密封圈被撑大并沿着撑圈锥棒4-5被推送到移圈导套4-7上；使上下移

料机构4-2上升复位，然后使水平移料机构4-1运动，将移圈气爪4-3移送到撑圈模块2的上

方，同时将装配机构移送到装配工位；在水平移料过程中，撑圈气缸4-4复位，撑圈锥棒4-5

由于撑圈弹簧4-6的作用回缩；使上下移料机构4-2再次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撑

圈模块3；同时将移圈导套4-7套在被装配件上，脱圈套4-8在上下移料机构4-2的带动下向

下运动，从而将移圈导套4-7上的密封圈装配到被装配件上；使移圈气爪4-3的爪子闭合，移

圈气爪4-3所夹持的密封圈进入撑圈模块3的撑圈工位，从而将密封圈运送至撑圈模块3的

撑圈工位；同时撑圈气缸4-4带动撑圈锥棒4-5向下运动并抵住被装配；上下移料机构4-2上

升复位，然后使撑圈气缸4-4复位，最后水平移料机构4-1复位，开始下一次工作。

[0015] 本发明可以达到的技术效果是：

[0016] 本发明能够实现将O形密封圈安装到被装配件的操作机械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

率，且组装精度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密封圈供料模块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分料模块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撑圈模块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撑圈模块的另一角度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移圈套圈模块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的装配机构的示意图。

[0025] 图中附图标记说明：

[0026] 1为密封圈供料模块，           2为分料模块，

[0027] 3为撑圈模块，                 4为移圈套圈模块，

[0028] 1-1为供料振动盘，             1-2为供料直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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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1-3为供料料槽，               1-4为料槽盖板，

[0030] 1-5为密封圈检测传感器，

[0031] 2-1为分料滑槽，               2-2为分料滑块，

[0032] 2-3为分料气缸，               2-4为分料传感器，

[0033] 3-1为撑圈滑座，               3-2为滑座盖板，

[0034] 3-3为撑圈滑块，               3-4为小弹簧，

[0035] 3-5为撑圈传感器，

[0036] 4-1为水平移料机构，           4-2为上下移料机构，

[0037] 4-3为移圈气爪，               4-4为撑圈气缸，

[0038] 4-5为撑圈锥棒，               4-6为撑圈弹簧，

[0039] 4-7为移圈导套，               4-8为脱圈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除

非另外定义，此处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发明所属领域内具有一般技能的

人士所理解的通常意义。本文中使用的“包括”等类似的词语意指出现该词前面的元件或者

物件涵盖出现在该词后面列举的元件或者物件及其等同，而不排除其他元件或者物件。

[0041] 如图1所示，本发明O形密封圈自动组装装置，包括密封圈供料模块1、分料模块2、

撑圈模块3、移圈套圈模块4，密封圈供料模块1完成密封圈的自动有序上料，并将密封圈连

续输送给分料模块2；分料模块2设置在密封圈供料模块1的出料口，将连续运输的密封圈一

个个分离出来，方便后续移料；

[0042] 移圈套圈模块4将密封圈从分料模块2运送到撑圈模块3，并将密封圈从撑圈模块3

运送到装配工位，以及在装配工位将密封圈装配入被装配件；

[0043] 撑圈模块3与移圈套圈模块4配合完成密封圈的撑圈工作。

[0044] 如图2所示，密封圈供料模块1包括供料振动盘1-1、供料直线器1-2、供料料槽1-3、

料槽盖板1-4、密封圈检测传感器1-5；

[0045] 供料振动盘1-1的出料口连接供料料槽1-3的进料口，供料料槽1-3上设置有料槽

盖板1-4，以防止密封圈飞出供料料槽1-3，同时方便观察密封圈的供料情况（如是否卡料、

送料是否连续、有无叠料等）；料槽盖板1-4的长度小于供料料槽1-3的长度，即料槽盖板1-4

仅覆盖部分供料料槽1-3，以留有观察用的视觉通道；

[0046] 供料料槽1-3上设置有密封圈检测传感器1-5，用于检测密封圈是否到位；供料料

槽1-3的底部设置有供料直线器1-2。

[0047] 工作时，人工将多个密封圈无序地倒入供料振动盘1-1内；供料振动盘1-1通过振

动，使密封圈依次进入供料料槽1-3；供料直线器1-2使密封圈从供料料槽1-3的进料口运动

至出料口，从而实现密封圈的自动供料。

[0048] 如图3所示，分料模块2包括分料滑槽2-1、分料滑块2-2、分料气缸2-3、分料传感器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363529 B

6



2-4，分料滑槽2-1内活动设置有分料滑块2-2，分料滑块2-2连接分料气缸2-3，分料滑块2-2

在分料气缸2-3的带动下能够在分料滑槽2-1内作直线运动；

[0049] 分料滑块2-2内设置有料槽，当料槽处于接料工位时，料槽与供料料槽1-3的出料

口对齐；接料工位设置有分料传感器2-4，用于检测分料滑块2-2是否有密封圈送入；当分料

传感器2-4检测到分料滑块2-2的料槽内有密封圈后，分料气缸2-3将其向前推送至上料工

位，待移圈套圈模块4将该密封圈取走后，分料气缸2-3复位，开始下一个密封圈的分料。

[0050] 如图4、图5所示，撑圈模块3包括撑圈滑座3-1、滑座盖板3-2、撑圈滑块3-3、小弹簧

3-4、撑圈传感器3-5，撑圈滑座3-1上活动设置有两个撑圈滑块3-3，两个撑圈滑块3-3分别

连接小弹簧3-4；两个撑圈滑块3-3在小弹簧3-4的作用下能够相对运动，组成撑圈工位；撑

圈滑座3-1上设置有滑座盖板3-2；撑圈工位的一侧设置有撑圈传感器3-5，用于检测撑圈工

位是否有密封圈。

[0051] 当移圈套圈模块4将密封圈从分料模块2送至到撑圈模块3内，两个撑圈滑块3-3克

服小弹簧3-4的弹力向两侧滑开；当密封圈被移走后，两个撑圈滑块3-3在小弹簧3-4作用下

复位。

[0052] 如图6所示，移圈套圈模块4包括水平移料机构4-1、上下移料机构4-2、移圈气爪4-

3、装配机构，水平移料机构4-1上活动设置有上下移料机构4-2，上下移料机构4-2上并列设

置有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上下移料机构4-2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作上下

直线运动；水平移料机构4-1能够带动移圈气爪4-3和装配机构作水平直线运动；

[0053] 如图7所示，装配机构包括撑圈气缸4-4、撑圈锥棒4-5、撑圈弹簧4-6、移圈导套4-

7、脱圈套4-8，撑圈气缸4-4连接撑圈锥棒4-5，撑圈气缸4-4能够带动撑圈锥棒4-5向下运

动；撑圈锥棒4-5连接撑圈弹簧4-6，撑圈弹簧4-6能够使撑圈锥棒4-5向上复位；撑圈锥棒4-

5的端部直径比密封圈略小，以方便插入到密封圈；

[0054] 撑圈锥棒4-5的上部套设有移圈导套4-7；移圈导套4-7的上部套设有脱圈套4-8。

[0055] 当分料模块2的分料滑块2-2处于上料工位接收到来自于密封圈供料模块1的密封

圈，且撑圈模块3的撑圈工位有密封圈时，使撑圈气缸4-4的气缸杆向下运动，带动撑圈锥棒

4-5克服撑圈弹簧4-6的弹力向下插入到撑圈工位的密封圈内；撑圈时，两个撑圈滑块3-3克

服小弹簧3-4的弹力向两侧滑开；

[0056] 使上下移料机构4-2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分料模块2的上料工位的密

封圈内，移圈气爪4-3的爪子处于闭合状态插入到密封圈内，然后使移圈气爪4-3的爪子撑

开，从而实现对上料工位的密封圈的夹持；与此同时，撑圈锥棒4-5向下运动，使撑圈工位的

密封圈被撑大并沿着撑圈锥棒4-5被推送到移圈导套4-7上；

[0057] 使上下移料机构4-2上升复位，然后使水平移料机构4-1运动，将移圈气爪4-3移送

到撑圈模块2的上方，同时将装配机构移送到装配工位；在水平移料过程中，撑圈气缸4-4复

位，撑圈锥棒4-5由于撑圈弹簧4-6的作用回缩；

[0058] 使上下移料机构4-2向下运动，带动移圈气爪4-3到达撑圈模块3；同时将移圈导套

4-7套在被装配件上，脱圈套4-8在上下移料机构4-2的带动下向下运动，从而将移圈导套4-

7上的密封圈装配到被装配件上；

[0059] 使移圈气爪4-3的爪子闭合，移圈气爪4-3所夹持的密封圈进入撑圈模块3的撑圈

工位；同时撑圈气缸4-4带动撑圈锥棒4-5向下运动并抵住被装配件，以免在上下移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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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复位时，将被装配件吸上来；

[0060] 上下移料机构4-2上升复位，然后使撑圈气缸4-4复位，最后水平移料机构4-1复

位，开始下一次工作。

[0061] 虽然在上文中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是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显

而易见的是，能够对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各种修改和变化。但是，应理解，这种修改和变化都

属于权利要求书中所述的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之内。而且，在此说明的本发明可有其它的

实施方式，并且可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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