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80847.6

(22)申请日 2019.09.18

(71)申请人 上海理工大学

地址 200093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

(72)发明人 陈飒　林献坤　曹文洁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申汇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1001

代理人 王晶

(51)Int.Cl.

B65G 47/90(2006.01)

H01G 13/00(2013.01)

H01G 9/15(2006.01)

 

(54)发明名称

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

机上料机，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置于龙门桁架机

械手机构一侧，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下方置

有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部

件可存放四十八根满载老化条；所述电容器上料

装机机构可实现拿取电容器、判断其正负极以及

装夹入老化条；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通过同

步带轮，可实现抽放空载老化条、暂放满载老化

条夹具、送回满载老化条；通过老化条夹具料架

机构、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

构可实现电容器的自动抓取、电容器正负极判

断、将电容器装入老化条、老化条入柜的全自动

流水作业。本发明克服了人工上料方式存在的高

重复性、低效率的问题，实现了流水线工作，节约

时间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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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由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11)、电容器上料

装机机构(12)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

(11)置于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一侧，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下方置有电容器上

料装机机构(12)；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部件(11)可存放四十八根满载老化条；所述电容器

上料装机机构(12)实现拿取电容器、判断其正负极以及装夹入老化条；所述龙门桁架机械

手机构(13)通过同步带轮，可实现抽放空载老化条、暂放满载老化条夹具、送回满载老化

条；通过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11)、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12)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

可实现电容器的自动抓取、电容器正负极判断、将电容器装入老化条、老化条入柜的全自动

流水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器

上料装机机构(12)包括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安装板

(122)、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123)、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双工位电容器装夹

部件(125)、C型垫块(126)、工业相机(128)、工业相机安装板(129)、工作面板(1210)、铝合

金型材支架(1211)，所述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通过安装板(122)固定连接在工作

面板(1210)上，所述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123)通过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固定

连接在工作面板(1210)上，所述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件(125)通过C型垫块(126)固定连接

在工作面板(1210)上；所述工业相机(128)通过工业相机安装板(129)固定连接在工作面板

(1210)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夹

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包括摆动气缸-180组件(1211)、气爪手指钢片(1213)、气爪手指调

整垫块(1214)、橡胶垫块(1215)、机械夹气爪组件(1216)、气缸连接臂(1217)，所述摆动气

缸-180组件(1211)一侧通过配套件与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安装板(122)固定连接，所述摆

动气缸-180组件(1211)另一侧与气缸连接臂(1217)固定连接，所述机械夹气爪组件(1216)

与缸连接臂(1217)固定连接，所述气爪手指钢片(1213)安装于夹取机械爪组件(1216)上，

所述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14)安装于气爪手指钢片(1213)内测，所述橡胶垫块(1215)贴于

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14)内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正

负极调整手部件(123)包括气爪连接臂(1231)、伺服电机组件(1232)、法兰连接盘(1233)、

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三轴气缸组件(1235)、气缸支架(1236)、摆动气缸-90组件(1238)、

气爪手指钢片(12310)、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313)、橡胶垫块(12314)，所述伺服电机组件

(1232)通过键与法兰连接盘(1233)连接，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与法兰连接盘(1233)通过

螺钉定位配合，气爪手指钢片(12310)安装于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上，气爪手指调整垫块

(12313)安装于气爪手指钢片(12310)内测，橡胶垫块(12314)贴于气爪手指调整垫块

(12313)内侧，伺服电机组件(1232)固定在气爪连接臂(1231)一端，气爪连接臂(1231)另一

端与三轴气缸组件(1235)推杆相连接，三轴气缸组件(1235)与气缸支架(1236)固定连接，

气缸支架(1236)与摆动气缸-90组件(1238)一侧固定连接，摆动气缸-90组件(1238)另一侧

与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工位

电容器装夹部件(125)包括气爪夹指顶柱(1251)、型材连接板(1252)、宽度方向导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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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长度方向导向块(1254)、铝合金型材(1255)、同步带电动滑台(1256)、大口气爪手

指垫块(1257)、大口气爪组件(1258)、气爪夹指顶柱(1251)安装于大口气爪手指垫块

(1257)上，大口气爪手指垫块(1257)安装于大口气爪组件(1258)上，铝合金型材(1255)通

过型材连接板(1252)与同步带电动滑台(1256)的滑块相连接，宽度方向导向块(1253)与长

度方向导向块(1254)都通过其上沉孔用沉头螺钉与铝合金型材(1255)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老化条

夹具料架机构(11)包括老化条料柜盖板(111)、老化条料柜架板(112)、料架定位框架组件

(113)、料架安装板(114)、带刹车万向轮组件(115)、老化条料架隔板(116)、老化条轨道部

件(118)，所述料架定位框架组件(113)通过锁紧螺母和螺钉与料架安装板(114)相连接，带

刹车万向轮组件(115)通过其配套件螺母安装于老化条料柜架板(112)底部，老化条轨道部

件(118)固定在老化条料架隔板(116)上，老化条料架隔板(116)固定在老化条料柜架板

(112)上，带刹车万向轮组件(115)卡入料架定位框架组件(11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老化条轨道部件

(118)包括老化条轨道钢条(1181)、轴承滚轮(1185)、轴承轴(1186)，所述轴承滚轮(1185)

通过轴承轴(1186)装于老化条轨道钢条(1181)内的孔中，并通过螺母(1182)、弹簧垫圈

(1183)与平垫圈(1184)定位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桁

架机械手机构(13)包括同步轮桁架导轨组件(131)、老化条抽取机械手组件(132)和老化条

抽取轨道组件(133)，所述老化条抽取机械手组件(132)固定连接在同步轮桁架导轨组件

(131)滑块上，龙门桁架导轨作为支撑件，地脚直接安装于地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老化条

抽取轨道部件(133)包括气爪手指钢片(1332)、轻质机械气爪组件(1333)、冷轧钢条轨道

(1334)、铝合金型材(1335)、气爪连接板(1336)、气缸连接板(1337)、长行程无杆气缸

(1339)，所述长行程无杆气缸(1339)的推杆固定于气缸连接板(1337)上，所述气缸连接板

(1337)通过气爪连接板(1336)与轻质机械气爪组件(1333)固定连接，所述气爪手指钢片

(1332)通过十字螺钉(1331)与轻质机械气爪组件(1333)固定连接，所述冷轧钢条轨道

(1334)焊接于铝合金型材(133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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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尤其是一种可以实现不同规

格的电解铝电容器的自动装机上料机。

背景技术

[0002] 电解铝电容器是控制机器、电子电路中的关键元件之一，通常需在使用电容器前

对其老化充电延寿，当前老化设备中普遍采用单排上料装置，需要人工连续喂入电容器，工

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且自动化程度低，因此实现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装机上料的自动化操

作，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要提供一种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可实现适用于直径规格

15mm-40mm高度为25mm-40mm的电解铝电容的老化自动装机上料。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由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电容器上料装

机机构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组成，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置于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一

侧，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下方置有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部件可

存放四十八根满载老化条；所述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可实现拿取电容器、判断其正负极以

及装夹入老化条；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通过同步带轮，可实现抽放空载老化条、暂放满

载老化条夹具、送回满载老化条；通过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和龙门桁

架机械手机构可实现电容器的自动抓取、电容器正负极判断、将电容器装入老化条、老化条

入柜的全自动流水作业。

[0006] 进一步，所述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包括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电容夹取翻转

机械手安装板、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

件、C型垫块、工业相机、工业相机安装板、工作面板、铝合金型材支架，所述电容夹取翻转机

械手部件通过安装板固定连接在工作面板上，所述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通过电容正负极

调整手安装板固定连接在工作面板上，所述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件通过C型垫块固定连接

在工作面板上；所述工业相机通过工业相机安装板固定连接在工作面板上。

[0007] 进一步，所述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包括摆动气缸-180组件、气爪手指钢片、气

爪手指调整垫块、橡胶垫块、机械夹气爪组件、气缸连接臂，所述摆动气缸-180组件一侧通

过配套件与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摆动气缸-180组件另一侧与气缸连

接臂固定连接，所述机械夹气爪组件与缸连接臂固定连接，所述气爪手指钢片安装于夹取

机械爪组件上，所述气爪手指调整垫块安装于气爪手指钢片内测，所述橡胶垫块贴于气爪

手指调整垫块内侧。

[0008] 进一步，所述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包括气爪连接臂、伺服电机组件、法兰连接

盘、机械夹气爪组件、三轴气缸组件、气缸支架、摆动气缸-90组件、气爪手指钢片、气爪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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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垫块、橡胶垫块，所述伺服电机组件通过键与法兰连接盘连接，机械夹气爪组件与法兰

连接盘通过螺钉定位配合，气爪手指钢片安装于机械夹气爪组件上，气爪手指调整垫块安

装于气爪手指钢片内测，橡胶垫块贴于气爪手指调整垫块内侧，伺服电机组件固定在气爪

连接臂一端，气爪连接臂另一端与三轴气缸组件推杆相连接，三轴气缸组件与气缸支架固

定连接，气缸支架与摆动气缸-90组件一侧固定连接，摆动气缸-90组件另一侧与电容正负

极调整手安装板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件包括气爪夹指顶柱、型材连接板、宽度方向导

向块、长度方向导向块、铝合金型材、同步带电动滑台、大口气爪手指垫块、大口气爪组件、

气爪夹指顶柱安装于大口气爪手指垫块上，大口气爪手指垫块安装于大口气爪组件上，铝

合金型材通过型材连接板与同步带电动滑台的滑块相连接，宽度方向导向块与长度方向导

向块都通过其上沉孔用沉头螺钉与铝合金型材固定。

[0010] 进一步，所述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包括老化条料柜盖板、老化条料柜架板、料架定

位框架组件、料架安装板、带刹车万向轮组件、老化条料架隔板、老化条轨道部件，所述料架

定位框架组件通过锁紧螺母和螺钉与料架安装板相连接，带刹车万向轮组件通过其配套件

螺母安装于老化条料柜架板底部，老化条轨道部件固定在老化条料架隔板上，老化条料架

隔板固定在老化条料柜架板上，带刹车万向轮组件卡入料架定位框架组件。

[0011] 进一步，所述老化条轨道部件包括老化条轨道钢条、轴承滚轮、轴承轴，所述轴承

滚轮通过轴承轴装于老化条轨道钢条内的孔中，并通过螺母、弹簧垫圈与平垫圈定位固定。

[0012] 进一步，所述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包括同步轮桁架导轨组件、老化条抽取机械手

组件和老化条抽取轨道组件，所述老化条抽取机械手组件固定连接在同步轮桁架导轨组件

滑块上，龙门桁架导轨作为支撑件，地脚直接安装于地板。

[0013] 进一步，所述老化条抽取轨道部件包括气爪手指钢片、轻质机械气爪组件、冷轧钢

条轨道、铝合金型材、气爪连接板、气缸连接板、长行程无杆气缸，所述长行程无杆气缸的推

杆固定于气缸连接板上，所述气缸连接板通过气爪连接板与轻质机械气爪组件固定连接，

所述气爪手指钢片通过十字螺钉与轻质机械气爪组件固定连接，所述冷轧钢条轨道焊接于

铝合金型材上。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设计的装机上料系统可替代工人操作，保证电容器高效、稳定地在自动

化装夹在老化条上并自动运送至老化条料柜。

[0016] 2、本发明可实现不同尺寸规格电解铝电容器的自动装机上料机。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a)为主视图，(b)为左视图，(c)为老化条轨道部件剖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的剖视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的剖视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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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7是本发明的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的老化条抽取轨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请参阅图1-7，本发明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由老化条夹具料架机

构11、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12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组成。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11置于

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一侧，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下方置有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12。老

化条夹具料架部件11可存放四十八根满载老化条；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12可实现拿取电容

器、判断其正负极以及装夹入老化条，并通过调整大口气爪垫块尺寸，可适用多规格电解铝

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通过同步带轮，可实现抽放空载老化条、

暂放满载老化条夹具、送回满载老化条；通过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11、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

12和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可实现电容器的自动抓取、电容器正负极判断、将电容器装入

老化条、老化条入柜的全自动流水作业。

[0028] 如图2所示，电容器上料装机机构12包括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电容夹取

翻转机械手安装板122、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123、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双工位

电容器装夹部件125、C型垫块126、六角头螺栓127、工业相机128、工业相机安装板129、工作

面板1210、铝合金型材支架1211，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通过六角头螺栓固定于电容

夹取翻转机械手安装板122上的两长圆孔，安装板通过四个六角头螺栓与工作面板1210固

定，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123通过两个六角头螺栓与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固定，

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通过两六角头螺栓127与工作面板1210固定，双工位电容器装

夹部件125通过16个六角头螺栓127与C型垫块126固定，C型垫块126通过六角头螺栓127在

工作面板1210上固定；所述工业相机128通过六角头螺栓固定于工业相机安装板129，工业

相机安装板129与工作面板1210通过六角头螺栓固定。

[0029] 如图3(a) ,(b) ,(c)所示，老化条夹具料架机构11包括：老化条料柜盖板111、老化

条料柜架板112、料架定位框架组件113、料架安装板114、带刹车万向轮组件115、老化条料

架隔板116、老化条轨道部件118，所述料架定位框架组件113通过锁紧螺母和螺钉与料架安

装板114相连接，带刹车万向轮组件115通过其配套件螺母安装于老化条料柜架板112底部，

老化条轨道部件118通过螺栓1187固定在老化条料架隔板116上，老化条料架隔板116通过

螺栓1110固定在老化条料柜架板112上，带刹车万向轮组件115卡入料架定位框架组件113。

老化条轨道部件118包括老化条轨道钢条1181、螺母1182、弹簧垫圈1183、平垫圈1184、轴承

滚轮1185、轴承轴1186，轴承滚轮1185通过轴承轴1186装于老化条轨道钢条1181内的孔中，

利用螺母1182、弹簧垫圈1183与平垫圈1184使其配合定位。

[0030] 如图4所示，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部件121包括摆动气缸-180组件1211、六角螺钉

1212、气爪手指钢片1213、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14、橡胶垫块1215、机械夹气爪组件1216、气

缸连接臂1217、长六角螺钉1218、沉头螺钉1219，摆动气缸-180组件1211一侧通过配套件和

电容夹取翻转机械手安装板122固定，摆动气缸-180组件1211另一侧通过六角螺钉1212和

气缸连接臂1217固定，机械夹气爪组件1216通过长六角螺钉1218和缸连接臂1217固定，气

爪手指钢片1213通过沉头螺钉1219安装于夹取机械爪组件1216上，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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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沉头螺钉1219安装于气爪手指钢片1213内测，橡胶垫块1215贴于气爪手指调整垫块

1214内侧。

[0031] 如图5所示，电容正负极调整手部件123包括气爪连接臂1231、伺服电机组件1232、

法兰连接盘1233、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三轴气缸组件1235、气缸支架1236、内六角螺钉

1237、摆动气缸-90组件1238、内六角螺钉1239、气爪手指钢片12310、螺母螺栓组件12311、

沉头螺钉12312、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313、橡胶垫块12314，伺服电机组件1232通过键与法

兰连接盘1233连接，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与法兰连接盘1233通过螺钉定位配合，气爪手指

钢片12310通过螺母螺栓12311安装于机械夹气爪组件1234上，气爪手指调整垫块12313通

过沉头螺钉12312安装于气爪手指钢片12310内测，橡胶垫块12314贴于气爪手指调整垫块

12313内侧，伺服电机组件1232固定在气爪连接臂1231一端，气爪连接臂1231另一端通过螺

栓螺母与三轴气缸组件1235推杆相连接，三轴气缸组件1235通过内六角螺钉1237与气缸支

架1236固定，气缸支架1236通过内六角螺钉1239与摆动气缸-90组件1238一侧固定，摆动气

缸-90组件1238另一侧与电容正负极调整手安装板124固定。

[0032] 如图6所示，双工位电容器装夹部件125包括气爪夹指顶柱1251、型材连接板1252、

宽度方向导向块1253、长度方向导向块1254、铝合金型材1255、同步带电动滑台1256、大口

气爪手指垫块1257、大口气爪组件1258、沉头螺钉1259，气爪夹指顶柱1251通过钢板螺纹安

装于大口气爪手指垫块1257上，大口气爪手指垫块1257通过沉头螺钉安装于大口气爪组件

1258上，铝合金型材1255通过型材连接板1252与同步带电动滑台1256的滑块相连接，宽度

方向导向块1253与长度方向导向块1254都通过其上沉孔用沉头螺钉与铝合金型材1255固

定。

[0033] 如图7、8所示，龙门桁架机械手机构13包括同步轮桁架导轨组件131、老化条抽取

机械手组件132和老化条抽取轨道组件133，老化条抽取机械手组件132固定在同步轮桁架

导轨组件131滑块上，龙门桁架导轨作为支撑件，地脚直接安装于地板；老化条抽取轨道部

件133包括：十字螺钉1331、气爪手指钢片1332、轻质机械气爪组件1333、冷轧钢条轨道

1334、铝合金型材1335、气爪连接板1336、气缸连接板1337、圆头内六角螺钉1338、长行程无

杆气缸1339，长行程无杆气缸1339推杆通过圆头内六角螺钉1338固定于气缸连接板1337，

气缸连接板1337通过螺钉与气爪连接板1336固定，气爪连接板1336通过螺钉与轻质机械气

爪组件1333固定，气爪手指钢片1332通过十字螺钉1331与轻质机械气爪组件1333固定，冷

轧钢条轨道1334焊接于铝合金型材1335上。

[0034] 本发明设计的电解铝电容器老化自动装机上料机，可实现电容器的自动抓取、电

容器正负极判断、将电容器装入老化条、老化条入柜等功能的全自动流水作业，减少了工人

的高强度重复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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