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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组装装置及具有该装置的

烟弹组装设备，该组装装置包括：基板、平移板、

摇摆驱动机构及装料机构，平移板水平移动于基

板上，摇摆驱动机构设于基板上，平移板与摇摆

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摇摆驱动机构可驱使平移板

水平往复移动；装料机构设于平移板上。具有结

构简单、避免组装弹出、一次组装成功率高、组装

速度快及能够保障组装资料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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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平移板、摇摆驱动机构及装料机构，所述平

移板水平移动于所述基板上，所述摇摆驱动机构设于所述基板上，所述平移板与所述摇摆

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摇摆驱动机构可驱使所述平移板水平往复移动；所述装料机构设

于所述平移板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摇摆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直线驱动

器及摇摆传动组件，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枢转固定于所述基板上，所述摇摆传动组件传动

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与所述平移板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摇摆传动组件包括：驱动板及从动

柱体，所述驱动板竖直移动于所述基板上，所述驱动板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

端；所述驱动板上形成有曲线导引部，所述曲线导引部沿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往复弯曲

并纵向延伸布置；所述从动柱体固定连接于所述平移板上，所述从动柱体滑动连接于所述

曲线导引部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曲线导引部为开设于所述驱动板上

的长形曲线导引孔，所述从动柱体滑动穿置于所述长形曲线导引孔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料机构包括：安装板、枢接轴、装

料头、第一弹性件及第二弹性件，所述安装板竖直固定于所述平移板上，所述枢接轴水平固

定于所述安装板上，且所述枢接轴垂直于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所述装料头于一垂直所

述枢接轴的竖直平面内移动设于所述安装板上，所述装料头上形成有沿平行所述枢接轴的

方向贯穿布置的腰形孔，且所述腰形孔平行于所述装料头的长度方向，所述腰形孔活动套

设于所述枢接轴上；所述第一弹性件设于所述装料头与所述安装板之间，所述第一弹性件

恒驱使所述装料头向下移动；所述第二弹性件呈竖直的连接于所述安装板与所述装料头之

间，所述第二弹性件恒驱使所述装料头摆动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第三弹性件，所述

安装板内开设有一竖直布置的容纳孔，所述装料头上水平凸伸形成有一凸台，所述凸台上

开设有一开口朝上的承载凹槽；所述装料头位于竖直布置的位置时，所述承载凹槽位于所

述容纳孔的正下方；所述第三弹性件的下端插置承载于所述承载凹槽内，所述第三弹性件

的上端插置于所述容纳孔内，所述第三弹性件恒驱使所述装料头摆动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第二直线驱动器

及脱料推杆，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竖直固定于所述安装板上，所述装料头内形成有沿所述

装料头的长度方向贯穿布置的第一穿置通孔，所述脱料推杆的下端滑动穿置于所述第一穿

置通孔内，所述脱料推杆的上端呈可沿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往复浮动的连接于所述第二

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料推杆上形成有沿平行所述枢接

轴的方向贯穿布置的长形孔，且所述长形孔平行于所述脱料推杆的长度方向，所述长形孔

滑动套设于所述枢接轴上；所述第一穿置通孔的内壁向外凹陷形成有承载台阶，所述承载

台阶位于所述腰形孔的上方，所述第一弹性件容纳于所述长形孔内，所述第一弹性件上端

抵接于所述长形孔的上端，所述第一弹性件下端承载抵接于所述承载台阶上。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组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仿形胶套，所述仿

形胶套固定于所述装料头的下端，所述胶套的顶部形成有连通于所述第一穿置通孔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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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置通孔，所述第二穿置通孔可供所述脱料推杆的下端滑动穿置。

10.一种烟弹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弹组装设备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

述的组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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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装置及具有该装置的烟弹组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组装设备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组装装置及具有该装置的烟弹组

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子烟的烟弹组装的过程中，有一道工序需要装上橡胶垫，用于对烟油的密封。

由于橡胶垫与透明壳是过盈配合，橡胶垫比透明壳大，不易组装。

[0003] 传统的组装方式大多都是驱动组装头呆板式的直接直线下压，不但结构复杂，而

且驱动组装头呆板式的直接直线下压的组装方式，在组装的过程中经常卡住导致组装失

败，有时虽勉强压入，一旦装料头抬起来后，橡胶垫又会出现弹出来现象。使用这种传统方

式组装过程中，为了减少装入失败，经常多次下压，多次组装，组装速度慢，浪费了大量的时

间，组装效率低下，影响产线的产能。同时，也难于保障组装质量，废品出现比例高，使得生

产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满足客户的满意度。

[0004] 因此，急需要一种组装装置及具有该装置的烟弹组装设备来克服上述存在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组装装置，该组装装置具有结构简单、避免组

装弹出、一次组装成功率高、组装速度快及能够保障组装资料的优点。

[0006] 本申请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烟弹组装设备，该烟弹组装设备具有结构

简单、避免组装弹出、一次组装成功率高、组装速度快及能够保障组装资料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组装装置，包括：基板、平

移板、摇摆驱动机构及装料机构，所述平移板水平移动于所述基板上，所述摇摆驱动机构设

于所述基板上，所述平移板与所述摇摆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摇摆驱动机构可驱使所述

平移板水平往复移动；所述装料机构设于所述平移板上。

[0008] 可选地，所述摇摆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直线驱动器及摇摆传动组件，所述第一直线

驱动器枢转固定于所述基板上，所述摇摆传动组件传动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

端与所述平移板之间。

[0009] 可选地，所述摇摆传动组件包括：驱动板及从动柱体，所述驱动板竖直移动于所述

基板上，所述驱动板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所述驱动板上形成有曲线导引

部，所述曲线导引部沿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往复弯曲并纵向延伸布置；所述从动柱体固

定连接于所述平移板上，所述从动柱体滑动连接于所述曲线导引部上。

[0010] 可选地，所述曲线导引部为开设于所述驱动板上的长形曲线导引孔，所述从动柱

体滑动穿置于所述长形曲线导引孔内。

[0011] 可选地，所述装料机构包括：安装板、枢接轴、装料头、第一弹性件及第二弹性件，

所述安装板竖直固定于所述平移板上，所述枢接轴水平固定于所述安装板上，且所述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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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垂直于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所述装料头于一垂直所述枢接轴的竖直平面内移动设于

所述安装板上，所述装料头上形成有沿平行所述枢接轴的方向贯穿布置的腰形孔，且所述

腰形孔平行于所述装料头的长度方向，所述腰形孔活动套设于所述枢接轴上；所述第一弹

性件设于所述装料头与所述安装板之间，所述第一弹性件恒驱使所述装料头向下移动；所

述第二弹性件呈竖直的连接于所述安装板与所述装料头之间，所述第二弹性件恒驱使所述

装料头摆动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0012] 可选地，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第三弹性件，所述安装板内开设有一竖直布置的容

纳孔，所述装料头上水平凸伸形成有一凸台，所述凸台上开设有一开口朝上的承载凹槽；所

述装料头位于竖直布置的位置时，所述承载凹槽位于所述容纳孔的正下方；所述第三弹性

件的下端插置承载于所述承载凹槽内，所述第三弹性件的上端插置于所述容纳孔内，所述

第三弹性件恒驱使所述装料头摆动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0013] 可选地，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第二直线驱动器及脱料推杆，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

竖直固定于所述安装板上，所述装料头内形成有沿所述装料头的长度方向贯穿布置的第一

穿置通孔，所述脱料推杆的下端滑动穿置于所述第一穿置通孔内，所述脱料推杆的上端呈

可沿所述平移板的移动方向往复浮动的连接于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

[0014] 可选地，所述脱料推杆上形成有沿平行所述枢接轴的方向贯穿布置的长形孔，且

所述长形孔平行于所述脱料推杆的长度方向，所述长形孔滑动套设于所述枢接轴上；所述

第一穿置通孔的内壁向外凹陷形成有承载台阶，所述承载台阶位于所述腰形孔的上方，所

述第一弹性件容纳于所述长形孔内，所述第一弹性件上端抵接于所述长形孔的上端，所述

第一弹性件下端承载抵接于所述承载台阶上。

[0015] 可选地，所述装料机构还包括：仿形胶套，所述仿形胶套固定于所述装料头的下

端，所述胶套的顶部形成有连通于所述第一穿置通孔的第二穿置通孔，所述第二穿置通孔

可供所述脱料推杆的下端滑动穿置。

[0016] 本申请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烟弹组装设备，其中，所述烟弹组装设备包

括前述任一项所述的组装装置。

[0017] 由于本申请的组装装置的平移板水平移动于基板上，摇摆驱动机构设于基板上，

平移板与摇摆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摇摆驱动机构可驱使平移板水平往复移动；装料机构设

于平移板上。则，在将弹性胶垫组装于壳体内时，先由装料机构夹住待组装的壳体，再带动

本申请的组装装置及所夹住的壳体移送至待组装的弹性胶垫的正上方，然后再带动本申请

的组装装置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且在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

动的过程中，同时由摇摆驱动机构驱使平移板带动装料机构水平往复移动，进而使得待组

装的壳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随装料机构水平往复移动摇摆，当壳体不断向下移动压

入弹性胶垫时，弹性胶垫在壳体向下移动同时不断的水平往复移动摇摆配合作用下便很快

装入到壳体内。不但结构简单，而且替代了传统直接直线下压的组装方式，在组装的过程中

能够避免卡住导致组装失败的情况，以及避免组装弹出的现象，一次组装成功率高，无需多

次下压，多次组装，组装速度大大提高，缩短组装的时间，组装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大大提高

了产线的产能。同时，能够更好的保障组装质量，避免废品出现，使得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进

而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由于本申请的烟弹组装设备具有本申请上述的组装装置，故

本申请的烟弹组装设备也具有结构简单、避免组装弹出、一次组装成功率高、组装速度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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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障组装资料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中组装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组合立体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于另一视角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中组装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组合主视图。

[0021] 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中组装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组合左视图。

[0022] 图5为沿图3中A‑A线的剖视图。

[0023] 图6为沿图4中B‑B线的剖视图。

[0024] 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中组装装置的基板、平移板及摇摆驱动机构一个实施例的组

合立体示意图。

[0025] 图8为图7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优选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27] 请参阅图1至图8，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包括：基板10、平移板20、摇摆驱动机构30

及装料机构40，平移板20水平移动于基板10上，其中，在本实施例中，平移板20可选择为沿

左右方向水平移动于基板10上，但并不以此为限。摇摆驱动机构30设于基板10上，平移板20

与摇摆驱动机构30传动连接，摇摆驱动机构30可驱使平移板20水平往复移动；装料机构40

设于平移板20上。则，在将弹性胶垫组装于壳体内时，先由装料机构40夹住待组装的壳体，

再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移送至待组装的弹性胶垫的正上方，然后再

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且在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

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由摇摆驱动机构30驱使平移板20带动装料机构40水平

往复移动，进而使得待组装的壳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随装料机构40水平往复移动摇

摆，当壳体不断向下移动压入弹性胶垫时，弹性胶垫在壳体向下移动同时不断的水平往复

移动摇摆配合作用下便很快装入到壳体内。不但结构简单，而且替代了传统直接直线下压

的组装方式，在组装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卡住导致组装失败的情况，以及避免组装弹出的现

象，一次组装成功率高，无需多次下压，多次组装，组装速度大大提高，缩短组装的时间，组

装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产线的产能。同时，能够更好的保障组装质量，避免废品

出现，使得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具体地，如下：

[0028] 请参阅图1、图2、图7及图8，摇摆驱动机构30包括：第一直线驱动器31及摇摆传动

组件32，第一直线驱动器31可选择为气缸，但并不以此为限，第一直线驱动器31枢转固定于

基板10上，摇摆传动组件32传动连接于第一直线驱动器31的输出端与平移板20之间。可选

择的，在本实施例中，摇摆传动组件32包括：驱动板321及从动柱体322，驱动板321竖直移动

于基板10上，驱动板321连接于第一直线驱动器31的输出端；驱动板321上形成有曲线导引

部3211，曲线导引部3211沿平移板20的移动方向往复弯曲并纵向延伸布置；从动柱体322固

定连接于平移板20上，从动柱体322滑动连接于曲线导引部3211上。则，第一直线驱动器31

驱使驱动板321竖直上下移动时，上下移动的曲线导引部3211即可导引驱使从动柱体322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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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平移板20水平往复移动。详细地，在本实施例中，曲线导引部3211可选择为开设于驱动板

321上的长形曲线导引孔(图中未标注)，从动柱体322滑动穿置于长形曲线导引孔内，从而

实现了长形曲线导引孔导引顶推从动柱体322水平往复移动，而且长形曲线导引孔的弯曲

走向可以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而灵活设计旋转，当然，曲线导引部3211的具体实现结构并

不以此为限，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而灵活选择，故，在此不再一一

赘述。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6，装料机构40包括：安装板41、枢接轴42、装料头43、第一弹性件44

及第二弹性件45a，安装板41竖直固定于平移板20上，枢接轴42水平固定于安装板41上，且

枢接轴42垂直于平移板20的移动方向；装料头43于一垂直枢接轴42的竖直平面内移动设于

安装板41上，装料头43上形成有沿平行枢接轴42的方向贯穿布置的腰形孔431，且腰形孔

431平行于装料头43的长度方向，腰形孔431活动套设于枢接轴42上；第一弹性件44设于装

料头43与安装板41之间，第一弹性件44恒驱使装料头43向下移动；第二弹性件45a呈竖直的

连接于安装板41与装料头43之间，第二弹性件45a恒驱使装料头43摆动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则，装料头43通过腰形孔431活动套设于枢接轴42上的结构，使得装料头43能够在枢接轴42

的导引和限位作用下上下移动及左右摆动。同时，装料头43夹住壳体不断向下移动与承载

弹性胶垫的载具接触及不断压入弹性胶垫时，在第一弹性件44的弹力作用下能够对装料头

43起到上下移动缓冲的作用，防止刚性碰撞。再者，第二弹性件45a可选择弹簧片，弹簧片沿

平行于枢接轴42的竖直方向连接于安装板41与装料头43之间，通过弹簧片的弹力作用，不

但能够容忍装料头43左右摆动来不断适应壳体压入弹性胶垫，使得弹性胶垫能够更顺利的

组装入壳体内；而且在装料头43完成弹性胶垫组装入壳体内后向上移动脱离与承载弹性胶

垫的载具时，弹簧片还能驱使装料头43恢复至竖直布置的位置，结构更为合理。

[0030] 请参阅图4及图6，装料机构40还包括：第三弹性件45b，安装板41内开设有一竖直

布置的容纳孔411，装料头43上水平凸伸形成有一凸台432，凸台432上开设有一开口朝上的

承载凹槽433；装料头43位于竖直布置的位置时，承载凹槽433位于容纳孔411的正下方；第

三弹性件45b可选择为弹簧，但并不以此为限，第三弹性件45b的下端插置承载于承载凹槽

433内，第三弹性件45b的上端插置于容纳孔411内，第三弹性件45b恒驱使装料头43摆动至

竖直布置的位置。通过第三弹性件45b的弹力作用，不但能够容忍装料头43左右摆动来不断

适应壳体压入弹性胶垫，使得弹性胶垫能够更顺利的组装入壳体内；而且在装料头43完成

弹性胶垫组装入壳体内后向上移动脱离与承载弹性胶垫的载具时，第三弹性件45b还能驱

使装料头43恢复至竖直布置的位置，结构更为合理。通过第二弹性件45a及第三弹性件45b

的配合作用，使得装料头43能够更准确的复位至竖直布置的位置，且复位动作更快，结构更

为合理。

[0031] 请参阅图3至图6，装料机构40还包括：第二直线驱动器46及脱料推杆47，第二直线

驱动器46可选择为气缸，但并不以此为限，第二直线驱动器46竖直固定于安装板41上，装料

头43内形成有沿装料头43的长度方向贯穿布置的第一穿置通孔434，脱料推杆47的下端滑

动穿置于第一穿置通孔434内，脱料推杆47的上端呈可沿平移板20的移动方向往复浮动的

连接于第二直线驱动器46的输出端，以允许脱料推杆47随装料头43左右摆动。当完成弹性

胶垫组装入壳体内后，即可通过第二直线驱动器46驱使脱料推杆47于第一穿置通孔434内

向下移动将装入有弹性胶垫的壳体推出脱离于装料头43，实现自动脱料的动作，结构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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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0032] 请参阅图3及图5，可选择地，装料机构40还包括：连接板49a及连接轴49b，连接板

49a于一垂直枢接轴42的竖直平面内移动设于安装板41上，连接板49a的顶部浮动连接于直

线驱动器的输出端；连接轴49b沿平行枢接轴42的方向固定于连接板49a上，脱料推杆47的

上端还开设有向上弯曲的弧形通孔472，弧形通孔472滑动套设于连接轴49b上。通过弧形通

孔472滑动套设于连接轴49b既实现了允许脱料推杆47随装料头43左右摆动，又保障了第二

直线驱动器46能够驱使脱料推杆47上下结构，从而实现脱料推杆47的上端呈可沿平移板20

的移动方向往复浮动的连接于第二直线驱动器46的输出端的结构，且结构更为简单合理。

[0033] 请参阅图5及图6,，脱料推杆47上形成有沿平行枢接轴42的方向贯穿布置的长形

孔471，且长形孔471平行于脱料推杆47的长度方向，长形孔471滑动套设于枢接轴42上；第

一穿置通孔434的内壁向外凹陷形成有承载台阶435，承载台阶435位于腰形孔431的上方，

第一弹性件44容纳于长形孔471内，第一弹性件44上端抵接于长形孔471的上端，第一弹性

件44下端承载抵接于承载台阶435上，且第一弹性件44呈压缩的设置，从而实现第一弹性件

44设于装料头43与安装板41之间来恒驱使装料头43向下移动的结构，结构更为简单合理。

[0034] 请参阅图3至图6，装料机构40还包括：仿形胶套48，仿形胶套48固定于装料头43的

下端，胶套的顶部形成有连通于第一穿置通孔434的第二穿置通孔481，第二穿置通孔481可

供脱料推杆47的下端滑动穿置。通过仿形胶套48的弹性包覆，不但使得壳体能够更顺畅的

插入并夹紧于仿形胶套48，而且也能更方便的取出装入有弹性胶垫的壳体，结构更为合理。

[0035] 请参阅图1至图6，可选择的，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板41内开设有一竖直布置的安装

凹槽412，而且，连接板49a、连接轴49b、脱料推杆47、装料头43及第一弹性件44均位于安装

凹槽412内，从而将装料头43及脱料推杆47限制在垂直枢接轴42的竖直平面内移动，结构布

局更为合理。再者，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板41上可选择设置有两个第二直线驱动器46，每个

第二直线驱动器46上均对应有一个连接板49a，每个连接板49a上可选择设置有两个连接轴

49b及对应的两个脱料推杆47、两个第一弹性件44、两个装料头43及两个仿形胶套48，每个

装料头43对应有两个第二弹性件45a及一个第三弹性件45b，即，在本实施例中，本申请的装

料机构40上具有四个装料头43及对应的四个仿形胶套48分别同时来夹住四个壳体向下移

动压入弹性胶垫，以进一步提高组装效率。当然，装料机构40上的第二直线驱动器46、连接

板49a、连接轴49b、脱料推杆47、第一弹性件44、第二弹性件45a、第三弹性件45b、装料头43

及仿形胶套48的设置数量并不以此为限，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而

灵活选择，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0036] 结合附图，对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的工作原理作详细说明：

[0037] 在将弹性胶垫组装于壳体内时，先由装料头43上的仿形胶套48夹住待组装的壳

体，再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移送至待组装的弹性胶垫的正上方，其

中，本申请的基板10可安装在外部的水平及竖直移送的装置上，以实现带动本申请的组装

装置100的整体移动。

[0038] 然后，再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且在带动本申请的

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由第一直线驱动器31驱使驱动板321

竖直向下移动时，向下移动的曲线导引部3211即可导引驱使从动柱体322带动平移板20水

平往复移动，进而使得装料头43上的仿形胶套48上所夹住的待组装的壳体在向下移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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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同时随平移板20水平往复移动摇摆，同时，装料头43在第二弹性件45a及第三弹性件

45b的弹力作用下能够容忍装料头43左右摆动来不断适应壳体压入弹性胶垫，使得弹性胶

垫能够更顺利的组装入壳体内，而在第一弹性件44的弹力作用下能够对装料头43起到上下

移动缓冲的作用，防止刚性碰撞。

[0039] 随着下移的基板10带动壳体不断向下移动压入弹性胶垫的过程中，弹性胶垫在壳

体向下移动同时不断的水平往复移动摇摆配合作用下便很快装入到壳体内。

[0040] 在装料头43完成弹性胶垫组装入壳体内后向上移动脱离与承载弹性胶垫的载具

时，同时由第二直线驱动器46驱使脱料推杆47于第一穿置通孔434内向下移动将装入有弹

性胶垫的壳体推出脱离于装料头43，而且，第二弹性件45a及第三弹性件45b还能驱使装料

头43恢复至竖直布置的位置。

[0041] 举例而言，在本实施例中，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可选择应用设置于烟弹组装设备

(图中未示)中，则壳体对应可选择为电子烟的烟弹上的透明壳，弹性胶垫对应可选择为电

子烟的烟弹上用于对烟油的密封的橡胶垫，在烟弹组装设备组装烟弹的过程中，来实现自

动将橡胶垫组装于透明壳内。当然，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的应用并不局限于电子烟的烟弹

组装设备领域，其他领域类型的产品若有类似需要将弹性胶垫组装到壳体内的，也可以适

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0042] 由于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的平移板20水平移动于基板10上，摇摆驱动机构30设

于基板10上，平移板20与摇摆驱动机构30传动连接，摇摆驱动机构30可驱使平移板20水平

往复移动；装料机构40设于平移板20上。则，在将弹性胶垫组装于壳体内时，先由装料机构

40夹住待组装的壳体，再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移送至待组装的弹性

胶垫的正上方，然后再带动本申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且在带动本申

请的组装装置100及所夹住的壳体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由摇摆驱动机构30驱使平移板

20带动装料机构40水平往复移动，进而使得待组装的壳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同时随装料

机构40水平往复移动摇摆，当壳体不断向下移动压入弹性胶垫时，弹性胶垫在壳体向下移

动同时不断的水平往复移动摇摆配合作用下便很快装入到壳体内。不但结构简单，而且替

代了传统直接直线下压的组装方式，在组装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卡住导致组装失败的情况，

以及避免组装弹出的现象，一次组装成功率高，无需多次下压，多次组装，组装速度大大提

高，缩短组装的时间，组装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产线的产能。同时，能够更好的保

障组装质量，避免废品出现，使得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由于

本申请的烟弹组装设备具有本申请上述的组装装置100，故本申请的烟弹组装设备也具有

结构简单、避免组装弹出、一次组装成功率高、组装速度快及能够保障组装资料的优点。

[0043] 以上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了描述，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以上揭示的实施例，

而应当涵盖各种根据本申请的本质进行的修改、等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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