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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包括

位于同一平面位置的小工作台和大工作台，小工

作台的上表面安装有小转盘，小转盘的圆周方向

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小转盘外部

的小工作台上沿着顺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烟弹

上料机构、烟嘴塞组装机构、第一压合机构；大工

作台上安装有大转盘，大转盘的圆周方向同样均

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大转盘外部的

大工作台上沿着逆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底塞组

装机构、注油机构、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

第二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第二压合机构、擦

拭烟弹电阻值检测机构和烟弹下料机构；位于大

转盘和小转盘之间的大工作台上安装有烟弹翻

转机构。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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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同一平面位置的小工

作台(4)和大工作台(1)，所述小工作台(4)和大工作台(1)之间通过连接块(2)连接，所述小

工作台(4)和大工作台(1)的底面均设置有控制箱(17)；所述小工作台(4)的上表面安装有

小转盘(6)，所述小转盘(6)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18)，所述小转

盘(6)外部的小工作台(4)上沿着顺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烟弹上料机构(7)、烟嘴塞组装机

构(5)、第一压合机构(3)；烟弹上料机构(7)、烟嘴塞组装机构(5)、第一压合机构(3)的输出

端均与小转盘(6)上的烟弹夹持治具(18)对应；所述大工作台(1)上安装有大转盘(10)，所

述大转盘(10)的圆周方向同样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18)，所述大转盘(10)外

部的大工作台(1)上沿着逆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底塞组装机构(9)、注油机构(12)、第一烟

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4)、第二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3)、第二压合机构(15)、擦拭烟弹

电阻值检测机构(16)和烟弹下料机构(19)；位于大转盘(10)和小转盘(6)之间的大工作台

(1)上安装有烟弹翻转机构(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转盘

(6)的安装结构为：所述小转盘(6)成圆环形结构，并在中间位置固定一块小固定盘(601)，

所述小固定盘(601)的底部安装有驱动其转动的步进电机，所述小固定盘(601)上还固定安

装有外部气缸(21)，外部气缸(21)的输出端与烟弹夹持治具(18)对应。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小

转盘(6)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安装有四个烟弹夹持治具(1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弹翻

转机构(8)的结构为：所述大工作台(1)上开有长圆孔，所述长圆孔内安装有一块竖直板

(889)，所述竖直板(889)的顶部安装有支撑座(886)，所述支撑座(886)的顶面通过回转支

撑安装有顶架板(882)，位于竖直板(889)的前方安装有旋转电机(887)，所述旋转电机

(887)的输出端与回转支撑连接，位于竖直板(889)的后方安装有控制其上下移动的高度调

节机构(888)，所述高度调节机构(888)通过紧固件与大工作台(1)锁紧，所述顶架板(882)

的两端对称安装有旋转气缸(883)，所述旋转气缸(883)的输出端安装有夹住烟弹(22)的夹

爪(884)。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两个旋转气

缸(883)之间的顶架板(882)上安装有控制旋转气缸(883)工作的电磁阀(88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转盘

(10)的安装结构为：所述大转盘(10)上表面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有八个烟弹夹持治具

(18)，所述大转盘(10)的中部固定有大固定盘(26)，所述大固定盘(26)的底部安装有驱动

其转动的动力装置。所述大固定盘(26)上固定有外部气缸(2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转盘

(6)和大转盘(10)的安装轴心互相平行。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位于大转盘

(10)上的烟弹夹持治具(18)上配合安装有校准块(11)。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工作

台(1)和小工作台(4)上均安装有机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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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烟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卖的电子烟，很多品种，电子烟的组件都很多，一般都有涉及十几个

物料组装，这样就需要有很多个工位操作。而烟弹的组装是最为有难度的，如图4所示，烟弹

23上装有一个烟嘴塞25，一个底塞24，两个烟钉23，而且装烟钉23前需要先注烟油，品种不

一样，规格不一样。而目前将底塞24和烟钉23及烟油放进电子烟的烟弹23内的过程，还是处

于手工安装的方式，之前没有自动化产线。完全人工放料，效率低，人力成本高，质量以及卫

生都很难保障。因此，人工操作，不利于生产，亟需解决。

[0003] 随着科技进步及政策引导，很多手工作业都开始转型自动化产线。然而，要实现自

动化产线，就必须要实现自动供料。电子烟的烟弹23，尺寸小，难实现自动供料。市场上没有

自动化设备，也是因为其难度大，很难开发自动化设备而导致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人针对上述现有生产技术中的缺点，提供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

机构，从而可以方便的完成电子烟的自动化加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卫生安全。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包括位于同一平面位置的小工作台和大工

作台，所述小工作台和大工作台之间通过连接块连接，所述小工作台和大工作台的底面均

设置有控制箱；所述小工作台的上表面安装有小转盘，所述小转盘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安

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所述小转盘外部的小工作台上沿着顺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烟弹上

料机构、烟嘴塞组装机构、第一压合机构；烟弹上料机构、烟嘴塞组装机构、第一压合机构的

输出端均与小转盘上的烟弹夹持治具对应；所述大工作台上安装有大转盘，所述大转盘的

圆周方向同样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所述大转盘外部的大工作台上沿着逆时

针方向依次安装有底塞组装机构、注油机构、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第二烟钉和密封

圈组装机构、第二压合机构、擦拭烟弹电阻值检测机构和烟弹下料机构；位于大转盘和小转

盘之间的大工作台上安装有烟弹翻转机构。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8] 所述小转盘的安装结构为：所述小转盘成圆环形结构，并在中间位置固定一块小

固定盘，所述小固定盘的底部安装有驱动其转动的步进电机，所述小固定盘上还固定安装

有外部气缸，外部气缸的输出端与烟弹夹持治具对应。

[0009] 所述小转盘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安装有四个烟弹夹持治具。

[0010] 所述烟弹翻转机构的结构为：所述大工作台上开有长圆孔，所述长圆孔内安装有

一块竖直板，所述竖直板的顶部安装有支撑座，所述支撑座的顶面通过回转支撑安装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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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板，位于竖直板的前方安装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的输出端与回转支撑连接，位于竖

直板的后方安装有控制其上下移动的高度调节机构，所述高度调节机构通过紧固件与大工

作台锁紧，所述顶架板的两端对称安装有旋转气缸，所述旋转气缸的输出端安装有夹住烟

弹的夹爪。

[0011] 两个旋转气缸之间的顶架板上安装有控制旋转气缸工作的电磁阀。

[0012] 所述大转盘的安装结构为：所述大转盘上表面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有八个烟弹

夹持治具，所述大转盘的中部固定有大固定盘，所述大固定盘的底部安装有驱动其转动的

动力装置。

[0013] 所述大固定盘上固定有外部气缸。

[0014] 所述小转盘和大转盘的安装轴心互相平行。

[0015] 位于大转盘上的烟弹夹持治具上配合安装有校准块。

[0016] 所述大工作台和小工作台上均安装有机罩。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本发明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通过工作台上大转盘和小转盘的设计，各个机

构的配合工作，可以方便的完成烟弹上烟嘴塞、底塞和烟钉的自动安装程度，在输送组件的

配合下循环工作，工作效率高，占用空间小。

[0019] 采用两个转盘配合工作，各个工位的机构设置在转盘外部，方便工作，循环操作方

便，效率高。

[0020] 本发明所述的每一个机构独立安装在工作台面上，维护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省略机罩)。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俯视图(省略机罩)。

[0024] 图4为本发明烟弹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小转盘的安装示意图。

[0026] 图6本发明烟弹翻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本发明大转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烟嘴塞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烟嘴塞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省略抓取机构)。

[0030] 图10为本发明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11为本发明底塞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为本发明第一压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3为本发明注油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4为本发明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5为本发明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省略压合组件)。

[0036] 图16为本发明压合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7为本发明烟钉供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8为本发明烟钉放置台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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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19为本发明密封圈供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0为本发明密封圈圆振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1为图20中B部的局部放大图。

[0042] 图22为本发明顶针放置台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23为本发明顶针放置台的爆炸图。

[0044] 图24为本发明密封圈吸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25为本发明烟弹夹持治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26为本发明烟弹夹持治具的爆炸图。

[0047] 图27为本发明限位块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28为本发明侧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49] 图29为本发明滑板的结构示意。

[0050] 其中：1、大工作台；2、连接块；3、第一压合机构；4、小工作台；5、烟嘴塞组装机构；

6、小转盘；601、小固定盘；7、烟弹上料机构；8、烟弹翻转机构；9、底塞组装机构；10、大转盘；

11、校准块；12、注油机构；13、第二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4、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

构；15、第二压合机构；16、擦拭烟弹电阻值检测机构；17、控制箱；18、烟弹夹持治具；19、烟

弹下料机构；20、机罩；21、外部气缸；

[0051] 22、烟弹；23、烟钉；24、底塞；25、烟嘴塞；

[0052] 26、大固定盘；

[0053] 501、顶部Y轴移动模组；502、Z轴移动模组；503、废料槽；504、错位板；505、错位板

推送气缸；506、水平输送平台；507、烟嘴塞圆振；508、光电传感器；

[0054] 3661、压合电机；3662、上下滑移模组；3663、压板；3664、压头安装板；3665、压头；

3666、竖板；

[0055] 881、电磁阀；882、顶架板；883、旋转气缸；884、夹爪；885、回转支撑；886、支撑座；

887、旋转电机；888、高度调节机构；889、竖直板；

[0056] 991、顶面Y轴移动模组；992、Z轴模组；993、底塞抓取头；994、底塞供料机构；

[0057] 1201、油箱；1202、注油推送气缸；1203、上下调节板；1204、注油台；1205、注油针；

1206、滴油盒；

[0058] 111、压合组件；222、烟钉供料机构；333、密封圈供料机构；

[0059] 1001、支腿；1002、横向滑移模组；1003、真空发生器；1004、纵向滑移模组；1005、滑

移板；1006、滑移气缸；1007、气缸安装板；1008、第一导轨；1009、导向块；1010、移动板；

1011、吸头板；1012、真空吸头；

[0060] 201、平台；202、烟钉圆振；203、输送台；204、烟钉输送槽；205、小直振；206、直振支

撑台；207、烟钉放置台；208、推送气缸；209、上底座；210、活塞伸缩杆；211、推块；212、衔接

块；213、衔接槽；214、烟钉；215、压条；216、烟钉放置块；217、烟钉放置槽；218、升降气缸；

219、支架；220、顶起块；

[0061] 301、密封圈圆振；302、Y向驱动模组；303、顶针放置台；304、X向驱动模组；305、立

柱；306、密封圈吸头组件；307、底板；

[0062] 30101、定位块；30102、螺孔；30103、密封圈放置槽；30104、传感器；

[0063] 30301、顶针；30302、第一顶板；30303、过渡板；30304、上板；30305、垂直板；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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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板；30307、下板；30308、顶针气缸；30309、大弹簧；30310、螺钉；30311、销轴；30312、小

弹簧；

[0064] 30601、吸头安装板；30602、吸头气缸；30603、L型板；30604、活塞杆；30605、吸头本

体；30606、吸头安装座；30607、T型连接块；30608、第一滑块；30609、滑轨。

[0065] 1801、限位块组件；1802、限位条；1803、待加工烟弹；1804、固定板；1805、第二顶

板；1806、第二滑块；1807、第二导轨；1808、插销；1809、滑板；1810、弹簧；1811、凹坑；1812、

治具盖板；1813、治具底板；

[0066] 180101、侧挡块；180102、前挡块；180103、水平挡块；180104、内凹结构；180105、大

孔；180106、小孔；180107、台阶；

[0067] 180901、第一长条形孔；180902、第二长条形孔；180903、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6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69]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电子烟自动组装转盘式拼接机构，包括位于同

一平面位置的小工作台4和大工作台1，小工作台4和大工作台1之间通过连接块2连接，小工

作台4和大工作台1的底面均设置有控制箱17；小工作台4的上表面安装有小转盘6，小转盘6

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18，小转盘6外部的小工作台4上沿着顺时针

方向依次安装有烟弹上料机构7、烟嘴塞组装机构5、第一压合机构3；烟弹上料机构7、烟嘴

塞组装机构5、第一压合机构3的输出端均与小转盘6上的烟弹夹持治具18对应；大工作台1

上安装有大转盘10，大转盘10的圆周方向同样均匀间隔安装有多个烟弹夹持治具18，大转

盘10外部的大工作台1上沿着逆时针方向依次安装有底塞组装机构9、注油机构12、第一烟

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4、第二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3、第二压合机构15、擦拭烟弹电阻值

检测机构16和烟弹下料机构19；位于大转盘10和小转盘6之间的大工作台1上安装有烟弹翻

转机构8。

[0070] 如图5所示，小转盘6的安装结构为：小转盘6成圆环形结构，并在中间位置固定一

块小固定盘601，小固定盘601的底部安装有驱动其转动的步进电机，小固定盘601上还固定

安装有外部气缸21，外部气缸21的输出端与烟弹夹持治具18对应。

[0071] 小转盘6的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安装有四个烟弹夹持治具18。

[0072] 如图6所示，烟弹翻转机构8的结构为：大工作台1上开有长圆孔，长圆孔内安装有

一块竖直板889，竖直板889的顶部安装有支撑座886，支撑座886的顶面通过回转支撑885安

装有顶架板882，位于竖直板889的前方安装有旋转电机887，旋转电机887的输出端与回转

支撑885连接，位于竖直板889的后方安装有控制其上下移动的高度调节机构888，高度调节

机构888通过紧固件与大工作台1锁紧，顶架板882的两端对称安装有旋转气缸883，旋转气

缸883的输出端安装有夹住烟弹22的夹爪884。

[0073] 两个旋转气缸883之间的顶架板882上安装有控制旋转气缸883工作的电磁阀881。

[0074] 如图7所示，大转盘10的安装结构为：大转盘10上表面圆周方向均匀间隔固定有八

个烟弹夹持治具18，大转盘10的中部固定有大固定盘26，大固定盘26的底部安装有驱动其

转动的动力装置，大固定盘26上固定有外部气缸21。

[0075] 小转盘6和大转盘10的安装轴心互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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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位于大转盘10上的烟弹夹持治具18上配合安装有校准块11。

[0077] 大工作台1和小工作台4上均安装有机罩20。

[0078] 本发明所述的烟弹翻转机构8在工作时，位于一端的夹爪884抓住烟弹22，高度调

节机构888带动竖直板889升起，底部的旋转电机887工作，带动顶架板882在水平方向旋转

180度，然后旋转气缸883工作，带动已经夹住的烟弹22翻转180度。

[0079] 如图8、图9和图10所示，本发明所述的烟嘴塞组装机构5的结构为：包括间隔设置

的烟嘴塞圆振507，两个烟嘴塞圆振507的输出口分别设置有一道水平输送平台506，水平输

送平台506上均设置有两条输送烟嘴塞25的槽，两个烟嘴塞圆振507之间通过支撑平台安装

有错位板504，错位板504的两端设置有与输送烟嘴塞25的槽对应的缺口，错位板504的后方

安装有错位板推送气缸505，控制错位板504的所在位置，输送烟嘴塞25的槽和缺口处均安

装有光电传感器508；还包括通过支撑柱安装有的顶部Y轴移动模组501，顶部Y轴移动模组

501上安装有沿其滑动的Z轴移动模组502，Z轴移动模组502的输出口安装有抓取烟嘴塞25

的抓头，与抓头对应的还设置有废料槽503。

[0080] 如图11所示，底塞组装机构9的结构为：包括底塞供料机构994，底塞供料机构994

上配合安装有底塞抓取头993，底塞抓取头993安装在Z轴模组992的输出端，Z轴模组992安

装在顶面Y轴移动模组991上。底塞供料机构994的结构与烟钉供料机构222的结构相同，具

体见下方。

[0081] 本发明所述的第一压合机构3和第二压合机构15的结构相同，如图12所示，第一压

合机构3的结构为：包括竖板3666，竖板3666的一端面通过压合电机3661驱动安装有上下滑

移模组3662，上下滑移模组3662上固定压板3663，压板3663的下方固定压头安装板3664，压

头安装板3664的底部间隔安装多个压头3665。

[0082] 如图1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注油机构12的结构为：包括通过支撑装置安装的注油

推送气缸1202，注油推送气缸1202的输出端安装一块上下调节板1203，上下调节板1203通

过普通滑移机构控制，上下调节板1203的外端面固定安装注油台1204，注油台1204上间隔

安装有多个注油针1205，注油针1205的下方还对应安装有滴油盒1206；注油推送气缸1202

的两旁设置有油箱1201，油箱1201的输出端通过管路与注油针1205连接。

[0083] 如图14、图1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4和第二烟钉和密

封圈组装机构13的结构相同，以第一烟钉和密封圈组装机构14为例，具体结构为：包括设置

在同一平面位置的密封圈供料机构333、烟钉供料机构222和压合组件111，压合组件111的

输出端同时与密封圈供料机构333、烟钉供料机构222对应，压合组件111将烟钉214吸附至

密封圈供料机构333位置，并进行压合，使密封圈套入烟钉214中。

[0084] 如图16所示，压合组件111的结构为：包括间隔设置的两个支腿1001，两个支腿

1001之间安装横向滑移模组1002，横向滑移模组1002上通过板块安装有纵向滑移模组

1004，纵向滑移模组1004的一侧面固定安装有滑移板1005，滑移板1005顶部通过撑板安装

有真空发生器1003，滑移板1005前端垂直固定有气缸安装板1007，气缸安装板1007上部固

定安装有两个滑移气缸1006，滑移气缸1006的输出端穿过气缸安装板1007并固定吸头板

1011，吸头板1011上固定有多个真空吸头1012，真空吸头1012通过管路与真空发生器1003；

滑移板1005上还固定有第一导轨1008，第一导轨1008上安装有导向块1009，导向块1009与

移动板1010锁紧，吸头板1011固定在移动板10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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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如图17和图18所示，烟钉供料机构222的结构为：包括平台201，平台201的一端间

隔安装有烟钉圆振202，烟钉圆振202的输出口安装有与其位于同一平面的输送台203，输送

台203上开有经过烟钉214的烟钉输送槽204，平台201上还通过直振支撑台206固定有小直

振205，小直振205的顶面安装输送台203，位于直振支撑台206一旁还安装有烟钉放置台

207，烟钉放置台207与输送台203对应。

[0086] 烟钉放置台207的结构为：包括间隔固定在平台201上的支架219，支架219的顶面

固定安装有上底座209，上底座209上开有长圆孔，长圆孔内安装有顶起块220，顶起块220的

底部安装有控制其上下运动的升降气缸218；上底座209上表面安装有烟钉放置块216和衔

接块212，烟钉放置块216和衔接块212紧贴，衔接块212上开有多个与烟钉输送槽204对应的

衔接槽213，烟钉放置块216上开有烟钉放置槽217，烟钉放置槽217的开槽方向与衔接槽213

的开槽方向垂直，烟钉放置槽217上间隔设置有多个与衔接槽213对应的开口，烟钉放置槽

217放入烟钉214，烟钉214的底部与顶起块220对接，烟钉放置块216上部还安装有压条215；

位于上底座209的一端还固定有推送气缸208，推送气缸208的活塞伸缩杆210头部固定有推

块211，推块211与烟钉放置块216端面固定，在推送气缸208的驱动下，烟钉放置块216可以

进行滑移。

[0087] 如图19、图20和图21所示，密封圈供料机构333的结构为：包括底板307，底板307上

平行间隔安装有X向驱动模组304，两个X向驱动模组304上分别安装有沿其滑动的顶针放置

台303；底板307上固定有间隔的两个立柱305，立柱305的顶部支撑安装有Y向驱动模组302，

Y向驱动模组302上安装有沿其滑动的密封圈吸头组件306，密封圈吸头组件306与顶针放置

台303顶面对应；底板307上还安装有密封圈圆振301，密封圈圆振301的输出口位置安装定

位块30101，定位块30101上开有两个螺孔30102，定位块30101通过紧固件与密封圈圆振301

配合锁紧，定位块30101上表面设置有密封圈放置槽30103，密封圈放置槽30103处设置与密

封圈圆振301输出口对应的缺口，密封圈放置槽30103的底部安装有传感器30104。

[0088] 如图22和图23所示，顶针放置台303的结构为：包括下板30307，下板30307的两端

分别安装有与其垂直的支撑板30306，两块支撑板30306之间设置有上板30304，下板30307

的中部固定一块与其垂直的垂直板30305，垂直板30305上安装顶针气缸30308，顶针气缸

30308的输出端连接上板30304，上板30304通过多个销轴30311与顶针气缸30308的输出端

锁紧，上板30304的两端分别通过螺钉30310和大弹簧30309安装第一顶板30302，第一顶板

30302和上板30304之间还设置一块过渡板30303，上板30304上间隔开有多个凹洞，凹洞内

通过小弹簧30312安装顶针30301，顶针30301的外圆周面设置有两个台阶，顶针30301依次

穿过过渡板30303和第一顶板30302，顶针30301的头部露出于第一顶板30302的上表面。

[0089] 如图24所示，密封圈吸头组件306的结构为：包括与Y向驱动模组302连接的吸头安

装板30601，吸头安装板30601外侧面固定有L型板30603，L型板30603上固定安装有吸头气

缸30602，吸头气缸30602的活塞杆30604与T型连接块30607固定，吸头安装板30601上还固

定有滑轨30609，滑轨30609上安装沿其滑动的第一滑块30608，第一滑块30608的外部固定T

型连接块30607，T型连接块30607的外部固定吸头安装座30606，吸头安装座30606下部安装

吸头本体30605。

[0090] 压合组件111在工作时，通过横向滑移模组1002驱动整个纵向滑移模组1004及上

部安装的所有部件在横向方向上进行滑移，调整所需要的工位，滑移气缸1006驱动真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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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1012的伸出与缩回工作。

[0091] 烟钉供料机构222在工作时，通过烟钉圆振202提供烟钉214进入输送台203的烟钉

输送槽204内，然后进入烟钉放置台207的衔接槽213中，通过烟钉放置槽217上的开口进入

到烟钉放置槽217内部，并驱动推送气缸208工作，将烟钉放置块216发生位移，烟钉放置槽

217与衔接槽213发生错位，烟钉214被成功放入在烟钉放置槽217中，重复相同的动作，直至

放入好四个烟钉214，然后启动升降气缸218，将四个烟钉214顶起来，等待真空吸头1012来

吸取。

[0092] 密封圈供料机构333在工作时，通过密封圈圆振301、X向驱动模组304、和Y向驱动

模组302以及密封圈吸头组件306配合动作，完成供料。

[0093] 密封圈圆振301上设置有一个定位块30101，在定位块30101上设置密封圈放置槽

30103，在密封圈放置槽30103的旁边安装有一把气枪(图中未画出)，密封圈通过密封圈圆

振301输送到定位块30101位置时，传感器30104感应到信号，密封圈圆振301立刻停止振动，

定位块30101旁的气枪吹起阻隔了后面物料，避免物料堆积。待吸头吸取物料后，密封圈圆

振301恢复振动。

[0094] Y向驱动模组302与密封圈吸头组件306配合动作，吸头本体30605内部装有一个压

缩弹簧，当Y向驱动模组302横向运动时，吸头本体30605通过吸头气缸30602的动力被下压，

吸取定位块30101上的密封圈后，吸头气缸30602回缩归位。

[0095] X向驱动模组304与顶针放置台303配合动作，通过顶针气缸30308的动力，推送上

板30304向上运动，与密封圈吸头组件306的吸头本体30605对接，吸头本体30605上吸住的

密封圈套至顶针30301上。

[0096] 待顶针放置台303上的四个顶针30301均装好密封圈，等待机械手抓取物料，进行

下一步工序的安装。

[0097] 启动密封圈圆振301，密封圈进入定位块30101的密封圈放置槽30103内，传感器

30104感应到信号，密封圈圆振301立刻停止振动，Y向驱动模组302工作，控制密封圈吸头组

件306至密封圈圆振301的上方，吸头本体30605工作，将密封圈吸住，然后X向驱动模组304

工作，将顶针放置台303滑移至吸头本体30605的下方，将吸头本体30605吸住的密封圈套至

顶针30301上，如此重复循环工作，直至顶针放置台303上的四个顶针30301上均放置好密封

圈，然后继续重复上述工作，将另外一个顶针放置台303也放置好密封圈；然后启动烟钉供

料机构222工作，烟钉圆振202提供烟钉214进入输送台203的烟钉输送槽204内，然后进入烟

钉放置台207的衔接槽213中，通过烟钉放置槽217上的开口进入到烟钉放置槽217内部，并

驱动推送气缸208工作，将烟钉放置块216发生位移，烟钉放置槽217与衔接槽213发生错位，

烟钉214被成功放入在烟钉放置槽217中，重复相同的动作，直至放入好四个烟钉214，然后

启动升降气缸218，将四个烟钉214顶起来；然后驱动压合组件111工作，横向滑移模组1002

驱动使真空吸头1012至烟钉214上方，真空吸头1012吸取烟钉214，然后滑移至顶针放置台

303的位置，真空吸头1012向下运动，通过顶针30301内部的小弹簧30312的作用，顶针30301

被向下挤压，同时，密封圈被套至于烟钉214上，完成烟钉214与密封圈之间的组装工作，如

此循环工作即可。其操作简便，工作效率高。

[0098] 如图25-29所示，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的具体结构为：包括治具底板1813，治具底

板1813上安装有治具盖板1812，治具盖板1812上部配合安装有固定板1804，固定板180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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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面均匀开有多个锁紧孔以及在横向方向开有多个长圆孔，固定板1804的底面纵向方向

平行间隔设置有多个凹坑1811，每个凹坑1811内配合安装有滑板1809，滑板1809上开有倾

斜方向相反的第一长条形孔180901和第二长条形孔180902，每块滑板1809的一端面安装有

弹簧1810，所有弹簧1810的端头同时连接一块第二顶板1805，第二顶板1805锁紧在固定板

1804的端面，滑板1809的另一端面安装有控制其前进与后退的气缸；固定板1804的上表面

横向方向间隔安装有第二导轨1807，两条第二导轨1807之间的固定板1804上安装有限位条

1802，每条第二导轨1807上安装沿其滑动的多个第二滑块1806，每个第二滑块1806上安装

一个限位块组件1801，分别位于两条第二导轨1807上的限位块组件1801相向设置，相向设

置的两个限位块组件1801中间形成有装夹待加工烟弹1803的空间，单个限位块组件1801通

过插销1808穿过固定板1804长圆孔后进入滑板1809的长条形孔内，通过气缸推动滑板1809

的位移带动插销1808在第一长条形孔180901或第二长条形孔180902内滑动，从而带动限位

块组件1801沿着第二导轨1807位移，实现相向安装的两个限位块组件1801的打开与合拢的

动作。单个限位块组件1801的结构为：包括水平挡块180103，水平挡块180103的上表面一端

位置固定有前挡块180102，前挡块180102一旁的水平挡块180103通过插销1808穿过固定板

1804的长圆孔后进入滑板1809的长条形孔内，前挡块180102另一旁的水平挡块180103上通

过紧固件安装有侧挡块180101，前挡块180102和侧挡块180101构成直角形结构，另一个相

向设置的限位块组件1801的前挡块180102和侧挡块180101同样构成直角形结构，两个直角

形结构互相配合形成装夹待加工烟弹1803的空间。侧挡块180101成“Z”字型结构，侧挡块

180101的上端内侧面设置有与待加工烟弹1803外形配合的内凹结构180104，侧挡块180101

的下端横向方向开有大孔180105，纵向方向开有小孔180106，大孔180105和小孔180106均

通过紧固件与水平挡块180103锁紧，侧挡块180101的下端头部还设置有与水平挡块180103

配合的台阶180107。

[0099] 第一长条形孔180901和第二长条形孔180902在空间位置成“八”字型结构。

[0100] 滑板1809的一端面设置有两个间隔的凹槽180903，凹槽180903内固定弹簧1810。

[0101] 限位条1802上间隔设置有多个与待加工烟弹1803底面配合的V型槽。

[0102] 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的工作原理为：当外部气缸21向前推动滑板1809时，滑板

1809的弹簧1810被压缩，插销1808在滑板1809的长条形孔内滑动，带动水平挡块180103左

右横向撑开，治具被打开。此时外部的机械手同时抓取四个待加工烟弹1803放入对应的四

个空间内。外部气缸21回缩，弹簧1810回弹，滑板1809被弹簧1810压出，带动插销1808反向

移动。插销1808再带动水平挡块180103左右相向横移，夹紧待加工烟弹1803。

[0103] 本发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过如下步骤完成：

[0104] 第一步：大转盘10和小转盘6转动起来，大转盘10和小转盘6上的烟弹夹持治具机

构18均处于打开状态；

[0105] 第二步：启动烟弹上料机构7，将四个烟弹22装入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中，烟弹夹

持治具机构18闭合夹紧；

[0106] 第三步：小转盘6转动，将已经装有烟弹22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转动至烟嘴塞组

装机构5处，后方空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继续重复第二步的工作；

[0107] 第四步：烟嘴塞组装机构5工作，抓头同时抓取四个烟嘴塞25放入烟弹22中；

[0108] 第五步：小转盘6继续转动，将已经装有烟嘴塞25的四个烟弹22输送至第一压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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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3处进行压合；

[0109] 第六步：压合后，小转盘6继续转动，将其送至烟弹翻转机构8处；

[0110] 第七步：通过烟弹翻转机构8进行翻转处理，此时烟弹22的底塞孔和烟钉孔朝上，

且送至大转盘10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内；

[0111] 第八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送至底塞组装机构9

处，底塞组装机构9工作，将底塞24装入烟弹22中；

[0112] 第九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注油机构12处，

对烟钉孔位置进行注油；

[0113] 第十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第一烟钉和密

封圈组装机构14，将四个烟钉23装在一侧的烟钉孔内；

[0114] 第十一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第二烟钉和

密封圈组装机构13，将四个烟钉23装在另一侧的烟钉孔内；

[0115] 第十二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第二压合机

构15处，对烟钉23进行压合；

[0116] 第十三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擦拭烟弹电

阻值检测机构16进行擦拭与检测工作；

[0117] 第十四步：大转盘10继续转动，将此时的烟弹夹持治具机构18输送至烟弹下料机

构19下料。

[0118] 采用上述步骤循环安装，工作效率高。

[0119] 本发明所述的烟弹上料机构7、各个移动模组，滑移模组，各个圆振、擦拭烟弹电阻

值检测机构16和烟弹下料机构19均在市售商品。

[0120] 以上描述是对本发明的解释，不是对发明的限定，本发明所限定的范围参见权利

要求，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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