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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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27432.9

(22)申请日 2019.03.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9863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7.09

(73)专利权人 诸暨市尚瑞机械配件经营部

地址 311800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暨阳街

道安平小区3-2-1808

(72)发明人 寻艳芳　

(51)Int.Cl.

B23P 19/027(2006.01)

审查员 刘江妮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

化控制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

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

两个第一支撑座、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支撑座、

对称设置的两个安装架，且两个第一支撑座之间

的连线与两个第二支撑座之间的连线相互垂直，

每个所述第一支撑座上均对称固定连接有两个

第一支撑架，其中一个所述第一支撑架的侧壁上

安装有第一电机，位置相对应的两个所述第一支

撑架之间共同转动连接有传动辊，两个所述传动

辊上共同套设有传送带。优点在于：本发明结构

巧妙，实现了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器主板压装的

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主板的压装质量，同

时通过控制人工成本来降低新能源汽配高导热

散热器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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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第

一支撑座(1)、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支撑座(4)、对称设置的两个安装架(22)，且两个第一支

撑座(1)之间的连线与两个第二支撑座(4)之间的连线相互垂直，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第

一支撑座(1)上均对称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支撑架(10)，其中一个所述第一支撑架(10)的

侧壁上安装有第一电机(28)，位置相对应的两个所述第一支撑架(10)之间共同转动连接有

传动辊(21)，且其中一个传动辊(21)的一端贯穿第一支撑架(10)并焊接在第一电机(28)的

输出轴上，两个所述传动辊(21)上共同套设有传送带(9)；

每个所述第二支撑座(4)上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架(17)，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架(17)

之间共同焊接有连接骨架(3)，所述连接骨架(3)上对称滑动套接有两个安装组件(29)和两

个加力组件(30)，每个所述安装组件(29)上均安装有液压缸(16)，每个所述液压缸(16)的

输出端固定连接在加力组件(30)，每个所述加力组件(30)上均安装有夹座(8)，每个所述第

二支撑架(17)的侧壁上均安装有第二电机(18)，每个所述第二电机(18)的输出轴均贯穿第

二支撑架(17)并焊接有螺纹杆(19)，且每个安装组件(29)、加力组件(30)均与位置相对应

的螺纹杆(19)螺纹连接；

每个所述安装组件(29)上均安装有连接组件，两个所述连接组件之间共同安装有压装

装置；

两个所述安装架(22)分别位于传送带(9)的两侧，每个所述安装架(22)的下表面均开

设有安装通槽(26)，每个所述安装通槽(26)的内壁上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弹簧(25)，所述连

接弹簧(2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安装套(24)，且安装套(24)位于安装通槽(26)内，位置相对

应的两个所述安装套(24)之间共同安装有压紧辊(27)，且压紧辊(27)位于传送带(9)的上

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组件(29)包括第一竖板(31)、连接横板(15)和第二竖板(6)，所述第

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9)  上，且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

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3)上，所述液压缸(16)安装在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之间，

所述连接横板(15)水平固定连接在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的上端，且连接组件安装

在连接横板(15)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力组件(30)包括推动板(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所述推动座

(20)固定连接在推动板(2)和加力板(13)之间，且液压缸(16)的输出圈固定连接在推动板

(2)上，所述推动板(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9)上，且推动板

(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3)上，所述夹座(8)固定安装在加力

板(13)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组件包括固定架(14)、横梁架(7)，所述固定架(14)与横梁架(7)之间

共同固定连接有加强板，所述固定架(14)竖直安装在安装组件(29)上，所述横梁架(7)水平

固定连接在固定架(14)的侧壁上，压装装置固定连接在两个横梁架(7)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压装装置包括压装气缸(11)和压装座(12)，所述压装气缸(1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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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连接组件之间，所述压装座(12)固定连接在压装气缸(11)的输出端上，且压装座

(12)位于传送带(9)的上方，且压装座(12)位于连接骨架(3)的中心线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骨架(3)的上表面对称安装有两个滑轨(5)，且安装组件(29)和加力

组件(30)均滑动连接在滑轨(5)上，且夹座(8)的下表面高于滑轨(5)的上端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安装架(22)之间共同安装有承重座(23)，所述传送带(9)由位于上方

的有载带体和位于下方的无载带体组成闭合环路，且承重座(23)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

之间，且承重座(23)的上表面与有载带体的下表面接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骨架(3)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之间，且连接骨架(3)的上端面与

有载带体的下表面接触。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座(20)上设有控制器，所述夹座(8)上设有红外距离感应器，所述红

外距离  感应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液压缸(16)、第一电机(28)、第二电机(18)和压装

装置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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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汽车配件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

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汽车在汽车市场的占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也在加大对新能源

汽车配件生产加工方面的研究，而汽车散热器就是重要的新能源汽车配件，散热器是汽车

发动机冷却系统中起核心作用的部件，散热性能、机械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汽车发动机的

散热效果。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也就成为了很多汽配企业研究的主要方向。

[0003] 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在进行主片安装的工序时需要进行手工装配，随着市场

上对新能源汽车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对汽车安全性能要求的提高，现有的手工装配以及不

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手工装配不仅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主片安装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

人工操作导致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的成本较高。

[0004]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来解决

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

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

第一支撑座、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支撑座、对称设置的两个安装架，且两个第一支撑座之间

的连线与两个第二支撑座之间的连线相互垂直，每个所述第一支撑座上均对称固定连接有

两个第一支撑架，其中一个所述第一支撑架的侧壁上安装有第一电机，位置相对应的两个

所述第一支撑架之间共同转动连接有传动辊，且其中一个传动辊的一端贯穿第一支撑架并

焊接在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两个所述传动辊上共同套设有传送带；

[0008] 每个所述第二支撑座上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架，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架之间共同

焊接有连接骨架，所述连接骨架上对称滑动套接有两个安装组件和两个加力组件，每个所

述安装组件上均安装有液压缸，每个所述液压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在加力组件，每个所述

加力组件上均安装有夹座，每个所述第二支撑架的侧壁上均安装有第二电机，每个所述第

二电机的输出轴均贯穿第二支撑架并焊接有螺纹杆，且每个安装组件、加力组件均与位置

相对应的螺纹杆螺纹连接；

[0009] 每个所述安装组件上均安装有连接组件，两个所述连接组件之间共同安装有压装

装置。

[0010]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两个所述安装

架分别位于传送带的两侧，每个所述安装架的下表面均开设有安装通槽，每个所述安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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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内壁上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弹簧，所述连接弹簧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安装套，且安装套位

于安装通槽内，位置相对应的两个所述安装套之间共同安装有压紧辊，且压紧辊位于传送

带的上方。

[0011]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安装组件

包括第一竖板、连接横板和第二竖板，所述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上，且

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上，所述液压缸安装在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之

间，所述连接横板水平固定连接在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的上端，且连接组件安装在连接横

板上。

[0012]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加力组件

包括推动板、推动座和加力板，所述推动座固定连接在推动板和加力板之间，且液压缸的输

出圈固定连接在推动板上，所述推动板、推动座和加力板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上，且推动

板、推动座和加力板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上，所述夹座固定安装在加力板上。

[0013]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连接组件

包括固定架、横梁架，所述固定架与横梁架之间共同固定连接有加强板，所述固定架竖直安

装在安装组件上，所述横梁架水平固定连接在固定架的侧壁上，压装装置固定连接在两个

横梁架之间。

[0014]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压装装置

包括压装气缸和压装座，所述压装气缸固定连接在两个连接组件之间，所述压装座固定连

接在压装气缸的输出端上，且压装座位于传送带的上方，且压装座位于连接骨架的中心线

上。

[0015]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连接骨架

的上表面对称安装有两个滑轨，且安装组件和加力组件均滑动连接在滑轨上，且夹座的下

表面高于滑轨的上端面。

[0016]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两个所述安装

架之间共同安装有承重座，所述传送带由位于上方的有载带体和位于下方的无载带体组成

闭合环路，且承重座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之间，且承重座的上表面与有载带体的下表

面接触。

[0017]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连接骨架

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之间，且连接骨架的上端面与有载带体的下表面接触。

[0018] 在上述的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中，所述推动座上

设有控制器，所述夹座上设有红外距离感应器，所述红外感应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液

压缸、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压装装置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19]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通过红外距离感应器感觉物件的位置，进而通过控制器实现对第二电机、液压

缸和压装气缸的控制，实现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的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

精度。

[0021] 1、通过第一电机、传动辊和传送带实现物件在水平方向上的移动；通过第二电机

和螺纹杆带动安装组件和加力组件在连接骨架和滑轨上移动，以此实现两个加力组件的相

互靠近，安装组件、液压杆的设置保证在加力组件脱离螺纹杆而夹座并未实现对物件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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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时能够继续推动加力组件在连接骨架上运动，保证装置能够对不同型号尺寸的新能源汽

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进行压装，增加了装置适配的广度。

[0022] 2、在压装气缸和压装座对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进行压装时，由于传送带

上的有载带体的下表面与连接骨架接触，连接骨架能够承载物件的重量以及压装座对压装

物件施加的压力，进而顺利实现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的压装。

[0023] 3、安装架、压紧辊、安装通槽、连接弹簧和安装套能够通过连接弹簧的弹力对压装

完成后的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进行进一步的压紧，此时，由于传送带的有载带体

与承载座接触，则在连接弹簧通过压紧辊对主板进行压紧时，承载座承受连接弹簧的压力，

确保传送带不会产生较大的形变而导致压紧效果较差，保证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

压装的效果，提高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主板压装的合格率。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结构巧妙，实现了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器主板压装的自动化，提

高工作效率，确保主板的压装质量，同时通过控制人工成本来降低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

器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安

装架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的

俯视图。

[0028] 图中：1第一支撑座、2推动板、3连接骨架、4第二支撑座、5滑轨、6第二竖板、7横梁

架、8夹座、9传送带、10第一支撑架、11压装气缸、12压装座、13加力板、14固定架、15连接横

板、16液压缸、17第二支撑架、18第二电机、19螺纹杆、20推动座、21传动辊、22安装架、23承

重座、24安装套、25连接弹簧、26安装通槽、27压紧辊、28第一电机、29安装组件、30加力组

件、31第一竖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实施例仅处于说明性目的，而不是想要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0] 实施例

[0031] 参照图1-3，一种大型材新能源汽配高导热散热器自动化控制加工装置，包括对称

设置的两个第一支撑座1、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支撑座4、对称设置的两个安装架22，且两个

第一支撑座1之间的连线与两个第二支撑座4之间的连线相互垂直。

[0032] 每个第一支撑座1上均对称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支撑架10，其中一个第一支撑架

10的侧壁上安装有第一电机28，位置相对应的两个第一支撑架10之间共同转动连接有传动

辊21，且其中一个传动辊21的一端贯穿第一支撑架10并焊接在第一电机28的输出轴上，两

个传动辊21上共同套设有传送带9。

[0033] 每个第二支撑座4上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支撑架17，两个第二支撑架17之间共同焊

接有连接骨架3，连接骨架3上对称滑动套接有两个安装组件29和两个加力组件30，每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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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组件29上均安装有液压缸16，每个液压缸16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在加力组件30，每个加力

组件30上均安装有夹座8，每个第二支撑架17的侧壁上均安装有第二电机18，每个第二电机

18的输出轴均贯穿第二支撑架17并焊接有螺纹杆19，且每个安装组件29、加力组件30均与

位置相对应的螺纹杆19螺纹连接。

[0034] 连接骨架3的上表面对称安装有两个滑轨5，且安装组件29和加力组件30均滑动连

接在滑轨5上，且夹座8的下表面高于滑轨5的上端面。

[0035] 安装组件29包括第一竖板31、连接横板15和第二竖板6，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

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9上，且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3上，液压缸

16安装在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板6之间，连接横板15水平固定连接在第一竖板31和第二竖

板6的上端，且连接组件安装在连接横板15上。

[0036] 加力组件30包括推动板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推动座20固定连接在推动板2和

加力板13之间，且液压缸16的输出圈固定连接在推动板2上，推动板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

均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9上，且推动板2、推动座20和加力板13均滑动套接在连接骨架3上，夹

座8固定安装在加力板13上。

[0037] 每个安装组件29上均安装有连接组件，两个连接组件之间共同安装有压装装置。

[0038] 连接组件包括固定架14、横梁架7，固定架14与横梁架7之间共同固定连接有加强

板，固定架14竖直安装在安装组件29上，横梁架7水平固定连接在固定架14的侧壁上，压装

装置固定连接在两个横梁架7之间。

[0039] 压装装置包括压装气缸11和压装座12，压装气缸11固定连接在两个连接组件之

间，压装座12固定连接在压装气缸11的输出端上，且压装座12位于传送带9的上方，且压装

座12位于连接骨架3的中心线上。

[0040] 推动座20上设有控制器，夹座8上设有红外距离感应器，红外感应器与控制器电性

连接，液压缸16、第一电机28、第二电机18和压装装置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41] 两个安装架22分别位于传送带9的两侧，每个安装架22的下表面均开设有安装通

槽26，每个安装通槽26的内壁上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弹簧25，连接弹簧2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

安装套24，且安装套24位于安装通槽26内，位置相对应的两个安装套24之间共同安装有压

紧辊27，且压紧辊27位于传送带9的上方。

[0042] 两个安装架22之间共同安装有承重座23，传送带9由位于上方的有载带体和位于

下方的无载带体组成闭合环路，且承重座23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之间，且承重座23的

上表面与有载带体的下表面接触，连接骨架3位于有载带体和无载带体之间，且连接骨架3

的上端面与有载带体的下表面接触。

[0043] 本发明在使用时，首先通过操作工人将主片放置在对应型号的芯片上，并将其依

次放置在传送带9上的有载带体上，此时通过控制器打开第一电机28，第一电机28通过带动

与之连接的传动辊21带动传送带9转动，此时需要压制的物件在传送带9的输送下向压装装

置的方向上运动；

[0044] 当夹座8上的红外距离感应器感应到物件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同时打

开两个第二电机18，两个第二电机18同时正向转动，与第二电机18连接的螺纹杆19正向转

动，则螺纹连接在螺纹杆19上安装组件29和加力组件30同时在连接骨架3和滑轨5上向传送

带9的方向上滑动，直至加力组件30完全脱离螺纹杆19时控制器关闭第二电机18，安装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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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和加力组件30停止运动，随后控制器打开液压缸16，液压缸16的输出端伸长，此时加力组

件30已经完全脱离螺纹杆19，液压缸16的输出端推动加力组件30在连接骨架3和滑轨5上滑

动，直至将需要压装的物件夹紧，控制器关闭液压缸16；

[0045] 通过控制器打开压装气缸11，压装气缸11的输出端伸长，带动压装座12向下运动，

压装座12逐渐与压装物件接触，压装气缸11的输出端依旧伸长，压装座12继续向下运动，由

于传送带9上的有载带体的下表面与连接骨架3接触，则此时连接骨架3承载物件的重量以

及压装座12对压装物件施加的压力，进而实现物件的压装；

[0046] 压装完成后，控制器同时打开压装气缸11和液压缸16，压装气缸11的输出端缩短，

带动压装座12远离压装完成的物件，液压缸16的输出端缩短，带动加力组件30向安装组件

29方向上运动，直至加力组件30与螺纹杆19接触并初步螺纹连接，此时控制器关闭压装气

缸11和液压缸16并打开两个第二电机18，第二电机18带动螺纹杆19反向转动，带动安装组

件29和加力组件30在连接骨架3上向远离传送带9的方向上运动；

[0047] 压装完成后的物件随着传送带9继续向安装架22的方向上运动，压装物件在运动

至压紧辊27的下方时，压装物件与压紧辊27初步接触，随着压装物件的进行运动，通过挤压

压紧辊27的侧壁推动压紧辊27向上运动，连接弹簧25随之压缩并蓄力，安装套24在安装通

槽26内向上运动，由于弹簧的弹力具有双向性，而连接弹簧25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安装通槽

26的内壁上，则此时连接弹簧25只能够向下通过安装套24向下挤压压紧辊27，则压紧辊27

挤压压装物件，进一步巩固物件的压紧。

[0048]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第一支撑座1、推动板2、连接骨架3、第二支撑座4、滑轨5、

第二竖板6、横梁架7、夹座8、传送带9、第一支撑架10、压装气缸11、压装座12、加力板13、固

定架14、连接横板15、液压缸16、第二支撑架17、第二电机18、螺纹杆19、推动座20、传动辊

21、安装架22、承重座23、安装套24、连接弹簧25、安装通槽26、压紧辊27、第一电机28、安装

组件29、加力组件30、第一竖板31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

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

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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