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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

码安装铆点座，包括：底座，在底座前部的左右两

侧分别设置有一个铆点限高块，在两个铆点限高

块的上表面上分别螺纹连接有一个限高螺栓，在

两个限高螺栓的螺柱上分别旋有一个并紧螺母，

在底座的前端设置有导向块，在底座后部的左右

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角码限位块，在两个角码限

位块的前端分别设置有按压斜面，在两个角码限

位块之间设置有一个角码支撑台。上述的角码安

装铆点座能用于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自动

角码安装和自动铆点，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并

且还能保证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的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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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在底座前部的

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铆点限高块，在两个铆点限高块的上表面上分别螺纹连接有一个

竖直布置的用于供铆点头抵靠而对铆点头向下按压铆点的深度进行限位的限高螺栓，在两

个限高螺栓的螺柱上分别旋有一个用于与铆点限高块相抵靠而并紧限高螺栓的并紧螺母，

在底座的前端设置有具有导向斜面的导向块，导向块能对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进行

导向，使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能移动至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的底座上安装角码和铆

点，在底座后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角码限位块，两个角码限位块能通过对放置于

它们之间的角码进行左右限位而引导角码向着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

铝边框短边端部移动，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前端分别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上的太阳能组

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抵靠且在抵靠时能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按压于底座上的按压

斜面，在两个角码限位块之间设置有一个高于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座的角码支撑台，角

码支撑台能抬高角码使角码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引导下能插入至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

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端部空腔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导向

块可调节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上；导向块与底座的安装结构为：在底座上设置有第一螺

纹孔，在导向块上设置有左右走向的第一长条形通孔，螺丝穿过第一长条形通孔旋入第一

螺纹孔中后就能将导向块锁紧于底座前端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

两个角码限位块分别可调节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上，角码限位块与底座的安装结构为：

在底座上设置有第二螺纹孔，在角码限位块上设置有左右走向的第二长条形通孔，螺丝穿

过第二长条形通孔旋入第二螺纹孔中后就能将角码限位块与底座相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角码

支撑台与一个角码限位块相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在两

个角码限位块下方的底座上分别设置有左右走向的T形导向槽，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下部

分别设置有能卡入对应侧T形导向槽中的T形凸台，两个T形导向槽能通过对所对应T形凸台

进行限位来分别对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左右移动进行导向。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在两

个角码限位块下方的底座上分别设置有左右走向的T形导向槽，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下部

分别设置有能卡入对应侧T形导向槽中的T形凸台，两个T形导向槽能通过对所对应T形凸台

进行限位来分别对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左右移动进行导向；另外，与角码支撑台相固定的那

个角码限位块上的T形凸台与所对应的T形导向槽之间在竖直方向上存在竖直间隙，使得T

形凸台能在T形导向槽中竖直移动，从而通过垫高T形凸台就能使角码限位块抬升角码支撑

台。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特征在于：

在角码支撑台的前端也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抵靠且在

抵靠时能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按压于底座上的按压斜面，并且两个角码限位块和

角码支撑台上的按压斜面处于同一个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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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的生产工装领域，具体涉及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

的角码安装铆点座。

背景技术

[0002] 对型材进行切割得到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后，需要对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依

次进行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通常由人工完

成，人工进行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的步骤为：工人首先将两个角码手动插入至太阳能组件

铝边框短边的两个端部空腔中，然后手动控制铆点头由上至下对装有角码的太阳能组件铝

边框短边端部进行按压铆点。人工完成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的缺点为：（1）增加人工成本，

生产效率低；（2）角码容易安装不到位，铆点加工时的铆点深度和铆点位置存在差异，使得

角码安装、铆点加工的加工质量无法保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将提供一种能提高生产效率且能保证角码安装和

铆点加工的加工质量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

安装铆点座，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在底座前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铆点限高块，

在两个铆点限高块的上表面上分别螺纹连接有一个竖直布置的用于供铆点头抵靠而对铆

点头向下按压铆点的深度进行限位的限高螺栓，在两个限高螺栓的螺柱上分别旋有一个用

于与铆点限高块相抵靠而并紧限高螺栓的并紧螺母，在底座的前端设置有具有导向斜面的

导向块，导向块能对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进行导向，使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

能移动至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的底座上安装角码和铆点，在底座后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

有一个角码限位块，两个角码限位块能通过对放置于它们之间的角码进行左右限位而引导

角码向着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移动，在两个角码限位

块的前端分别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抵靠且在抵靠时能

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按压于底座上的按压斜面，在两个角码限位块之间设置有一

个高于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座的角码支撑台，角码支撑台能抬高角码使角码在两个角码

限位块的引导下能插入至两个铆点限高块之间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端部空

腔中。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导向块可调节

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上；导向块与底座的安装结构为：在底座上设置有第一螺纹孔，在导

向块上设置有左右走向的第一长条形通孔，螺丝穿过第一长条形通孔旋入第一螺纹孔中后

就能将导向块锁紧于底座前端上。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两个角码限位

块分别可调节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上，角码限位块与底座的安装结构为：在底座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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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螺纹孔，在角码限位块上设置有左右走向的第二长条形通孔，螺丝穿过第二长条形

通孔旋入第二螺纹孔中后就能将角码限位块与底座相固定。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角码支撑台与

一个角码限位块相固定。

[0008]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在两个角码限

位块下方的底座上分别设置有左右走向的T形导向槽，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下部分别设置

有能卡入对应侧T形导向槽中的T形凸台，两个T形导向槽能通过对所对应T形凸台进行限位

来分别对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左右移动进行导向。

[0009]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在两个角码限

位块下方的底座上分别设置有左右走向的T形导向槽，在两个角码限位块的下部分别设置

有能卡入对应侧T形导向槽中的T形凸台，两个T形导向槽能通过对所对应T形凸台进行限位

来分别对两个角码限位块的左右移动进行导向；另外，与角码支撑台相固定的那个角码限

位块上的T形凸台与所对应的T形导向槽之间在竖直方向上存在竖直间隙，使得T形凸台能

在T形导向槽中竖直移动，从而通过垫高T形凸台就能使角码限位块抬升角码支撑台。

[0010] 进一步的，前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其中：在角码支撑台

的前端也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抵靠且在抵靠时能将太

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按压于底座上的按压斜面，并且两个角码限位块和角码支撑台上

的按压斜面处于同一个平面内。

[0011] 本发明的优点为：本发明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能用于

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自动角码安装和自动铆点，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另外，所述的角

码安装铆点座在角码安装时能很准确的限位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和角码，使得角码能很

准确可靠的插入至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端部的空腔中，从而使角码安装到位；在加工时

由于铆点装置固定于底座上，并且采用铆点限高块上的限高螺栓对铆点深度进行限位，从

而使铆点深度和铆点位置不会存在差异；当需要调节铆点深度时，只需要调节限高螺栓旋

入铆点限高块的深度即可；还有，所述的角码安装铆点座中的导向块的左右位置、两个角码

限位块之间的间隙以及两个角码限位块的位置、角码支撑台的高度均能根据不同规格的太

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进行调节，所以所述的角码安装铆点座能用于不同规格的太阳能组件

铝边框短边的自动角码安装和自动铆点加工。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的一个视角的三维

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的另一个视角的三

维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图1中所示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6] 如图1、图2所示，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包括：底座1，在底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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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铆点限高块2，在两个铆点限高块2的上表面上分别螺纹连

接有一个竖直布置的用于供铆点头抵靠而对铆点头向下按压铆点的深度进行限位的限高

螺栓21，这样设置能使铆点深度一致；在两个限高螺栓21的螺柱上分别旋有一个用于与铆

点限高块2相抵靠而并紧限高螺栓21的并紧螺母22，在底座1的前端设置有具有导向斜面的

导向块23，导向块23能对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进行导向，使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

9端部能移动至两个铆点限高块2之间的底座1上安装角码和铆点；在底座1后部的左右两侧

分别设置有一个角码限位块4，两个角码限位块4能通过对放置于它们之间的角码91进行左

右限位而引导角码91向着底座1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移动，在两个角码限位块

4的前端分别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1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抵靠且在抵靠时能

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按压于底座1上的按压斜面31，设置按压斜面31是为了防止

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翘起而离开底座1，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翘起会影响

角码的安装，在两个角码限位块4之间设置有一个高于两个铆点限高块2之间底座1的角码

支撑台3，角码支撑台3能抬高角码91使角码91在两个角码限位块4的引导下能由后向前插

入至底座1上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的端部空腔中，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由于存在

壁厚，所以短边端部空腔会高出底座1一个壁厚，这样就需要角码支撑台3抬高角码91才能

使角码91插入短边端部空腔中。

[0017] 工作时，将铆点装置安装于底座1前部的上方，然后驱动底座1带着铆点装置向着

水平固定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的端部移动，导向块23能对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

部进行导向，使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移动至两个铆点限高块2之间的底座1上，待太

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分别与两个角码限位块4前端的按压斜面31相抵靠后，通过气缸

推动放置于角码支撑台3上的角码91由后向前移动，使得角码91在两个角码限位块4的引导

下插入至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的端部空腔中，接着铆点装置中的铆点头由上至下对装

有角码91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进行按压铆点。由于铆点装置固定于底座1前部上

方，使得铆点的位置不会改变。

[0018] 在本实施例中，导向块23可调节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1上；导向块23与底座1的

安装结构为：在底座1上设置有第一螺纹孔，在导向块23上设置有左右走向的第一长条形通

孔231，螺丝穿过第一长条形通孔231旋入第一螺纹孔中后就能将导向块23锁紧于底座1前

端上。这样设置后能通过改变导向块23的位置来适应不同规格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

[0019] 在本实施例中，两个角码限位块4分别可调节左右位置的安装于底座1上，角码限

位块4与底座1的安装结构为：在底座1上设置有第二螺纹孔，在角码限位块4上设置有左右

走向的第二长条形通孔41，螺丝穿过第二长条形通孔41旋入第二螺纹孔中后就能将角码限

位块4与底座1相固定。这样设置后能通过改变两个角码限位块4之间的间隙来适应不同规

格的角码。

[0020] 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角码支撑台3与一个角码限位块4相固定；在两个角码

限位块4下方的底座1上分别设置有左右走向的T形导向槽5，在两个角码限位块4的下部分

别设置有能卡入对应侧T形导向槽5中的T形凸台6，两个T形导向槽5能通过对所对应T形凸

台6进行限位来分别对两个角码限位块4的左右移动进行导向；另外，与角码支撑台3相固定

的那个角码限位块4上的T形凸台6与所对应的T形导向槽5之间在竖直方向上存在竖直间隙

7，使得T形凸台6能在T形导向槽5中竖直移动，从而通过垫高T形凸台6就能使角码限位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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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角码支撑台3。这样设置后能通过改变角码支撑台3的高度来使角码能插入不同规格的

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的端部空腔中。

[0021] 通过改变导向块23的左右位置、两个角码限位块4之间间隙、以及角码支撑台3的

高度能使所述的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的角码安装铆点座适应不同规格的太阳能组件铝

边框短边9的角码安装和铆点加工。

[0022] 在本实施例中，在角码支撑台3的前端也设置有能供移动至底座1上的太阳能组件

铝边框短边9端部抵靠且在抵靠时能将太阳能组件铝边框短边9端部按压于底座1上的按压

斜面31，并且两个角码限位块4和角码支撑台3上的按压斜面31处于同一个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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