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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

设备，包括机架、工作台、显示器、产品输送机构、

检测机构和移件机构；所述机架上端设置有工作

台，产品输送机构、检测机构和移件机构均安装

在工作台上，显示器放置在工作台上；所述检测

机构包括顶板、上模腔升降气缸、下模腔组件、下

模腔前后位移气缸、下模腔移动导轨、底板、上模

腔测试组件和导柱；所述下模腔组件上开设有执

行器容纳槽，上模腔测试组件上设置有与执行器

容纳槽位置相对应的执行器检测单元。该执行器

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能够自动进行执行器的出

货检测，检测速度快，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

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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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工作台(2)、显示器

(4)、产品输送机构(5)、检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所述机架(1)上端设置有工作台(2)，

产品输送机构(5)、检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均安装在工作台(2)上，显示器(4)放置在工

作台(2)上，所述产品输送机构(5)包括输送带以及驱动输送带移动的输送带驱动机构，输

送带沿着工作台(2)的左右方向延伸；所述检测机构(6)包括顶板(61)、上模腔升降气缸

(62)、下模腔组件(63)、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64)、下模腔移动导轨(65)、底板(66)、上模腔

测试组件(67)和导柱(68)，所述底板(66)安装在工作台(2)上，且下模腔移动导轨(65)沿着

前后方向安装在底板(66)上，下模腔组件(63)滑动安装在下模腔移动导轨(65)上，下模腔

前后位移气缸(64)驱动连接下模腔组件(63)，并带动下模腔组件(63)沿着下模腔移动导轨

(65)前后移动，导柱(68)竖直安装在底板(66)上，顶板(61)安装在导柱(68)的顶端，上模腔

测试组件(67)通过滑套滑动安装在导轨(68)上，上模腔升降气缸(62)安装在顶板(61)上，

上模腔升降气缸(62)驱动连接上模腔测试组件(67)，并带动上模腔测试组件(67)沿着导柱

(68)升降；所述下模腔组件(63)上开设有用于放置执行器产品(8)的执行器容纳槽(631)，

执行器产品(8)上设置有输出齿T型槽(81)；所述上模腔测试组件(67)上设置有与执行器容

纳槽(631)位置相对应的执行器检测单元，所述执行器检测单元包括执行器测试端口

(672)、噪音器传感器(673)和摄影仪传感器(67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输送机构

(5)还包括定位挡板，且定位挡板安装在输送带中间部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移件机构(7)

包括吸盘组件(71)、左右移动组件(72)和前后移动组件(73)，吸盘组件(71)包括吸盘升降

气缸(74)、吸盘升降导轨(75)、吸盘升降滑套(76)和吸盘(77)，吸盘(77)固定安装在吸盘升

降滑套(76)上，且吸盘升降滑套(76)滑动安装在吸盘升降导轨(75)上，吸盘升降气缸(74)

驱动连接吸盘升降滑套(76)，并带动吸盘升降滑套(76)沿着吸盘升降导轨(75)升降，所述

吸盘组件(71)安装在左右移动组件(72)上，且左右移动组件(72)驱动吸盘组件(71)左右移

动，左右移动组件(72)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73)上，且前后移动组件(73)驱动左右移动组

件(72)前后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腔

组件(63)上间隔设置有三个执行器容纳槽(6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执行器检测单

元还包括隔音盒(671)，隔音盒(671)将执行器测试端口(672)、噪音器传感器(673)和摄影

仪传感器(674)罩设在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前端

设置有储物箱(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底部

还设置有机架底座(1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底座(11)

包括万向轮和支撑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内还

设置有电控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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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2)上

还安装有隔音箱(3)，且隔音箱(3)将产品输送机构(5)、检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罩设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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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执行器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执行器是自动化技术工具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执行

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执行器在出货之前需要进行出货检测，目前在国内执行器出货

的自动化检测基本上还是空白市场，主要需要克服两个难点，一是执行器在通电后转动预

设的角度，二是执行器在测试的时候噪音值的识别。目前执行器在出货检测这个工位是必

须有工人进行测试，主要是进行观测角度和听噪音，人工速度较慢，导致生产效率特别低，

一直成为整个流水线的瓶颈工位，产品的出货标准受到工人的主观意识影响较大，影响出

货品质的稳定，另外，在工人上岗之前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导致产品成本的升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包括机架、工作台、显示器、产品输送机构、检测

机构和移件机构；所述机架上端设置有工作台，产品输送机构、检测机构和移件机构均安装

在工作台上，显示器放置在工作台上，所述产品输送机构包括输送带以及驱动输送带移动

的输送带驱动机构，输送带沿着工作台的左右方向延伸；所述检测机构包括顶板、上模腔升

降气缸、下模腔组件、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下模腔移动导轨、底板、上模腔测试组件和导

柱，所述底板安装在工作台上，且下模腔移动导轨沿着前后方向安装在底板上，下模腔组件

滑动安装在下模腔移动导轨上，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驱动连接下模腔组件，并带动下模腔

组件沿着下模腔移动导轨前后移动，导柱竖直安装在底板上，顶板安装在导柱的顶端，上模

腔测试组件通过滑套滑动安装在导轨上，上模腔升降气缸安装在顶板上，上模腔升降气缸

驱动连接上模腔测试组件，并带动上模腔测试组件沿着导柱升降；所述下模腔组件上开设

有用于放置执行器产品的执行器容纳槽，执行器产品上设置有输出齿T型槽；所述上模腔测

试组件上设置有与执行器容纳槽位置相对应的执行器检测单元，所述执行器检测单元包括

执行器测试端口、噪音器传感器和摄影仪传感器。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产品输送机构还包括定位挡板，且定位挡板安装

在输送带中间部位。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移件机构包括吸盘组件、左右移动组件和前后

移动组件，吸盘组件包括吸盘升降气缸、吸盘升降导轨、吸盘升降滑套和吸盘，吸盘固定安

装在吸盘升降滑套上，且吸盘升降滑套滑动安装在吸盘升降导轨上，吸盘升降气缸驱动连

接吸盘升降滑套，并带动吸盘升降滑套沿着吸盘升降导轨升降，所述吸盘组件安装在左右

移动组件上，且左右移动组件驱动吸盘组件左右移动，左右移动组件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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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前后移动组件驱动左右移动组件前后移动。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下模腔组件上间隔设置有三个执行器容纳槽。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执行器检测单元还包括隔音盒，隔音盒将执行

器测试端口、噪音器传感器和摄影仪传感器罩设在内。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机架前端设置有储物箱。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机架底部还设置有机架底座。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机架底座包括万向轮和支撑脚。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机架内还设置有电控箱。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工作台上还安装有隔音箱，且隔音箱将产品输

送机构、检测机构和移件机构罩设在内。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该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能够自动进行执行器的出货检测，检测速度快，

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

[0017] 2、该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产品的出货标准不受工人的主观意识影响，

保证了出货品质的稳定，由于无需对工人进行相应的出货检测培训，还有利于降低执行器

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移除隔音箱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中下模腔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中上模腔测试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机架、11-机架底座、12-储物箱、13-电控箱、2-工作台、3-隔音箱、4-显示

器、5-产品输送机构、6-检测机构、61-顶板、62-上模腔升降气缸、63-下模腔组件、631-执行

器容纳槽、64-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65-下模腔移动导轨、66-底板、67-上模腔测试组件、

671-隔音盒、672-执行器测试端口、673-噪音器传感器、674-摄影仪传感器、68-导柱、7-移

件机构、71-吸盘组件、72-左右移动组件、73-前后移动组件、74-吸盘升降气缸、75-吸盘升

降导轨、76-吸盘升降滑套、77-吸盘、8-执行器产品、81-输出齿T型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7] 请参阅图1-7，一种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包括机架1、工作台2、显示器4、产

品输送机构5、检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所述机架1上端设置有工作台2，产品输送机构5、检

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均安装在工作台2上，显示器4放置在工作台2上，所述产品输送机构5

包括输送带以及驱动输送带移动的输送带驱动机构，输送带沿着工作台2的左右方向延伸，

所述产品输送机构5还包括定位挡板，且定位挡板安装在输送带中间部位，在运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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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产品8在上游自动打标后，采用机械手将执行器产品8放置在输送带左端，输送带带着执

行器产品8由左向右移动，由于输送带中间部位设置有定位挡板，定位挡板将执行器产品8

积累在定位挡板的左侧，移件机构7抓取定位挡板左侧的执行器产品8并送至检测机构6进

行检测，检测机构6检测完成后，移件机构7抓取检测后的执行器产品8并送至定位挡板的右

侧，在输送带右端进行执行器产品8收集，完成整个检测过程；

[0028] 所述移件机构7包括吸盘组件71、左右移动组件72和前后移动组件73，吸盘组件71

包括吸盘升降气缸74、吸盘升降导轨75、吸盘升降滑套76和吸盘77，吸盘77固定安装在吸盘

升降滑套76上，且吸盘升降滑套76滑动安装在吸盘升降导轨75上，吸盘升降气缸74驱动连

接吸盘升降滑套76，并带动吸盘升降滑套76沿着吸盘升降导轨75升降，所述吸盘组件71安

装在左右移动组件72上，且左右移动组件72驱动吸盘组件71左右移动，进而带动吸盘77左

右移动，左右移动组件72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73上，且前后移动组件73驱动左右移动组件

72前后移动，进而带动吸盘77前后移动，如此设置，移件机构7的吸盘77能够在工作台2上的

三维空间内移动，以实现执行器产品8的取放；

[0029] 所述检测机构6包括顶板61、上模腔升降气缸62、下模腔组件63、下模腔前后位移

气缸64、下模腔移动导轨65、底板66、上模腔测试组件67和导柱68，所述底板66安装在工作

台2上，且下模腔移动导轨65沿着前后方向安装在底板66上，下模腔组件63滑动安装在下模

腔移动导轨65上，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64驱动连接下模腔组件63，并带动下模腔组件63沿

着下模腔移动导轨65前后移动，导柱68竖直安装在底板66上，顶板61安装在导柱68的顶端，

上模腔测试组件67通过滑套滑动安装在导轨68上，上模腔升降气缸62安装在顶板61上，上

模腔升降气缸62驱动连接上模腔测试组件67，并带动上模腔测试组件67沿着导柱68升降；

所述下模腔组件63上开设有用于放置执行器产品8的执行器容纳槽631，在进行检测前，移

件机构7将执行器产品8抓取并放入执行器容纳槽631内，下模腔组件63上的执行器容纳槽

631的数量不加限制，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下模腔组件63上间隔设置有三个执行器容

纳槽631，能够同时对三个执行器产品8进行出货检测，执行器产品8上设置有输出齿T型槽

81，在进行出货检测时，需要保证输出齿T型槽81在设定的角度位置；所述上模腔测试组件

67上设置有与执行器容纳槽631位置相对应的执行器检测单元，所述执行器检测单元包括

执行器测试端口672、噪音器传感器673和摄影仪传感器674，在进行检测时，执行器测试端

口672插入至执行器产品8的执行器端口内，执行器产品8通电运行，其齿轮系工作，输出齿T

型槽81开始旋转，输出齿T型槽81的旋转角度通过摄影仪传感器674进行随时的分析和读取

角度位置，并通过编码器进行通讯至显示器4，如果角度位置超出设定的角度位置，显示器4

会进行报警处理，噪音计按照设定的≦45DBM，如果超出45DBM值，显示器4会进行报警处理，

包括运行电流，电压，转速，都会在显示器4上进行显示，为了避免相邻两个执行器检测单元

之间的相互干扰，所述执行器检测单元还包括隔音盒671，隔音盒671将执行器测试端口

672、噪音器传感器673和摄影仪传感器674罩设在内，从而避免了相邻两个执行器检测单元

之间的相互干扰；

[0030] 所述机架1前端设置有储物箱12，通过储物箱12用于储存物品，机架1底部还设置

有机架底座11，机架底座11包括万向轮和支撑脚，通过机架底座11用于实现机架1的移动及

支撑，所述机架1内还设置有电控箱13，电控箱13用于实现各组件的控制；所述工作台2上还

安装有隔音箱3，且隔音箱3将产品输送机构5、检测机构6和移件机构7罩设在内，有利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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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车间噪音。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所述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运行时，执行器产品8在

上游自动打标后，采用机械手将执行器产品8放置在输送带左端，输送带带着执行器产品8

由左向右移动，由于输送带中间部位设置有定位挡板，定位挡板将执行器产品8积累在定位

挡板的左侧。初始状态下，下模腔组件63位于下模腔移动导轨65前端，上模腔测试组件67位

于导柱68顶端，移件机构7抓取定位挡板左侧的执行器产品8并放入执行器容纳槽631内，下

模腔前后位移气缸64驱动下模腔组件63沿着下模腔移动导轨65向后移动，使下模腔组件63

位于上模腔测试组件67的正下方，上模腔升降气缸62驱动上模腔测试组件67沿着导柱68下

降，直至上模腔测试组件67与下模腔组件63相接触，上模腔测试组件67的执行器测试端口

672插入至执行器产品8的执行器端口内，执行器产品8通电运行，其齿轮系工作，输出齿T型

槽81开始旋转，输出齿T型槽81的旋转角度通过摄影仪传感器674进行随时的分析和读取角

度位置，并通过编码器进行通讯至显示器4，如果角度位置超出设定的角度位置，显示器4会

进行报警处理，噪音计按照设定的≦45DBM，如果超出45DBM值，显示器4会进行报警处理，包

括运行电流，电压，转速，都会在显示器4上进行显示。检测完毕后，下模腔前后位移气缸64

驱动下模腔组件63沿着下模腔移动导轨65向前移动至初始位置，在此过程中，上模腔升降

气缸62驱动上模腔测试组件67沿着导柱68上升并恢复至初始位置，移件机构7抓取检测后

的执行器产品8并送至定位挡板的右侧，在输送带右端进行执行器产品8收集，完成整个检

测过程。

[0032] 所述执行器出货自动化检测设备能够自动进行执行器的出货检测，检测速度快，

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所述执行器出

货自动化检测设备，其产品的出货标准不受工人的主观意识影响，保证了出货品质的稳定，

自动化检测，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由于无需对工人进行复杂的出货检测培训，还有

利于降低执行器的生产成本。

[0033] 上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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