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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57)摘要
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涉及自动化智能制造
设备的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型材框架、抓
取机构、检测组件、
缓冲组件、
连接组件、辅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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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标定组件，
型材框架的一端设置标定组件，
型
材框架设置若干个抓取机构，
每个抓取机构上设
置缓冲组件，
型材框架上设置若干个辅助支撑，
检测组件、连接组件分别与型材框架连接。本实
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
能够自动检
测，
适用多种产品抓取，
抓取搬运准确可靠的自
动抓取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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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包括型材框架（1）、
抓取机构（2）、
检测组件（3）、
缓
冲组件（4）、连接组件（5）、辅助支撑（7）、标定组件（8），
型材框架（1）的一端设置标定组件
（8），
型材框架（1）设置若干个抓取机构（2），
每个抓取机构（2）上设置缓冲组件（4），
型材框
架（1）上设置若干个辅助支撑（7），
检测组件（3）、
连接组件（5）分别与型材框架（1）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抓取机构（2）包括气缸（21）、气缸连接件（2-2）、
夹爪垫块（2-3）、
夹爪（2-4），
气缸（2-1）布置在型材框架（1）上，
气缸
（2-1）通过气缸连接件（2-2）与夹爪（2-4）连接，
夹爪（2-4）上布置夹爪垫块（2-3）。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缓冲组件（4）包括缓冲
支架（4-1）、
缓冲器（4-2），
缓冲支架（4-1）与气缸连接件（2-2）连接，
缓冲支架（4-1）上布置
缓冲器（4-2）。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检测组件（3）包括电容传感
器（3-1）、
安装支架（3-2），
电容传感器（3-1）设置在安装支架（3-2）上，
安装支架（3-2）与型
材框架（1）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连接组件（5）包括连接支撑
块（5-1）、
连接板（5-2）、
连接块（5-3），
型材框架（1）与连接支撑块（5-1）的一侧连接，
连接支
撑块（5-1）另一侧布置连接板（5-2），
连接板（5-2）上布置连接块（5-3）。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辅助支撑（7）包括铝型材
（7-1）、支撑块（7-2），
铝型材（7-1）的一端与型材框架（1）连接，
铝型材（7-1）的另一端连接
支撑块（7-2）。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其特征在于上述标定组件（8）包括保护套
（8-1）、
标定销（8-2）、
连接板（8-3），
连接板（8-3）的一侧与型材框架（1）连接，
连接板（8-3）
的另一侧与标定销（8-2）的一端连接，
标定销（8-2）的另一端连接保护套（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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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智能制造设备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
为了能够代替人的繁重劳动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
尤其是
在有害环境下的操作，
会使用到机械手。
随着智能制造的大规模发展，
机械手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机械手能够模仿人手和臂的某些动作功能，
用以按固定程序抓取、
搬运物件或操作工
具，
从而完成自动操作。
[0003] 专利号为CN201711404396 .6，
发明名称为：
一种具有多气缸的全方位工件抓取装
置，
该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多气缸的全方位工件抓取装置，
包括有第一摆动气缸、第一气
缸连接板、导杆气缸、第二气缸连接板、第二摆动气缸、第二气缸连接板、夹取机构及平台，
平台上放置工件。该发明结构简单，
可通过多个气缸的驱动实现对工件的全方位抓取，
节省
了人力物力。但也存在一个缺点：
虽然该抓取装置灵活且结构简单，
但无法满足多种产品的
抓取，
且无法满足自动检测的目的，
因此无法保证抓取搬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能够自动检测，
适用多种产品抓取，
抓取搬
运准确可靠的自动抓取机械手。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包括型材框架、抓取机构、检测组件、
缓冲组件、连接组件、
辅助支撑、标定组件，
型材框架的一端设置标定组件，
型材框架设置若干个抓取机构，
每个
抓取机构上设置缓冲组件，
型材框架上设置若干个辅助支撑，
检测组件、
连接组件分别与型
材框架连接。
[0007]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抓取机构包括气缸、
气缸连接件、
夹爪垫块、
夹爪，
气缸布置
在型材框架上，
气缸通过气缸连接件与夹爪连接，
夹爪上布置夹爪垫块。
[0008]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缓冲组件包括缓冲支架、
缓冲器，
缓冲支架与气缸连接件连
接，
缓冲支架上布置缓冲器。
[0009]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检测组件包括电容传感器、
安装支架，
电容传感器设置在安
装支架上，
安装支架与型材框架连接。
[0010]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连接组件包括连接支撑块、连接板、连接块，
型材框架与连
接支撑块的一侧连接，
连接支撑块另一侧布置连接板，
连接板上布置连接块。
[0011]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辅助支撑包括铝型材、
支撑块，
铝型材的一端与型材框架连
接，
铝型材的另一端连接支撑块。
[0012] 进一步，
本实用新型的标定组件包括保护套、标定销、连接板，
连接板的一侧与型
材框架连接，
连接板的另一侧与标定销的一端连接，
标定销的另一端连接保护套。
[0013]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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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布置在型材框架上的抓取机构对工件的抓取，
实现了自动化、
智能化。
[0015] 2、
本实用新型采用缓冲组件、辅助支撑保证抓取的稳定性，
缓冲组件对气缸进行
保护，
避免工件在输送线上运动时与气缸产生碰撞。
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0016] 3、
本实用新型在型材框架上对称设置多个抓取机构，
实现多种产品的抓取及搬
运，
扩大了使用范围。
[0017] 4、
本实用新型采用检测组件对工件的位置进行检测工件，
保证抓取搬运过程的可
靠性，
实现了自动检测，
自动化、
智能化程度更高。
[0018] 5、
本实用新型通过连接组件与机器人的连接，
标定组件对工件在运输线上移动方
向和与垂直方向的角度进行判断，
并将数据传输至机器人，
自动生成机器人抓手的运动坐
标，
抓取效果更好，
抓取搬运准确可靠。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总装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所示，
一种自动抓取机械手，
包括型材框架1、
抓取机构2、
检测组件3、
缓冲组
件4、
连接组件5、辅助支撑7、
标定组件8，
型材框架1的一端设置标定组件8，
型材框架1设置
若干个抓取机构2，
每个抓取机构2上设置缓冲组件4，
型材框架1上设置若干个辅助支撑7，
检测组件3、连接组件5分别与型材框架1连接。辅助支撑7与型材框架1通过型材与型材连
接，
支撑缓冲组件4与辅助支撑7通过型材与折弯铝板连接。
[0023]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抓取机构2包括气缸2-1、
气缸连接件2-2、
夹爪垫块2-3、
夹爪2-4，
气缸2-1布置在型材框架1上，
气缸2-1通过气缸连接件2-2与夹爪2-4连接，
夹爪24上布置夹爪垫块2-3。
[0024]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缓冲组件4包括缓冲支架4-1、
缓冲器4-2，
缓冲支架4-1
与气缸连接件2-2连接，
缓冲支架4-1上布置缓冲器4-2。
[0025]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检测组件3包括电容传感器3-1、
安装支架3-2，
电容传感
器3-1设置在安装支架3-2上，
安装支架3-2与型材框架1连接。
[0026]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连接组件5包括连接支撑块5-1、
连接板5-2、
连接块5-3，
型材框架1与连接支撑块5-1的一侧连接，
连接支撑块5-1另一侧布置连接板5-2，
连接板5-2
上布置连接块5-3。
[0027]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辅助支撑7包括铝型材7-1、支撑块7-2，
铝型材7-1的一
端与型材框架1连接，
铝型材7-1的另一端连接支撑块7-2。
[0028] 如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标定组件8包括保护套8-1、
标定销8-2、
连接板8-3，
连接
板8-3的一侧与型材框架1连接，
连接板8-3的另一侧与标定销8-2的一端连接，
标定销8-2的
另一端连接保护套8-1。
[0029]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
首先气缸张开，
到达工件位，
工件随着输送线运动至待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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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缓冲组件4、辅助支撑7作用在工件上，
缓冲组件4是防止工件在输送线上移动的过
程中对气缸发生触碰，
保护气缸；
缓冲组件4、
辅助支撑7保证了抓取的稳定性。
当检测组件3
自动检测到工件时，
气缸自动动作，
抓手闭合，
抓取工件到合适位置。搬运过程中，
检测组件
3自动检测工件的情况，
并实时反馈给系统。本产品适用于3种不同的产品，
产品分左右件。
整体抓手到达的位置通过外加机械手（如机器人）实现。标定组件8对工件在运输线上移动
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角度进行判断，
并将数据传输至机器人，
自动生成机器人抓手的运动坐
标，
抓取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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