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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电子线路板生产技术领域。一种

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包括移取机构、

纵移气缸、纵移板、横移气缸、横移板、推动气缸、

传动块、旋转座、第一夹紧气缸和第一夹指；所述

的移取机构用于夹取和输送两根导线，所述的纵

移气缸竖直固定在机架上，纵移板安装在纵移气

缸的伸缩端，横移气缸水平安装在纵移板上，横

移板安装在横移气缸伸缩端；推动气缸安装在横

移板的下端，传动块设置在推动气缸的伸缩端，

所述的传动块上设置有两个凸起的滚子；旋转座

铰接在横移板上，所述的第一夹紧气缸固定在旋

转座上，第一夹指安装在第一夹紧气缸的两移动

端。本发明具有导线折弯可靠快速，便于收集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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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移取机构（51）、纵移气缸

（52）、纵移板（53）、横移气缸（54）、横移板（55）、推动气缸（56）、传动块（57）、旋转座（58）、第

一夹紧气缸（59）和第一夹指（510）；所述的移取机构（51）用于夹取和输送两根导线，所述的

纵移气缸（52）竖直固定在机架上，纵移板（53）安装在纵移气缸（52）的伸缩端，横移气缸

（54）水平安装在纵移板（53）上，横移板（55）安装在横移气缸（54）伸缩端；推动气缸（56）安

装在横移板（55）的下端，传动块（57）设置在推动气缸（56）的伸缩端，所述的传动块（57）上

设置有两个凸起的滚子（571）；所述的旋转座（58）上设置有圆孔，旋转座（58）通过圆孔铰接

在横移板（55）上，旋转座（58）上还设置有槽孔（581），槽孔（581）与滚子（571）形成槽副配

合；所述的第一夹紧气缸（59）固定在旋转座（58）上，第一夹指（510）安装在第一夹紧气缸

（59）的两移动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取

机构（51）包括移动滑台（511）、连接座（512）、侧移气缸（513）、转动气缸（514）、第二夹紧气

缸（515）和第二夹指（516）；移动滑台（511）固定在机架上，移动滑台（511）上设置有移动部，

连接座（512）通过滑轨移动连接在该移动部上；侧移气缸（513）固定在移动部上，侧移气缸

（513）的伸缩端与连接座（512）相连接；转动气缸（514）安装在连接座（512）上，第二夹紧气

缸（515）固定在转动气缸（514）的转动端，第二夹指（516）安装在第二夹紧气缸（515）的移动

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

座（58）设置有两个，两个旋转座（58）对称布置，旋转座（58）的相对侧面设置有弧面。

4.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力要求1所述的线

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第二夹紧气缸（515）上的第二夹指（516）将两个导向夹住后进

行移运，而后第一夹紧气缸（59）的第一夹指（510）分布将两个导线夹住，而后推动气缸（56）

收缩，通过传动块（57）带动两个旋转座（58）同时转动，将导线的端部弯折九十度，而后纵移

气缸（52）和横移气缸（54）调整导线的位置，将导线放置到线路板焊接部位上，等待焊接；焊

接完成后，转动气缸（514）转动，将导线的尾部进行折叠，便于收集。

5.一种线路板焊接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机架（1）以及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动治具

（2）、上料装置（3）、剥皮浸锡装置（4）、导线弯折装置（5）、焊接装置（6）和下料装置（7）；转动

治具（2）上设置有三个工位，分别为上料工位，焊接工位和下料工位，上料装置（3）对应上料

工位，剥皮浸锡装置（4）与导线弯折装置（5）衔接，导线弯折装置（5）对应焊接工位，焊接装

置（6）从上方对应焊接工位，所述的下料装置（7）对应下料工位；上述的导线弯折装置（5）如

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治具（2）用于设

置线路板，并将线路板实现输送，剥皮浸锡装置（4）用于将皮线实现裁切、剥皮和浸锡；导线

弯折装置（5）用于将小段的导线移运到焊接工位，进行弯折通过焊接装置（6）焊接在线路板

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218445 A

2



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线路板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对电线和芯片的焊接主要是通过人工手持电线将外露铜线部分放入锡炉，电

线外露铜线部分通过在锡炉内浸锡的操作方法来进行焊接的，当一段电线焊接完毕后，人

工再对电线进行手工剪短和剥胶,之后，人工还需对电线进行再次焊接，人手焊接劳动强度

大，劳务成本高，效率低、效果差，不便于企业批量化生产。而现有自动焊接机，虽较传统的

手工操作在工作效率上有所提高，但其结构复杂，且一次只能进行一次浸锡、焊接，对于需

多面焊接的元件如IC芯片等，仍需对料品进行二次或多次的上料、下料和浸锡等，未能完全

实现自动化作业。

[0003] 公开号为CN103658905A、名称为一种自动焊接设备的专利公开了自动焊接设备，

其包括对裁切好的各线材进行排列、蘸助焊剂、浸锡处理的线材处理机构、对处理好之后的

各线材按照需焊接的线路板上的焊盘间距进行间距分配的分线机构、将间距分配好的各线

材和线路板焊盘焊接在一起的焊接机构、将焊接好的线路板卸下的卸板机构以及与所述线

材处理机构、卸板机构相连接的滑车组件；所述线材处理机构、分线机构、焊接机构、卸板机

构依次排列，所述滑车组件位于各所述机构的前端。本发明通过上述各机构的配合，可自动

完成线材的蘸助焊剂、浸锡、线材间距分配、焊接以及线路板的卸板等一系列工序，并可同

时对多块线路板同时进行焊接。

[0004] 现有技术存在以下不足：1.  导线冗长，不便收集，现有折弯机构低效；  2.  导线浸

锡动作繁琐，剥皮效率低；3.剥皮、浸锡、焊接三个动作之间流转时间长，自动化程度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导线冗长，不便收集，现有折弯机构低效的问题，

提出一种导线折弯可靠快速，便于收集的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

[0006] 为本发明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其包括移取机构、纵移气缸、纵移板、横移气缸、横

移板、推动气缸、传动块、旋转座、第一夹紧气缸和第一夹指；所述的移取机构用于夹取和输

送两根导线，所述的纵移气缸竖直固定在机架上，纵移板安装在纵移气缸的伸缩端，横移气

缸水平安装在纵移板上，横移板安装在横移气缸伸缩端；推动气缸安装在横移板的下端，传

动块设置在推动气缸的伸缩端，所述的传动块上设置有两个凸起的滚子；所述的旋转座上

设置有圆孔，旋转座通过圆孔铰接在横移板上，旋转座上还设置有槽孔，槽孔与滚子形成槽

副配合；所述的第一夹紧气缸固定在旋转座上，第一夹指安装在第一夹紧气缸的两移动端。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移取机构包括移动滑台、连接座、侧移气缸、转动气缸、第二夹紧

气缸和第二夹指；移动滑台固定在机架上，移动滑台上设置有移动部，连接座通过滑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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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该移动部上；侧移气缸固定在移动部上，侧移气缸的伸缩端与连接座相连接；转动气

缸安装在连接座上，第二夹紧气缸固定在转动气缸的转动端，第二夹指安装在第二夹紧气

缸的移动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旋转座设置有两个，两个旋转座对称布置，旋转座的相对侧面设

置有弧面。

[0009] 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工作方法，该装置在工作时，第二夹紧气缸上

的第二夹指将两个导向夹住后进行移运，而后第一夹紧气缸的第一夹指分布将两个导线夹

住，而后推动气缸收缩，通过传动块带动两个旋转座同时转动，将导线的端部弯折九十度，

而后纵移气缸和横移气缸调整导线的位置，将导线放置到线路板焊接部位上，等待焊接；焊

接完成后，转动气缸转动，将导线的尾部进行折叠，便于收集。

[0010] 一种线路板焊接机，其包括机架以及安装在机架上的转动治具、上料装置、剥皮浸

锡装置、导线弯折装置、焊接装置和下料装置；转动治具上设置有三个工位，分别为上料工

位，焊接工位和下料工位，上料装置对应上料工位，剥皮浸锡装置与导线弯折装置衔接，导

线弯折装置对应焊接工位，焊接装置从上方对应焊接工位，所述的下料装置对应下料工位；

上述的导线弯折装置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转动治具用于设置线路板，并将线路板实现输送，剥皮浸锡装置

用于将皮线实现裁切、剥皮和浸锡；导线弯折装置用于将小段的导线移运到焊接工位，进行

弯折通过焊接装置焊接在线路板上。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的优点是：通过设置折弯的工

序，将平直的导线进行折弯，便于进行收集；另一方面，将导线折叠后从侧方进行焊接，提高

焊接的接触面积，提高焊接强度；在折弯时，由传动块直接带动两个旋转座转动，将两个导

线同时折弯，相比电机驱动的方式，通过槽副驱动，可以提高折弯的力度，便于控制折弯的

幅度，提高折弯的效率。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线路板焊接机的的优点是：

1.剥皮浸锡装置通过设置驱动组件将导线实现向下摆动，浸入锡池，实现浸锡的操作，

方便了水平进料的导线浸锡操作；设置有同轴的主动齿形轮和转盘，分别由两个电机进行

驱动，实现导线的上料和摆动，结构紧凑；设置的裁切组件可以完成导线的两端剥胶操作，

提高剥皮的效率，导线的一端由导向块摆动，导向块离开环割刀实现剥皮，导线的另一端由

剥皮气缸将导线拉出，实现该处剥皮。

[0014] 2.导线弯折装置通过设置折弯的工序，将平直的导线进行折弯，便于进行收集；另

一方面，将导线折叠后从侧方进行焊接，提高焊接的接触面积，提高焊接强度；在折弯时，由

传动块直接带动两个旋转座转动，将两个导线同时折弯，相比电机驱动的方式，通过槽副驱

动，可以提高折弯的力度，便于控制折弯的幅度，提高折弯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爆炸结构图。

[0016] 图2为十字块的结构图。

[0017] 图3为剥皮浸锡装置的爆炸结构图。

[0018] 图4为驱动组件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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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为切断刀和环割刀的爆炸结构图。

[0020] 图6为扯线剥皮组件的爆炸结构图。

[0021] 图7为导线弯折装置的爆炸结构图。

[0022] 图8为焊接装置的爆炸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线路板焊接机包括机架1以及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动治具2、上料

装置3、剥皮浸锡装置4、导线弯折装置5、焊接装置6和下料装置7；转动治具2上设置有三个

工位，分别为上料工位，焊接工位和下料工位，上料装置3对应上料工位，剥皮浸锡装置4与

导线弯折装置5衔接，导线弯折装置5对应焊接工位，焊接装置6从上方对应焊接工位，所述

的下料装置7对应下料工位。

[0024] 所述的转动治具2用于设置线路板，并将线路板实现输送，剥皮浸锡装置4用于将

皮线实现裁切、剥皮和浸锡；导线弯折装置5用于将小段的导线移运到焊接工位，进行弯折

通过焊接装置6焊接在线路板上。上述的导线弯折装置5即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

置。

[0025] 如图2所示，所述的转动治具2包括分割器以及安装在分割器输出端的十字块21，

分割器每次带动十字块21转动九十度，十字块21的四个端部设置有矩形沉槽22，矩形沉槽

22中用于放置线路板，矩形沉槽22的两侧方分别设置有细槽23，细槽23中用于设置导线。

[0026] 所述的上料装置3和下料装置7结构相同，均包括一个搬运机构和料盘组件，所述

的搬运机构包括一个水平的移动模组和竖直的气缸，运动末端设置有吸盘进行吸取；料盘

组件上设置有料盘，料盘中设置加工前后的线路板。

[0027] 如图3-图6所示，所述的剥皮浸锡装置4包括导线送料组件41、锡池组件42、固定板

43、驱动组件44、裁切组件45和扯线剥皮组件46；所述的固定板43固定在机架上，导线送料

组件41位于固定板43的侧方，所述的导线送料组件41上设置有上料转轴411，上料转轴411

通过步进电机412传动；导线送料组件41的下方还设置有多个校直轮413；驱动组件44连接

在固定板43，裁切组件45位于驱动组件44的侧方，锡池组件42位于驱动组件44的下方；所述

的锡池组件42包括锡池421和刮锡机构422，锡池421的下方设置有加热部件，刮锡机构422

对应锡池421的侧方，刮锡机构422包括水平、竖直两个移动气缸和一块刮板，刮板与锡池

421中的液面相对应；扯线剥皮组件46与裁切组件45相衔接，用于将导线引出，并将端部的

绝缘层剥离。

[0028] 所述的驱动组件44包括折板441、第一电机442、主动齿轮4431、从动齿轮4432、第

二电机444、转盘445、主动齿形轮446、从动齿形轮447、压紧气缸448和导向块449；折板441

固定在机架上，第一电机442和第二电机444均固定在折板441上，主动齿轮4431安装在第一

电机442上；所述的第二电机444输出轴上设置有连接轴，连接轴与主动齿形轮446相固定，

所述的转盘445空套在连接轴上，转盘445铰接在固定板43上，转盘445与从动齿轮4432相固

定，所述的主动齿轮4431与从动齿轮4432相啮合；所述的压紧气缸448固定在转盘445上，从

动齿形轮447连接在压紧气缸448的伸缩端，从动齿形轮447与主动齿形轮446相对应，将导

线夹在中间；所述的导向块449固定在转盘445上，导向块449中设置有两个圆形通道，导线

设置在圆形通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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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的裁切组件45包括双向丝杠组件451、连接杆452、刀座453、切断刀454和环割

刀455；所述的双向丝杠组件451上有两个移动方向相反的移动部，连接杆452分别固定在移

动部上，所述的切断刀454和环割刀455上下分别对应，切断刀454安装在刀座453的中部，环

割刀455安装在切断刀454的两侧，切断刀454与环割刀455之间留有一定距离；所述的切断

刀454的刀刃为平面，环割刀455的刀刃为V形。

[0030] 所述的扯线剥皮组件46包括底板460、剥皮电机461、齿轮齿条部件462、移动板

463、剥皮气缸464、手指气缸465和夹块466；剥皮电机461固定在底板460上，移动板463通过

滑轨移动连接在底板460上，剥皮电机461的输出轴通过齿轮齿条部件462与移动板463相连

接，带动移动板463沿底板460移动；所述的手指气缸465安装在剥皮气缸464的伸缩端，夹块

466安装在手指气缸465的两移动部，夹块466位置与导线相对应。

[0031] 所述的剥皮浸锡装置4在工作时，两根导线从导线送料组件41处进料，而后第二电

机444带动主动齿形轮446转动，将导线送出，而后裁切组件45工作，上下相对的切断刀454

和环割刀455相互靠近，切断刀454将导线中部切断，环割刀455在导线的绝缘层上刻出一个

印子；而后第二电机444转动通过齿轮带动转盘445转动，将导线转动，使导线的端部下摆，

导线的端部离开裁切组件45将绝缘层剥离，导线端部的金属部位进入锡池组件42的锡液液

面下方，而后回摆，实现浸锡操作。

[0032] 剥皮浸锡装置4解决了导线浸锡动作繁琐，剥皮效率低的问题，通过设置驱动组件

44将导线实现向下摆动，浸入锡池，实现浸锡的操作，方便了水平进料的导线浸锡操作；设

置有同轴的主动齿形轮446和转盘445，分别由两个电机进行驱动，实现导线的上料和摆动，

结构紧凑；设置的裁切组件45可以完成导线的两端剥胶操作，提高剥皮的效率，导线的一端

由导向块449摆动，导向块449离开环割刀455实现剥皮，导线的另一端由剥皮气缸464将导

线拉出，实现该处剥皮。

[0033] 如图7所示，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包括移取机构51、纵移气缸52、纵

移板53、横移气缸54、横移板55、推动气缸56、传动块57、旋转座58、第一夹紧气缸59和第一

夹指510；所述的移取机构51用于夹取和输送两根导线，所述的纵移气缸52竖直固定在机架

上，纵移板53安装在纵移气缸52的伸缩端，横移气缸54水平安装在纵移板53上，横移板55安

装在横移气缸54伸缩端；推动气缸56安装在横移板55的下端，传动块57设置在推动气缸56

的伸缩端，所述的传动块57上设置有两个凸起的滚子571；所述的旋转座58上设置有圆孔，

旋转座58通过圆孔铰接在横移板55上，旋转座58上还设置有槽孔581，槽孔581与滚子571形

成槽副配合；所述的旋转座58设置有两个，两个旋转座58对称布置，旋转座58的相对侧面设

置有弧面；所述的第一夹紧气缸59固定在旋转座58上，第一夹指510安装在第一夹紧气缸59

的两移动端。

[0034] 所述的移取机构51包括移动滑台511、连接座512、侧移气缸513、转动气缸514、第

二夹紧气缸515和第二夹指516；移动滑台511固定在机架上，移动滑台511上设置有移动部，

连接座512通过滑轨移动连接在该移动部上；侧移气缸513固定在移动部上，侧移气缸513的

伸缩端与连接座512相连接；转动气缸514安装在连接座512上，第二夹紧气缸515固定在转

动气缸514的转动端，第二夹指516安装在第二夹紧气缸515的移动部。

[0035] 所述的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在工作时，第二夹紧气缸515上的第二

夹指516将两个导向夹住后进行移运，而后第一夹紧气缸59的第一夹指510分布将两个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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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住，而后推动气缸56收缩，通过传动块57带动两个旋转座58同时转动，将导线的端部弯折

九十度，而后纵移气缸52和横移气缸54调整导线的位置，将导线放置到线路板焊接部位上，

等待焊接；焊接完成后，转动气缸514转动，将导线的尾部进行折叠，便于收集。

[0036] 一种线路板焊接机的导线弯折装置解决了导线冗长，不便收集，现有折弯机构低

效的问题，通过设置折弯的工序，将平直的导线进行折弯，便于进行收集；另一方面，将导线

折叠后从侧方进行焊接，提高焊接的接触面积，提高焊接强度；在折弯时，由传动块57直接

带动两个旋转座58转动，将两个导线同时折弯，相比电机驱动的方式，通过槽副驱动，可以

提高折弯的力度，便于控制折弯的幅度，提高折弯的效率。

[0037] 如图8所示，所述的焊接装置6包括龙门架61、横向移动模块62、纵向移动模块63、

焊针64、定位压杆65和定位气缸66；所述的龙门架61固定在机架上，横向移动模块62安装在

龙门架61上，纵向移动模块63安装在横向移动模块62的移动部；焊针64通过滑轨连接在纵

向移动模块63的移动端；定位气缸66竖直安装在龙门架61上，定位压杆65安装在定位气缸

66的伸缩端，定位压杆65的下端对应十字块21的细槽23，将导线压住；所述的龙门架61上还

设置有焊丝送料组件67。

[0038] 所述的焊接装置6在工作时，首先定位气缸66带动定位压杆65下降，定位好导线和

线路板的位置，而后横向移动模块62和纵向移动模块63共同调整好焊针64的位置，将导线

和芯片实现焊接。

[0039] 一种线路板焊接方法，依次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加工：

S1线路板上料：上料装置3将线路板吸住后，搬运到十字块21的矩形沉槽22中实现上

料；

S2导线剥皮浸锡：两根导线从导线送料组件41处进料，而后第二电机444带动主动齿形

轮446转动，将导线送出，而后裁切组件45工作，上下相对的切断刀454和环割刀455相互靠

近，切断刀454将导线中部切断，环割刀455在导线的绝缘层上刻出一个印子；而后第二电机

444转动通过齿轮带动转盘445转动，将导线转动，使导线的端部下摆，导线的端部离开裁切

组件45将绝缘层剥离，导线端部的金属部位进入锡池组件42的锡液液面下方，而后回摆，实

现浸锡操作；

S3导线移运定位：第二夹紧气缸515上的第二夹指516将两个导向夹住后进行移运，而

后第一夹紧气缸59的第一夹指510分布将两个导线夹住，而后推动气缸56收缩，通过传动块

57带动两个旋转座58同时转动，将导线的端部弯折九十度，而后纵移气缸52和横移气缸54

调整导线的位置，将导线放置到线路板焊接部位上，而后定位压杆65下降，压住导线，实现

定位；

S4焊接下料：横向移动模块62和纵向移动模块63共同调整好焊针64的位置，将导线和

线路板实现焊接；焊接完成后通过下料装置7完成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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