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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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277749.0

(22)申请日 2017.12.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001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08

(73)专利权人 广州科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10800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

炭南路南街工业区

(72)发明人 袁旭群　洪耿松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慧宇中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4433

代理人 刘各慧

(51)Int.Cl.

B23P 19/027(2006.01)

B25B 11/02(2006.01)

审查员 汪娅骅

 

(54)发明名称

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及压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及压

入方法，压入设备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平台，

在平台上滑动的设有夹具，在平台上安装有立

柱，立柱的上端安装有支承板，支承板上设有一

个以上的压入机构；压入机构包括油缸、压装连

接板、压板连接杆、压板、压头导向套、压头、荷重

传感器和弹性件。压入方法是将工件安装到夹具

上，将管类部件安装到压头上，通过压头的下压

实现管类部件的压入。利用本发明的结构及压入

方法，夹具可以移动，夹具对工件的定位准确，可

检测是否安装有工件，当同一工件上的两管类部

件相隔很近时，通过移动夹具实现一台压入设备

压制不同的管类部件，同时能对压接荷重进行检

查，提高压接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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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平台，在平台上设有

导轨和驱动气缸，导轨上滑动的设有夹具，驱动气缸驱动夹具；在平台上安装有立柱，立柱

的上端安装有支承板，支承板上设有一个以上的压入机构；

所述的夹具包括基板、设在基板上的支承块、安装在支承块上的预定位块、设在基板上

的夹持平台、设在夹持平台上的第一夹持油缸、设在夹持平台上第二夹持油缸、设在第一夹

持油缸活塞杆上的第一夹持摆臂和设在第二夹持油缸活塞缸上的第二夹持摆臂；第一夹持

油缸位于第二夹持油缸的一侧，支承块位于第二支承油缸的另一侧，在预定位块上设有预

定位槽；在支承块上设有抵挡块；在平台上位于基板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固定座，在

第一固定座上安装有限位杆；在平台上位于基板的前后两侧分别固定有第二固定座，在第

二固定座上设有杆体；

所述的压入机构包括油缸、压装连接板、压板连接杆、压板、压头导向套、压头、荷重传

感器和弹性件；油缸安装在支承板上，压装连接板安装在油缸的活塞杆上，压板位于压装连

接板的下方，压板连接杆连接在压装连接板与压板之间，压板的底面设有凹陷槽，压头导向

套的上端设有直径小于压头导向套上端直径的凸柱，凸柱设在凹陷槽内；压头穿过压头导

向套和压板，在压装连接板上通过荷重传感器安装板安装有荷重传感器，荷重传感器位于

压头的上方，弹性件安装在压头与压板之间，在压头导向套上安装有球头柱塞，在压头导向

套上安装有工件检测传感器；在压头与荷重传感器之间设有间隙；

压板上设有第一通孔；压头导向套内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包括第二下通孔、第二上

通孔和锥孔，第二上通孔的直径大于第二下通孔的直径，锥孔设在第二下通孔与第二上通

孔之间；压头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连接的压头本体、导向杆、锥形杆、限位杆和顶杆，导向杆的

直径大于压头本体的直径，锥形杆连接在导向杆与限位杆之间，限位杆的直径大于导向杆

的直径，限位杆的直径大于顶杆的直径，限位杆位于第二上通孔内，顶杆穿过第一通孔；

所述的球头柱塞设在位于压头本体外的压头导向套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导套，导

套穿过有连接到压装连接板上的导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座体，在

座体上安装有行程传感器。

4.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对管类部件进行压入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将上端外壁具有凸缘的管类部件上端装入到压头的下端，通过球头柱塞卡置凸缘，将

工件安装到夹具上，具体的安装过程为：将工件放置到支承块和夹持平台上，利用预定位槽

对工件进行预定位，通过抵挡块抵挡工件的侧面，然后启动第一夹持油缸和第二夹持油缸，

通过第一夹持油缸带动第一夹持摆臂摆动，通过第二夹持油缸带动第二夹持摆臂摆动，让

第一夹持摆臂压制在工件的一侧，让第二夹持摆臂压制在工件的另一侧，然后通过油缸带

动压装连接板运动，压装连接板带动压板连接杆运动，压板连接杆带动压板运动，压板带动

压头导向套运动，压头导向套带动管类部件运动，当管类部件与工件对接后，对压头会产生

向上的作用力，压头克服弹性件的弹力向上运动与荷重传感器接触，通过荷重传感器检测

压入的荷重，当压入荷重达到要求后，油缸反向运动；通过驱动气缸移动夹具重复上述步骤

压入在工件上压入另一管类部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对管类部件进行压入的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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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导套，导套穿过有连接到压装连接板上的导杆。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对管类部件进行压入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座体，在座体上安装有行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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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及压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压入设备，尤其是管类部件的压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需要将管类部件安装到其他工件上的产品，现在出现了各种压接装置，现有

的压接设备是将工件放置到夹具上，将管类部件安装到压头上，通过压头将管类接头压入

到工件上，这种结构虽然能实现压接，但是，如果在同一工件上的两管类部件相隔很近时，

在不能在同一台压接装置上压接，另外，在压接过程中，不能对压接荷重进行检查，因此，在

压接过程中不清楚是否已经压接到位或符合压接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及压入方法，利用本发明的结构及压

入方法，夹具可以移动，夹具对工件的定位准确，可检测是否安装有工件，当同一工件上的

两管类部件相隔很近时，通过移动夹具实现一台压入设备压制不同的管类部件，同时能对

压接荷重进行检查，提高压接的合格率。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一种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平台，在平台

上设有导轨和驱动气缸，导轨上滑动的设有夹具，驱动气缸驱动夹具；在平台上安装有立

柱，立柱的上端安装有支承板，支承板上设有一个以上的压入机构；

[0005] 所述的夹具包括基板、设在基板上的支承块、安装在支承块上的预定位块、设在基

板上的夹持平台、设在夹持平台上的第一夹持油缸、设在夹持平台上第二夹持油缸、设在第

一夹持油缸活塞杆上的第一夹持摆臂和设在第二夹持油缸活塞缸上的第二夹持摆臂；第一

夹持油缸位于第二夹持油缸的一侧，支承块位于第二支承油缸的另一侧，在预定位块上设

有预定位槽；在支承块上设有抵挡块；在平台上位于基板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固定

座，在第一固定座上安装有限位杆；在平台上位于基板的前后两侧分别固定有第二固定座，

在第二固定座上设有杆体；

[0006] 所述的压入机构包括油缸、压装连接板、压板连接杆、压板、压头导向套、压头、荷

重传感器和弹性件；油缸安装在支承板上，压装连接板安装在油缸的活塞杆上，压板位于压

装连接板的下方，压板连接杆连接在压装连接板与压板之间，压板的底面设有凹陷槽，压头

导向套的上端设有直径小于压头导向套上端直径的凸柱，凸柱设在凹陷槽内；压头穿过压

头导向套和压板，在压装连接板上通过荷重传感器安装板安装有荷重传感器，荷重传感器

位于压头的上方，弹性件安装在压头与压板之间，在压头导向套上安装有球头柱塞，在压头

导向套上安装有工件检测传感器。

[0007] 利用所述的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对管类部件进行压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上端

外壁具有凸缘的管类部件上端装入到压头的下端，通过球头柱塞卡置凸缘，将工件安装到

夹具上，具体的安装过程为：将工件放置到支承块和夹持平台上，利用预定位槽对工件进行

预定位，通过抵挡块抵挡工件的侧面，然后启动第一夹持油缸和第二夹持油缸，通过第一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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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油缸带动第一夹持摆臂摆动，通过第二夹持油缸带动第二夹持摆臂摆动，让第一夹持摆

臂压制在工件的一侧，让第二夹持摆臂压制在工件的另一侧，然后通过油缸带动压装连接

板运动，压装连接板带动压板连接杆运动，压板连接杆带动压板运动，压板带动压头导向套

运动，压头导向套带动管类部件运动，当管类部件与工件对接后，对压头会产生向上的作用

力，压头克服弹性件的弹力向上运动与荷重传感器接触，通过荷重传感器检测压入的荷重，

当压入荷重达到要求后，油缸反向运动；通过驱动气缸移动夹具重复上述步骤压入在工件

上压入另一管类部件。

[0008] 在本发明中，通过球头柱塞卡置，防止管类部件掉落，通过预定位槽对工件进行预

定位，通过抵挡块对工件侧面进行抵挡，通过两夹持摆臂分别夹持工件的两侧面，实现精确

定位，快速定位，同时能快速的拆卸工件。在压接过程中，通过荷重传感器检测压入的荷重，

当压入荷重达到要求后，油缸反向运动，这样，就能知晓压接是否合格。如果同一工件上的

两管类部件相隔很近时，通过移动夹具实现一台压入设备压制不同的管类部件。

[0009] 进一步的，压板上设有第一通孔；压头导向套内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包括第二

下通孔、第二上通孔和锥孔，第二上通孔的直径大于第二下通孔的直径，锥孔设在第二下通

孔与第二上通孔之间；压头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连接的压头本体、导向杆、锥形杆、限位杆和

顶杆，导向杆的直径大于压头本体的直径，锥形杆连接在导向杆与限位杆之间，限位杆的直

径大于导向杆的直径，限位杆的直径大于顶杆的直径，限位杆位于第二上通孔内，顶杆穿过

第一通孔。该结构，锥形杆能与锥孔配合，由于锥孔和锥形杆，压头本体和导向杆的直径都

比锥形杆的上端小，因此，可防止压头脱离压头导向套，而当压头本体的直径小于导向杆的

直径后，在压头本体与导向杆之间形成台阶，可驱动管类部件向下运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球头柱塞设在位于压头本体外的压头导向套上。

[0011] 进一步的，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导套，导套穿过有连接到压装连接板上的导杆。这

样，压装连接板、压板连接杆、压板、压头导向套和压头的运动精度高。

[0012] 进一步的，在支承板上安装有座体，在座体上安装有行程传感器。行程传感器用于

检测压装连接板、压板连接杆、压板、压头导向套、压头的运动行程。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管类部件压入设备的立体图。

[0014] 图2为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0015] 图3为管类部件压入设备的主视图。

[0016] 图4为图3中A-A剖视图。

[0017] 图5为立柱、支承板和压入机构的示意图。

[0018] 图6为加入机构的立体图。

[0019] 图7为压入机构的局部剖视图。

[0020] 图8为夹具安装有工件的示意图。

[0021] 图9为夹具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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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1至图4所示，管类部件压入设备包括机架1、平台2、夹具3、立柱4、支承板5和

压入机构6。

[0024] 平台2设在机架1上。在平台2上设有导轨300，在平台2上位于夹具3的一侧设有驱

动气缸301。

[0025] 如图8和图9所示，所述的夹具3包括基板31、设在基板31上的支承块32、安装在支

承块32上的预定位块33、设在基板31上的夹持平台34、设在夹持平台34上的第一夹持油缸

35、设在夹持平台34上第二夹持油缸36、设在第一夹持油缸35活塞杆上的第一夹持摆臂37

和设在第二夹持油缸活塞缸上的第二夹持摆臂38。在基板21的底部设有滑块，滑块滑动的

设在导轨300上。支承块32上端固定有抵挡块321；在预定位块上设有预定位槽331。第一夹

持油缸35位于第二夹持油缸36的一侧，支承块32位于第二支承油缸36的另一侧，所述的夹

持平台上表面为斜面。在基板31上安装有驱动块39，驱动气缸的活塞杆连接在驱动块39上，

当驱动气缸301工作，通过驱动块39带动整个夹具在导轨300上滑动。夹具在滑动过程中，为

了能对夹具的运行进行限位，在平台2上位于基板31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固定座

310，在第一固定座310上安装有限位杆311。在平台2上位于基板的前后两侧分别固定有第

二固定座312，在第二固定座上设有杆体313。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在平台2上安装有立柱4，立柱4的上端安装有支承板5，支承板5

上设有一个以上的压入机构6。在本实施例中设置有两个压入机构6。

[0027] 如图5至图7所示，所述的压入机构6包括油缸61、压装连接板62、压板连接杆63、压

板64、压头导向套65、压头66、荷重传感器67和弹性件68。

[0028] 油缸61安装在支承板5上，在支承板5上安装有导套71，导套71穿过有导柱72。压装

连接板62通过压盖611安装在油缸61的活塞杆上，导杆连接在压装连接板62上，对压装连接

板的运动进行导向。压板64位于压装连接板62的下方，压板连接杆63连接在压装连接板62

与压板64之间，压板64的底面设有凹陷槽641。压板上设有第一通孔642。

[0029] 压头导向套65内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包括第二下通孔651、第二上通孔652和

锥孔653，第二上通孔652的直径大于第二下通孔651的直径，锥孔652设在第二下通孔651与

第二上通孔652之间，第二通孔与第一通孔642相通。压头导向套65的上端设有直径小于压

头导向套上端直径的凸柱654，凸柱654设在凹陷槽641内，这样方便对压头导向套进行定位

安装。

[0030] 压头66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连接的压头本体661、导向杆662、锥形杆663、限位杆664

和顶杆665，导向杆662的直径大于压头本体661的直径，锥形杆663连接在导向杆662与限位

杆664之间，限位杆664的直径大于导向杆662的直径，限位杆664的直径大于顶杆665的直

径，限位杆664位于第二上通孔内，顶杆665穿过第一通孔642。

[0031] 在压装连接板62上安装有荷重传感器安装板610，荷重传感器67安装在荷重传感

器安装板上，荷重传感器67位于顶杆的上方。

[0032] 弹性件68为弹簧，弹簧套在位于限位杆与压板之间的顶杆上。在压头导向套上位

于压头本体661外侧安装有球头柱塞69，在压头导向套上位于压头本体661外侧安装有工件

检测传感器612，用于检测夹具上是否有工件100。

[0033] 上述结构的压入设备的压入方法是：将管类部件200的上端装入到压头的下端，通

过球头柱塞卡置，防止管类部件200掉落，将工件100安装到夹具上，具体的安装过程为：将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8000116 B

6



工件100放置到支承块和夹持平台上，利用预定位槽对工件进行预定位，通过抵挡块抵挡工

件的侧面，然后启动第一夹持油缸和第二夹持油缸，通过第一夹持油缸带动第一夹持摆臂

摆动，通过第二夹持油缸带动第二夹持摆臂摆动，让第一夹持摆臂压制在工件的一侧，让第

二夹持摆臂压制在工件的另一侧，这样，不仅能对工件进行定位，而且取放工件快捷、方便。

然后通过油缸带动压装连接板运动，压装连接板带动压板连接杆运动，压板连接杆带动压

板运动，压板带动压头导向套运动，压头导向套带动管类部件运动，当管类部件与工件对接

后，对压头会产生向上的作用力，压头克服弹性件的弹力向上运动与荷重传感器接触，通过

荷重传感器检测压入的荷重，当压入荷重达到要求后，油缸反向运动，这样，就能知晓压接

是否合格。如果同一工件上的两管类部件相隔很近时，通过移动夹具实现一台压入设备压

制不同的管类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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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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