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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包括机

座和控制面板，机座设有第一输送通道和第二输

送通道，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光纤连接

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和弹片组装机构，门

盖组装机构连接有门盖输送机构，弹片组装机构

连接有弹片输送机构，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依次

设有检测机构和出料机构，第一输送通道与第二

输送通道之间设有用于将第一输送通道上的光

纤连接座输送到第二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

夹持气缸，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

弹片组装机构、门盖输送机构、弹片输送机构和

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均与控制面板连接。本发明

自动化程度高，组装效率和精度高，劳动强度低，

能够有效的节省人工成本，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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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包括机座和控制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从左往右依次设

有第一输送通道和第二输送通道，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

盖组装机构和弹片组装机构，门盖组装机构连接有门盖输送机构，弹片组装机构连接有弹

片输送机构，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检测机构和出料机构，第一输送通道与第二输

送通道之间设有用于将第一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输送到第二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

座夹持气缸，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弹片组装机构、门盖输送机构、弹片输送

机构和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均与控制面板连接，第一输送通道的一侧设有第一移动板，第

一移动板通过第一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第一移动板的后侧

设有驱动第一移动板朝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气缸，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包括

连接座震动盘、连接座输送通道和连接座推送块，连接座震动盘通过连接座输送通道与第

一输送通道连接，连接座推送块连接有用于驱动连接座推送块朝向第一输送通道方向活动

的连接座推送气缸，连接座推送块用于将连接座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推送到第一输送

通道上，门盖输送机构包括门盖震动盘、门盖输送通道、门盖连接块和门盖推送块，门盖震

动盘与门盖连接块连接，门盖推送块设置在门盖连接块的下端，门盖连接块内设有门盖连

接通道，门盖推送块上设有与门盖连接通道对应的门盖放置通孔，门盖推送块连接有用于

驱动门盖推送块朝向门盖组装机构方向移动的门盖推送气缸，门盖组装机构包括第一安装

架、门盖抵压块和用于驱动门盖抵压块上下活动的门盖抵压气缸，门盖抵压块和门盖抵压

气缸设置在第一安装架上，第一安装架通过第一安装板设置在机座上，第一安装板上设有

与门盖放置通孔对应的定位通孔，定位通孔的位置与抵压板的位置对应；使用时，门盖抵压

气缸驱动门盖抵压块将放置通孔内的门盖向下抵压，穿过定位通孔插入光纤连接座内，弹

片输送机构包括弹片震动盘、弹片输送通道和吸盘，吸盘设置在弹片输送通道的末端，弹片

组装机构包括弹片推块、弹片限位块和用于驱动弹片推块朝第一输送通道移动的弹片推动

气缸，弹片限位块上设有用于防止弹片偏移的弹片限位槽，吸盘用于将弹片输送通道上的

弹片移动到弹片限位槽内，弹片推块用于将弹片限位槽上的弹片推送到第一输送通道上，

第二输送通道的一侧设有第二移动板，第二移动板通过第三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

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第二移动板的后侧设有驱动第二移动板朝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

第四移动气缸，检测机构包括检测针和用于驱动检测针插入光纤连接座内的检测气缸，出

料机构包括取料吸嘴、用于驱动取料吸嘴吸附第二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的取料气缸以

及用于收纳光纤连接座的收纳板和用于驱动收纳板前后移动的电机，电机通过丝杆与收纳

板连接，丝杆的两侧设有导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上通过第一支撑

架设有可活动地第二安装板，第一移动板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二安装板上，第一支撑架上设

有第一导轨，第二安装板上设有与第一导轨对应的第一滑座，第一移动气缸通过第一滑座

和第一导轨的滑动配合，驱动第二安装板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安装板设有朝向

第一输送通道的第二导轨，第一移动板的下端设有与第二导轨对应的第二滑座，第二移动

气缸驱动第一移动板朝向第一输送通道方向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动

板上设有若干个与光纤连接座匹配的第一卡槽，第一卡槽卡住第一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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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第一移动气缸驱动第一移动板带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盖连接块的下端设

有门字形连接座，门字形连接座设有与门盖连接块连通的连接孔，门盖推送气缸驱动门盖

推送块穿过连接孔，朝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送通道的一侧

设有第二移动板，第二移动板通过第三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

动，第二移动板的后侧设有驱动第二移动板朝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第四移动气缸。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上通过第二支撑

架设有可活动地第三安装板，第二移动板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三安装板上，第二支撑架上设

有第三导轨，第三安装板上设有与第三导轨对应的第三滑座，第三移动气缸通过第三滑座

和第三导轨的滑动配合，使第三安装板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安装板设有朝向

第二输送通道的第四导轨，第二移动板的下端设有与第四导轨对应的第四滑座，第四移动

气缸驱动第四移动板朝向第二输送通道方向活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针通过第二安装

架安装在第二输送通道的上方，第二安装架上设有与检测针大小适配的开口，检测气缸驱

动检测针穿过开口插入光纤连接座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机构还包括第

三安装架，取料气缸通过第四安装板安装在第三安装架上，第三安装架上设有沿第二输送

通道方向设置的第五导轨，第四安装板上设有与第五导轨对应的第五滑座，通过第一位移

气缸驱动第四安装板沿第五导轨方向移动，第四安装板上设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六导轨，

取料气缸设有与第六导轨对应的第六滑座，通过第二位移气缸驱动取料气缸朝向第二输送

通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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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及电脑技术的进步，电脑的使用得到了大量的普及，运用也

日渐多元。电脑在联网时，需要通过光纤连接座与外界的光纤进行连接，光纤连接座多数在

连接口处设置有门盖，在于电脑的网线脱离连接后，门盖可以通过弹片自动将连接口盖合，

避免粉尘或水汽通过连接口进去到光纤连接座内，对其造成损坏，目前对于光纤连接座的

门盖以及弹片进行组装时，多数通过人工进行操作，自动化程度低，劳动强度高，组装效率

较低，人工成本高，组装的精度低，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自动化程度高，组装

效率和精度高，劳动强度低，能够有效的节省人工成本，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包括机座和控制面板，机座从左往右依次设有第一输送通

道和第二输送通道，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和

弹片组装机构，门盖组装机构连接有门盖输送机构，弹片组装机构连接有弹片输送机构，沿

第二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检测机构和出料机构，第一输送通道与第二输送通道之间设有

用于将第一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输送到第二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光纤

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弹片组装机构、门盖输送机构、弹片输送机构和光纤连接

座夹持气缸均与控制面板连接，第一输送通道的一侧设有第一移动板，第一移动板通过第

一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第一移动板的后侧设有驱动第一移

动板朝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气缸，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包括连接座震动盘、

连接座输送通道和连接座推送块，连接座震动盘通过连接座输送通道与第一输送通道连

接，连接座推送块连接有用于驱动连接座推送块朝向第一输送通道方向活动的连接座推送

气缸，连接座推送块用于将连接座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推送到第一输送通道上，门盖

输送机构包括门盖震动盘、门盖输送通道、门盖连接块和门盖推送块，门盖震动盘与门盖连

接块连接，门盖推送块设置在门盖连接块的下端，门盖连接块内设有门盖连接通道，门盖推

送块上设有与门盖连接通道对应的门盖放置通孔，门盖推送块连接有用于驱动门盖推送块

朝向门盖组装机构方向移动的门盖推送气缸，门盖组装机构包括第一安装架、门盖抵压块

和用于驱动门盖抵压块上下活动的门盖抵压气缸，门盖抵压块和门盖抵压气缸设置在第一

安装架上，第一安装架通过第一安装板设置在机座上，第一安装板上设有与门盖放置通孔

对应的定位通孔，定位通孔的位置与抵压板的位置对应；使用时，门盖抵压气缸驱动门盖抵

压块将放置通孔内的门盖向下抵压，穿过定位通孔插入光纤连接座内，弹片输送机构包括

弹片震动盘、弹片输送通道和吸盘，吸盘设置在弹片输送通道的末端，弹片组装机构包括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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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推块、弹片限位块和用于驱动弹片推块朝第一输送通道移动的弹片推动气缸，弹片限位

块上设有用于防止弹片偏移的弹片限位槽，吸盘用于将弹片输送通道上的弹片移动到弹片

限位槽内，弹片推块用于将弹片限位槽上的弹片推送到第一输送通道上，第二输送通道的

一侧设有第二移动板，第二移动板通过第三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

移动，第二移动板的后侧设有驱动第二移动板朝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第四移动气缸，

检测机构包括检测针和用于驱动检测针插入光纤连接座内的检测气缸，出料机构包括取料

吸嘴、用于驱动取料吸嘴吸附第二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的取料气缸以及用于收纳光纤

连接座的收纳板和用于驱动收纳板前后移动的电机，电机通过丝杆与收纳板连接，丝杆的

两侧设有导杆。

[0006]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机座上通过第一支撑架设有可活动地第二安装板，第

一移动板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二安装板上，第一支撑架上设有第一导轨，第二安装板上设有

与第一导轨对应的第一滑座，第一移动气缸通过第一滑座和第一导轨的滑动配合，驱动第

二安装板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移动。

[0007]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第二安装板设有朝向第一输送通道的第二导轨，第一

移动板的下端设有与第二导轨对应的第二滑座，第二移动气缸驱动第一移动板朝向第一输

送通道方向活动。

[0008]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移动板上设有若干个与光纤连接座匹配的第一

卡槽，第一卡槽卡住第一输送通道上的光纤连接座，第一移动气缸驱动第一移动板带动光

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移动。

[0009]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门盖连接块的下端设有门字形连接座，门字形连接座

设有与门盖连接块连通的连接孔，门盖推送气缸驱动门盖推送块穿过连接孔，朝第一输送

通道方向移动。

[0010]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输送通道的一侧设有第二移动板，第二移动板通

过第三移动气缸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第二移动板的后侧设有驱动第

二移动板朝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的第四移动气缸。

[0011]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机座上通过第二支撑架设有可活动地第三安装板，第

二移动板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三安装板上，第二支撑架上设有第三导轨，第三安装板上设有

与第三导轨对应的第三滑座，第三移动气缸通过第三滑座和第三导轨的滑动配合，使第三

安装板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移动。

[0012]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第三安装板设有朝向第二输送通道的第四导轨，第二

移动板的下端设有与第四导轨对应的第四滑座，第四移动气缸驱动第四移动板朝向第二输

送通道方向活动。

[0013]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检测针通过第二安装架安装在第二输送通道的上方，

第二安装架上设有与检测针大小适配的开口，检测气缸驱动检测针穿过开口插入光纤连接

座内。

[0014] 上述说明中，作为优选，所述出料机构还包括第三安装架，取料气缸通过第四安装

板安装在第三安装架上，第三安装架上设有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设置的第五导轨，第四安

装板上设有与第五导轨对应的第五滑座，通过第一位移气缸驱动第四安装板沿第五导轨方

向移动，第四安装板上设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六导轨，取料气缸设有与第六导轨对应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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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滑座，通过第二位移气缸驱动取料气缸朝向第二输送通道移动。

[0015] 本发明所产生的有益效果是：机座从左往右依次设有第一输送通道和第二输送通

道，沿第一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和弹片组装机构，门

盖组装机构连接有门盖输送机构，弹片组装机构连接有弹片输送机构，通过设置门盖输送

机构和弹片输送机构，实现了门盖与弹片的自动化上料，沿第二输送通道方向依次设有检

测机构和出料机构，通过设置检测机构，可以对完成组装的光纤连接座进行门盖和弹片的

检测，提高光纤连接座的良品率，通过设置出料机构可以完成光纤连接座的自动收纳和出

料，提高出料效率，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组装效率和精度高，劳动强度低，能够有效的节省

人工成本，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之实施例的主视方向立体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之实施例的图1中A部分放大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之实施例的图1中B部分放大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之实施例的图1中C部分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之实施例的后视方向立体图；

[0021] 附图标识说明：10‑机座，11‑第一输送通道，111‑第一移动板，112‑第一移动气缸，

113‑第一卡槽，114‑第二移动气缸，115‑第二安装板，116‑第一导轨，117‑第一滑座，118‑第

二导轨，119‑第二滑座，12‑第二输送通道，121‑第二移动板，122‑第三移动气缸，123‑第四

移动气缸，124‑第二支撑架，125‑第三安装板，126‑第三导轨，127‑第三滑座，128‑第四导

轨，129‑第四滑座，20‑控制面板，31‑连接座震动盘，32‑连接座输送通道，33‑连接座推送

块，34‑连接座推送气缸，41‑第一安装架，42‑门盖抵压块，43‑门盖抵压气缸，44‑第一安装

板，45‑定位通孔，46‑门字形连接座，51‑弹片推块，52‑弹片限位块，53‑弹片推动气缸，54‑

弹片限位槽，61‑门盖震动盘，62‑门盖输送通道，63‑门盖连接块，64‑门盖推送块，65‑门盖

放置通孔，66‑门盖推送气缸，71‑弹片震动盘，72‑弹片输送通道，73‑吸盘，81‑检测针，83‑

第二安装架，91‑取料吸嘴，92‑取料气缸，921‑第六滑座，93‑收纳板，94‑电机，95‑丝杆，96‑

导杆，97‑第三安装架，971‑第五导轨，98‑第四安装板，981‑第五滑座，982‑第六导轨，99‑第

一位移气缸，991‑第二位移气缸，100‑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102‑齿轮，103‑齿条，110‑固定

板，120‑固定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更清楚地阐述本发明的结构特征、技术手段及其所达到的具体目的和功能，下

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本实施例：如图1‑5所示，门盖弹片自动组装机，包括机座10和控制面板20，机座10

从左往右依次设有第一输送通道11和第二输送通道12，沿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依次设有光

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构和弹片组装机构，门盖组装机构连接有门盖输送机构，弹

片组装机构连接有弹片输送机构，沿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依次设有检测机构和出料机构，

第一输送通道11与第二输送通道12之间设有用于将第一输送通道11上的光纤连接座输送

到第二输送通道12上的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100，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100连接有转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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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一端设有齿轮102，齿轮102通过齿条103连接有旋转气缸，旋转气缸通过齿条103和齿

轮102的齿纹配合，带动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100转动，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门盖组装机

构、弹片组装机构、门盖输送机构、弹片输送机构和光纤连接座夹持气缸100均与控制面板

20连接；

[0024] 第一输送通道11的一侧设有第一移动板111，第一移动板111通过第一移动气缸

112驱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移动，第一移动板111上设有若干个与光纤连接

座匹配的第一卡槽113，第一卡槽113卡住第一输送通道11上的光纤连接座，第一移动气缸

112驱动第一移动板111带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一输送通道11移动，第一移动板111的后侧设

有驱动第一移动板111朝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移动的第二移动气缸114，机座10上通过第一

支撑架设有可活动地第二安装板115，第一移动板111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二安装板115上，第

一支撑架上设有第一导轨116，第二安装板115上设有与第一导轨116对应的第一滑座117，

第一移动气缸112通过第一滑座117和第一导轨116的滑动配合，驱动第二安装板115沿第一

输送通道11方向移动，第二安装板115设有朝向第一输送通道11的第二导轨118，第一移动

板111的下端设有与第二导轨118对应的第二滑座119，第二移动气缸114驱动第一移动板

111朝向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活动；

[0025] 门盖输送机构包括门盖震动盘61、门盖输送通道62、门盖连接块63和门盖推送块

64，门盖震动盘61与门盖连接块63连接，门盖推送块64设置在门盖连接块63的下端，门盖连

接块63内设有门盖连接通道，门盖推送块64上设有与门盖连接通道对应的门盖放置通孔

65，门盖推送块64连接有用于驱动门盖推送块64朝向门盖组装机构方向移动的门盖推送气

缸66；

[0026] 门盖组装机构包括第一安装架41、门盖抵压块42和用于驱动门盖抵压块42上下活

动的门盖抵压气缸43，门盖抵压块42和门盖抵压气缸43设置在第一安装架41上，第一安装

架41通过第一安装板44设置在机座10上，第一安装板44上设有与门盖放置通孔65对应的定

位通孔45，定位通孔45的位置与抵压板的位置对应；使用时，门盖抵压气缸43驱动门盖抵压

块42将放置通孔内的门盖向下抵压，穿过定位通孔45插入光纤连接座内；

[0027] 光纤连接座输送机构包括连接座震动盘31、连接座输送通道32和连接座推送块

33，连接座震动盘31通过连接座输送通道32与第一输送通道11连接，连接座推送块33连接

有用于驱动连接座推送块33朝向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活动的连接座推送气缸34，连接座推

送块33用于将连接座输送通道32上的光纤连接座推送到第一输送通道11上，门盖连接块63

的下端设有门字形连接座46，门字形连接座46设有与门盖连接块63连通的连接孔，门盖推

送气缸66驱动门盖推送块64穿过连接孔，朝第一输送通道11方向移动；

[0028] 弹片输送机构包括弹片震动盘71、弹片输送通道72和吸盘73，吸盘73设置在弹片

输送通道72的末端；

[0029] 弹片组装机构包括弹片推块51、弹片限位块52和用于驱动弹片推块51朝第一输送

通道11移动的弹片推动气缸53，弹片限位块52上设有用于防止弹片偏移的弹片限位槽54，

吸盘73用于将弹片输送通道72上的弹片移动到弹片限位槽54内，弹片推块51用于将弹片限

位槽54上的弹片推送到第一输送通道11上；

[0030] 第二输送通道12的一侧设有第二移动板121，第二输送通道12的一侧设有第二移

动板121，第二移动板121上设有若干个与光纤连接座匹配的第二卡槽，第二卡槽卡住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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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通道12上的光纤连接座，第三移动气缸122驱动第二移动板121带动光纤连接座沿第二

输送通道12移动，第二移动板121的后侧设有驱动第二移动板121朝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移

动的第四移动气缸123，机座10上通过第二支撑架124设有可活动地第三安装板125，第二移

动板121可活动地安装在第三安装板125上，第二支撑架124上设有第三导轨126，第三安装

板125上设有与第三导轨126对应的第三滑座127，第三移动气缸122通过第三滑座127和第

三导轨126的滑动配合，使第三安装板125沿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移动，第三安装板125设有

朝向第二输送通道12的第四导轨128，第二移动板121的下端设有与第四导轨128对应的第

四滑座129，第四移动气缸123驱动第四移动板朝向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活动；

[0031] 检测机构包括检测针81和用于驱动检测针81插入光纤连接座内的检测气缸，检测

针81通过第二安装架83安装在第二输送通道12的上方，第二安装架83上设有与检测针81大

小适配的开口，检测气缸驱动检测针81穿过开口插入光纤连接座内；

[0032] 出料机构包括取料吸嘴91、用于驱动取料吸嘴91吸附第二输送通道12上的光纤连

接座的取料气缸92以及用于收纳光纤连接座的收纳板93和用于驱动收纳板93前后移动的

电机94，电机94通过丝杆95与收纳板93连接，丝杆95的两侧设有导杆96，出料机构还包括第

三安装架97，取料气缸92通过第四安装板98安装在第三安装架97上，第三安装架97上设有

沿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设置的第五导轨971，第四安装板98上设有与第五导轨971对应的第

五滑座981，通过第一位移气缸99驱动第四安装板98沿第五导轨971方向移动，第四安装板

98上设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六导轨982，取料气缸92设有与第六导轨982对应的第六滑座

921，通过第二位移气缸991驱动取料气缸92朝向第二输送通道12移动；

[0033] 第二输送通道12的一侧设有用于固定光纤连接座位置的固定板110和用于驱动固

定板110朝向第二输送通道12方向移动的固定气缸120，固定板110设置在取料吸嘴91的下

方。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故凡是依据本发

明的技术实际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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