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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包

括机架、旋转机构、清洗机构、检漏机构和定位测

头机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

置，实现清洗和检漏连续进行，减少了检测时间

15S/件，生产节拍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达到真

正的自动检测的目的；不仅可以保证产品质量，

还可以提高生产线生产零件的连续性，保证产品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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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包括机架（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旋转机构、清洗机构、

检漏机构和定位测头机构，

所述旋转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6）中间步进电机（8），步进电机（8）电机轴连接旋转

轴（9），旋转轴（9）顶部连接旋转台（7），旋转台（7）上均布多个料台（10）；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设置于上机架（5）上的直线气缸（11）和设置于下机架（6）顶面的收

集盒（14），直线气缸（11）汽缸杆底部连接清洗料盒（12）顶部，清洗料盒（12）四壁内侧均布

多个清洗喷嘴（13），清洗喷嘴（13）连接喷气系统；收集盒（14）内部设置收集管（15），收集管

（15）与油雾分离系统（16）连通；

所述检漏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6）顶面的托起机构（17）和设置于上机架（5）底面的

检漏系统（18），检漏系统（18）连接数据分析仪（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台（7）由三

个均布的分旋转台（25）相互连续形成的Y型角式旋转台，相邻的两个分旋转台的轴线的夹

角为120°，分旋转台（25）上形成弧形缺口（26）；所述旋转台（7）底面所在水平位置高于收集

盒（14）和托起机构（17）顶面所在水平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台（10）由两个

镜像对称的弧形支架组成，弧形支架设置于缺口（26）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号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测头机构

包括处于同一圆周上的Ⅰ~Ⅵ定位测头（27~32），每两个定位测头组成一组，设置于相邻的两

个分旋转台（25）的夹角区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漏系统（18）包

括罩体（19）、堵头（20）和气体检漏装置，堵头（20）安装于驱动气缸（21）的气缸杆前端，驱动

气缸（21）通过支架（22）设置于上机架（5）下方；气缸杆水平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分析仪（23）

连接报警指示灯（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底部均

布多个地脚（2）；机架（1）的侧壁设置操控台（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油雾分离系统的

型号为YMC-300；所述气体检漏装置的型号为ATEQ-F52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由上支

架（5）和下支架（6）组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盒（14）位

于清洗料盒（12）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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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异形零件的清洗及气密性检测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壳体作为专用设备中的一种异形关键零部件，对零部件内部结构与密封性要

求较为严格，工作压力应达到0.6  MPa  ~0.64  MPa，因此检测零部件内部气体是否泄漏需要

特定检漏装置，目前市场上没有一种适用的装置，因此亟待设计一种专用工件的清洗检漏

装置，一方面满足零部件清洗要求，另一方面实现检测零部件气密性的质量，从而达到提高

生产效率目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工件的清

洗检漏装置。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包括机架，还包括旋转机构、清洗机构、检漏机构和定位测

头机构，

所述旋转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中间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电机轴连接旋转轴，旋转轴

顶部连接旋转台，旋转台上均布多个料台；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设置于上机架上的直线气缸和设置于下机架顶面的收集盒，直线气

缸汽缸杆底部连接清洗料盒顶部，清洗料盒四壁内侧均布多个清洗喷嘴，清洗喷嘴连接喷

气系统；收集盒内部设置收集管，收集管与油雾分离系统连通；

所述检漏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顶面的托起机构和设置于上机架底面的检漏系统，检

漏系统连接数据分析仪。

[0005] 所述旋转台由三个均布的分旋转台相互连续形成的Y型角式旋转台，相邻的两个

分旋转台的轴线的夹角为120°，分旋转台上形成弧形缺口；所述旋转台底面所在水平位置

高于收集盒和托起机构顶面所在水平位置。

[0006] 所述料台由两个镜像对称的弧形支架组成，弧形支架设置于缺口的两侧。

[0007] 所述定位测头机构包括处于同一圆周上的Ⅰ~Ⅵ定位测头，每两个定位测头组成一

组，设置于相邻的两个分旋转台的夹角区域。

[0008] 所述检漏系统包括罩体、堵头和气体检漏装置，堵头安装于驱动气缸的气缸杆前

端，驱动气缸通过支架设置于上机架下方；气缸杆水平设置。

[0009] 所述数据分析仪连接报警指示灯。

[0010] 所述机架底部均布多个地脚；机架的侧壁设置操控台。

[0011] 所述油雾分离系统的型号为YMC-300；所述气体检漏装置的型号为ATEQ-F520。

[0012] 所述机架由上支架和下支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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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收集盒位于清洗料盒正下方。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实现清洗和检漏连续进行，减少了检测时间

15S/件，生产节拍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达到真正的自动检测的目的；不仅可以保证产品质

量，还可以提高生产线生产零件的连续性，保证产品品质。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的俯视图（去除上支架）；

图3是本发明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中旋转台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其中：

1    机架                  2   地脚

3    操控台                4   收集盒

5   上支架                6   下支架

7    旋转台                8   步进电机

9    旋转轴                10  料台

11  直线气缸              12   清洗料盒

13   清洗喷嘴              14  收集盒

15  收集管                16   油雾分离系统

17  托起机构              18   检漏系统

19  罩体                  20  堵头

21  驱动气缸              22   支架

23  数据分析仪            24   报警指示灯

25  分旋转台              26  缺口

27  Ⅰ号定位测头           28   Ⅱ号定位测头

29   Ⅲ号定位测头          30   Ⅳ号定位测头

31   Ⅴ号定位测头          32   Ⅵ号定位测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进行详细说明：

如图1~3所示，一种工件的清洗检漏装置，包括机架1，还包括旋转机构、清洗机构、检漏

机构和定位测头机构，

所述旋转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6中间步进电机8，步进电机8电机轴连接旋转轴9，旋

转轴9顶部连接旋转台7，旋转台7上均布多个料台10；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设置于上机架5上的直线气缸11和设置于下机架6顶面的收集盒14，

直线气缸11汽缸杆底部连接清洗料盒12顶部，清洗料盒12四壁内侧均布多个清洗喷嘴13，

清洗喷嘴13连接喷气系统；收集盒14内部设置收集管15，收集管15与设置于下机架6顶面下

方的油雾分离系统16连通；

所述检漏机构包括设置于下机架6顶面的托起机构17和设置于上机架5底面的检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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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18，检漏系统18连接数据分析仪23。

[0017] 所述旋转台7由三个均布的分旋转台25相互连续形成的Y型角式旋转台，相邻的两

个分旋转台的轴线的夹角为120°，分旋转台25上形成弧形缺口26；所述旋转台7底面所在水

平位置高于收集盒14和托起机构17顶面所在水平位置。

[0018] 所述料台10由两个镜像对称的弧形支架组成，弧形支架设置于缺口26的两侧。

[0019] 所述定位测头机构包括处于同一圆周上的Ⅰ~Ⅵ定位测头27~32，每两个定位测头

组成一组，设置于相邻的两个分旋转台25的夹角区域。

[0020] 所述检漏系统18包括罩体19、堵头20和气体检漏装置，堵头20安装于驱动气缸21

的气缸杆前端，驱动气缸21通过支架22设置于上机架5下方；气缸杆水平设置。

[0021] 所述数据分析仪23连接报警指示灯24。

[0022] 所述机架1底部均布多个地脚2；机架1的侧壁设置操控台3。

[0023] 所述油雾分离系统的型号为YMC-300；所述气体检漏装置的型号为ATEQ-F520。

[0024] 所述机架1由上支架5和下支架6组成

所述收集盒14位于清洗料盒12正下方。

[0025]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

当工件需要进行清洗和气密性检测时桁架机械手抓取工件放在旋转台7上，旋转台7转

动，当接触到Ⅱ号定位测头28、Ⅲ号定位测头29时旋转台7停止转动。直线气缸11气动带动

清洗料盒12向下移动，清洗喷嘴13对工件进行清洗，清洗完成后直线气缸11带动清洗料盒

12返回。旋转台7转动，到达Ⅳ号定位测头30、Ⅴ号定位测头31时旋转台7停止转动，托起机

构17将工件托起至气体探漏装置，检测工件气密性，数据分析仪器23对数据进行分析，如工

件气密性检测合格，托起机构17带动工件回到旋转台7，如不合格，数据分析仪器23发出指

令报警指示灯24亮起；旋转台7转动，到达Ⅵ号定位测头32、Ⅰ号定位测头时旋转台7停止转

动，等待桁架机械手抓取工件进入下一道工序。

[0026] 此装置组合安装后解决了生产线在连续加工运转时无法自动进行检漏测量的弊

端，为解决以上技术上存在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电子显示检测气密检的装置，电机壳体

通过工作平台固定检测，从而确定电机壳体的气密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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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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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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