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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及

其工作方法，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包括设置于

箱体工作台上且位于护罩内的组装机构、过渡铆

压机构、检测机构、密封圈装配机构和出料机构，

所述组装机构与过渡铆压机构对接设置，过渡铆

压机构与检测机构对接设置，检测机构输出端设

置有密封圈装配机构，密封圈装配机构输出端对

接设置有出料机构，护罩固定于箱体工作台上，

箱体内置有电控柜，护罩上还设置有与电控柜电

气连接的操作界面和指示灯塔。通过上述方式，

本发明结构紧凑，运行平稳，能够替代人工自动

组装和检测水温传感器，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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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包括设置于箱体工

作台上且位于护罩内的组装机构、过渡铆压机构、检测机构、密封圈装配机构和出料机构，

所述组装机构与过渡铆压机构对接设置，过渡铆压机构与检测机构对接设置，检测机构输

出端设置有密封圈装配机构，密封圈装配机构输出端对接设置有出料机构，护罩固定于箱

体工作台上，箱体内置有电控柜，护罩上还设置有与电控柜电气连接的操作界面和指示灯

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

转盘模组四周的铜套上料装置、双工位点胶装置、O型圈装配装置、塑胶本体上料装置、漏件

下料模组、预压模组和吸尘模组，所述转盘模组由凸轮分割器驱动转盘转动，转盘上阵列设

有载具；所述铜套上料装置包括设置于工作台上的CCD位置纠正模组、铜套载盘组件和铜套

上料机械人，铜套载盘组件包括顶升机构和铜套载盘，两组顶升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顶升

机构的升降板上放置有铜套载盘，铜套载盘里装有铜套，所述铜套上料机械人包括四轴机

械手、升降气缸、夹爪气缸、连接架、推拉气缸、夹板和定位柱，所述四轴机械手的手腕部安

装有升降气缸，升降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夹爪气缸，四轴机械手的手腕部还固定有连接

架，连接架的底板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推拉气缸，推拉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夹板，两夹板

相对面上固定有两定位柱，所述铜套载盘顶部设有定位块，定位块上设有与定位柱对应的

定位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工位点胶装置包括

移动气缸、移动架、丝杆模组、点胶升降板、直线导轨、限位板和点胶组件，所述移动气缸的

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架，移动架的竖直板上固定有丝杆模组，丝杆模组由伺服马达驱动，丝杆

模组的丝杆螺母通过连接块与点胶升降板固定，移动架的外侧面竖直设置有两直线导轨，

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点胶升降板固定连接，直线导轨两端的移动架的竖直板上固定有限位

板，点胶升降板上固定有两组点胶组件；所述点胶组件包括固定板、固定块、胶桶、肘夹、夹

紧块、点胶气缸、下压盘、调压阀和点胶阀，所述固定板和其上方的固定块固定于点胶升降

板，固定板上设有两胶桶，固定块侧端设有两弧形槽，胶桶卡在弧形槽处，两弧形槽之间的

固定块上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肘夹，肘夹的伸出端安装有夹紧块，夹紧块外侧面为弧形面，

胶桶上方的点胶升降板上固定有点胶气缸，点胶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下压盘，下压盘外

径与胶桶内径一致，点胶气缸与其侧端的调压阀连接，点胶升降板下端还固定有两点胶阀，

胶桶底部通过管道连接到点胶阀。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O型圈装配装置包括

震动送料盘、O型圈固定模块、到位光纤和搬运上料单元，所述震动送料盘的输出端对接设

置有O型圈固定模块，O型圈固定模块两侧设有到位光纤，O型圈固定模块后侧设置有搬运上

料单元，所述搬运上料单元包括搬运支架、搬运气缸、搬运滑轨、推板、上下气缸、浮动式吸

料组件、限位块、缓冲器、限位螺丝和CCD相机，所述搬运支架上固定有搬运气缸和搬运滑

轨，搬运滑轨的滑块上固定有推板，搬运气缸的伸缩杆与推板固定，推板上固定有上下气

缸，上下气缸的伸缩板上安装有浮动式吸料组件，推板后侧固定有限位块，限位块穿过搬运

支架，搬运支架后侧面固定有两组与限位块相对的缓冲器和限位螺丝，浮动式吸料组件上

方的搬运支架上还固定有CCD相机；所述浮动式吸料组件包括吸料固定板、吸料固定块、导

柱、封板、缓冲弹簧、O型圈吸块、感应片和感应器，所述吸料固定板设置于上下气缸的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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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吸料固定板侧面安装有吸料固定块，吸料固定块上穿装有两导柱，导柱两伸出端均通

过封板固定连接，导柱上套有缓冲弹簧下方的封板底部安装有O型圈吸块，上方的封板上安

装有感应片，吸料固定板上设置有与之配合的感应器；所述O型圈吸块由依次连接的固定部

和吸料部组成，所述固定部呈矩形状，固定部上端设有环形槽孔，固定部侧端设有与环形槽

孔相通的吸气孔，固定部上设有四个安装孔；所述吸料部呈柱形状，吸料部下端设有O型圈

安装槽，O型圈安装槽可与O型圈外侧面贴合，吸料部沿圆心竖直方向阵列设有吸气甬道，所

述吸气甬道上部与环形槽孔相通，吸气甬道下部穿过O型圈安装槽。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塑胶本体上料装置的

结构与铜套上料装置的结构相同；所述漏件下料模组包括漏件检测光纤、漏件升降气缸、导

向滑槽、收料盒、漏件转台气缸、取料板和漏件夹爪气缸，所述漏件检测光纤设置于转盘模

组的固定部，漏件检测光纤指向载具，漏件升降气缸、导向滑槽和收料盒均设置于工作台

上，导向滑槽指向收料盒，漏件升降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漏件转台气缸，漏件转台气缸的

转台上安装有取料板，取料板的伸出端安装有漏件夹爪气缸；所述预压模组包括预压支架、

预压气缸、预压板、预压块、连接柱和预压弹簧，所述预压支架设置于转盘模组的固定部，预

压支架上安装有预压气缸，预压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预压板，预压板上穿装有预压块，预

压块上部伸出端安装有水平设置的连接柱，预压块下部向外延迟呈矩形状，预压块上套有

预压弹簧，预压块位于载具上方；所述吸尘模组的吸尘管指向载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铆压机构包括搬

运模组和铆压模组，所述搬运模组将组装产品输送到铆压模组处，所述铆压模组包括铆压

机架、铆压模具、冲压装置、工业相机和光源，铆压机架的工作台板上固定有铆压模具，铆压

机架顶板上安装有冲压装置，铆压模具两侧的铆压机架上固定有工业相机和光源，所述铆

压模具包括底板、铆压下模、光电传感器、铆压导柱、浮动块、铆压弹簧、铆压固定板、调整螺

丝、铆压夹爪气缸、铆压刀和落料斗，所述底板上安装有铆压下模，铆压下模两侧设有光电

传感器，铆压下模后侧的底板上固定有两根铆压导柱，铆压导柱上套有浮动块，浮动块下方

的铆压导柱上套有铆压弹簧，铆压导柱上部安装有铆压固定板，铆压固定板上旋接有调整

螺丝，调整螺丝下端与浮动块相抵，浮动块前侧面安装有铆压夹爪气缸，铆压夹爪气缸的两

个夹爪臂上安装有铆压刀，两铆压刀对称设置，铆压刀位于铆压下模上方，铆压刀铆压下模

下方的底板上安装有与之相通的落料斗；所述冲压装置包括铆压气缸、铆压升降板、导向

杆、压力传感器、铆压上模、导向套、铆压连接板和调节螺栓，所述铆压气缸固定于铆压机架

的顶板上，铆压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铆压升降板，铆压升降板上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穿

过铆压机架的顶板，铆压升降板下端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下端安装有铆压上模，

铆压上模穿过导向套，导向套设置于铆压连接板上，铆压连接板两端与铆压机架侧壁固定

连接，铆压连接板上还设置有两组调节螺栓，调节螺栓与铆压升降板相对，铆压上模、铆压

刀和铆压下模上下位置相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围绕检

测转盘模组设置的端子高度检测模组、电阻检测模组、耐压检测模组、打磨模组、激光编码

模组和搬运机械手，检测转盘模组的结构与组装机构的转盘模组结构相同，所述端子高度

检测模组包括高度检测支架、高度检测气缸、检测升降板、传感器安装板、位移传感器、连接

弹簧、缓冲块、检测滑轨、检测连接块和端子压块，所述高度检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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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部，高度检测支架上安装有高度检测气缸，高度检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检测升

降板，检测升降板上安装有传感器安装板，传感器安装板上安装有两位移传感器，传感器安

装板下端通过连接弹簧与缓冲块连接，缓冲块与检测升降板通过检测滑轨连接，缓冲块上

安装有检测连接块，检测连接块上穿装有两端子压块，端子压块上端与位移传感器相对；所

述电阻检测模组包括电阻检测支架、电阻检测气缸、电阻升降板、电阻连接板和电阻检测探

针，所述电阻检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的固定部，电阻检测支架上安装有电阻检测气

缸，电阻检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电阻升降板，电阻升降板上安装有电阻连接板，电阻连

接板上安装有两竖直设置的电阻检测探针，电阻检测探针连接到电阻测试仪；所述耐压检

测模组包括耐压支架、耐压气缸、耐压升降板、第一连接板、第一检测探针、第二连接板、第

二检测探针和复位弹簧，所述耐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的固定部，耐压支架上安装有

耐压气缸，耐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耐压升降板，耐压升降板下端安装有第一连接板第

一连接板，第一连接板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检测探针，第一连接板上端安装有第二连

接板，第二连接板上穿装有第二检测探针，第二检测探针下部套有复位弹簧，所述第二检测

探针与产品端子相对，第一检测探针与载具相对，第一检测探针和第二检测探针连接到耐

压测试仪；所述打磨模组包括打磨机械手、固定夹块、打磨枪和打磨护罩，所述打磨机械手

设置于工作台上，打磨机械手的支架上安装有固定夹块，固定夹块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打

磨枪，固定夹块上端通过连接板固定有打磨护罩，打磨枪的打磨部位于打磨护罩内，打磨护

罩上端设有进料口，打磨护罩侧端设置有吸料口，吸料口外界吸气设备；所述激光编码模组

包括丝杆手动模组、移动支架、激光打标机、打标护罩和吸尘管，所述丝杆手动模组设置于

工作台上，丝杆手动模组的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支架，移动支架上安装有激光打标机，激光打

标机的激光头水平设置，激光头处套有打标护罩，打标护罩前端设有进料开口，打标护罩上

端连接有与之相通的吸尘管，吸尘管连接吸气设备。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装配机构包括

旋转工作台、密封圈上料振动盘、回转平台、密封圈安装模块、密封圈抓取装置和撑开装置，

旋转工作台设置于工作台上，旋转工作台的转台上设有四工位载具，旋转工作台侧端设有

密封圈上料振动盘，密封圈上料振动盘的出料口设有回转平台，回转平台上固定有密封圈

安装模块，回转平台后侧设有密封圈抓取装置，回转平台上还设置有撑开装置，所述密封圈

抓取装置包括抓取支架、单轴驱动器、抓取推板、抓取升降气缸、抓取升降板、抓料组件和放

料组件，抓取支架设置于工作台上，抓取支架上端固定有横向设置的单轴驱动器，单轴驱动

器的滑台上安装有抓取推板，抓取推板上安装有抓取升降气缸，抓取升降气缸的伸缩板上

安装有抓取升降板，抓取升降板下端固定有抓料组件和放料组件，所述抓料组件包括抓取

气缸、密封圈夹爪、抓取连接板和密封圈安装套，抓取气缸固定于抓取升降板上，抓取气缸

两夹爪臂上安装有密封圈夹爪，密封圈夹爪的抓取面设有V型槽，抓取气缸后端安装有抓取

连接板，抓取连接板的伸出端安装有密封圈安装套，密封圈安装套位于两密封圈夹爪之间，

所述放料组件包括放料块、插入推杆、限位螺钉和放料弹簧，所述放料块固定于抓取升降板

上，放料块上设有导向通孔，放料块两侧设有与导向通孔相通的升降槽孔，导向通孔里装有

插入推杆，插入推杆呈阶梯轴状，插入推杆上安装有与之垂直的限位螺钉，限位螺钉两端穿

过升降槽孔，插入推杆上部的短径短套有放料弹簧，抓取升降板上设有避让孔；所述撑开装

置包括垫板、连接杆、撑开板、四爪手指气缸、撑开夹爪、撑开杆、调节支架和密封圈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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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垫板固定于回转平台上，垫板通过连接杆与其上方的撑开板固定连接，垫板上安装有

四爪手指气缸，四爪手指气缸的四个夹爪圆周阵列设置，四爪手指气缸的夹爪上均安装有

撑开夹爪，四个撑开夹爪呈十字型，撑开夹爪的伸出端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撑开杆，撑开板上

设有十字型槽孔，撑开杆分别穿过十字型槽孔，撑开板两端固定有调节支架，调节支架上设

有横向调节安装孔，调节安装孔处装有密封圈传感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机构包括设置于

工作台上的出料机械手和出料盒，所述出料机械手采用三轴模组机械手。

10.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作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铜套上料，铜套载盘由顶升机构顶升，CCD位置纠正模组区分铜套方向，铜套上料机

械人上料将铜套放至转盘模组的载具上，铜套上料机械人多功能搬运，抓取铜套以及铜套

载盘，转盘模组转动；

S2：注导热脂，双工位点胶装置设置有两种导热脂，要求更换产品时，能快速换型；

S3：O型圈装配，震动送料盘将O型圈输送至O型圈固定模块，待到位光纤检测到O型圈，

搬运上料单元将O型圈吸取后套装在铜套上，浮动式吸料组件能够准确吸取O型圈的同事不

损坏产品；

S4：塑胶本体上料，将塑胶本体抓取后放至铜套上；

S5：漏件下料、塑胶本体预压、吸尘，漏件检测光纤检测到未装配完全的产品，漏件夹爪

气缸将漏件抓取后经导向滑槽落至收料盒，预压模组将塑胶本体预压到铜套的安装槽处，

吸尘模组吸取废料；

S6：铆压，搬运模组将预压后的产品移至铆压下模处，铆压夹爪气缸工作带动两铆压刀

抓取产品，冲压装置工作带动铆压上模下移，铆压上模、铆压刀和铆压上模配合将塑胶本体

铆压到铜套上，浮动块上下位置可调，适用不同尺寸产品，避免损坏模具；

S7：检测，搬运模组将铆压后产品移至检测转盘模组的载具上，检测转盘模组转动，端

子高度检测模组、电阻检测模组和耐压检测模组依次对组装产品进行端子高度、电阻和耐

压性能检测；

S8：打磨、编码，打磨模组对铆压连接处进行打磨，激光编码模组对打磨产品进行激光

打标，吸尘管吸气清洁；

S9：密封圈装配，搬运机械手将产品翻转搬运到旋转工作台的载具上，密封圈抓取装置

的抓料组件将密封圈上料振动盘输出的密封圈抓取后放置到撑开装置处，撑开装置将密封

圈撑开套装在放料组件的插入推杆上，放料块下移将密封圈推至铜套上；

S10：出料，出料机械手将成品抓取放置到出料盒内，人工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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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及其工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温传感器由多个部件组成，水温传感器功能测试设备是水温传感器功能测试系

统的装置，水温传感器功能测试设备包括工业液晶显示器、工作工位、配电箱、工业计算机、

通讯卡、万用表卡、测试工装、软件操作系统等，从广义上说还包括水温传感器测试方法、组

装方法都属于水温传感器功能测试系统，为保证产品质量，往往在装配的完成后需要对其

进行多种测试，现有技术大部分为装配与检测分开，人工装配检测效率低，难以保证质量，

不同检测对应不同设备，过程繁杂，周期长，成本高，基于以上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对现有的

技术予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及其工作方法，结构

紧凑，运行平稳，能够替代人工自动组装和检测水温传感器，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

设备，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包括设置于箱体工作台上且位于护罩内的组装机构、过渡铆

压机构、检测机构、密封圈装配机构和出料机构，所述组装机构与过渡铆压机构对接设置，

过渡铆压机构与检测机构对接设置，检测机构输出端设置有密封圈装配机构，密封圈装配

机构输出端对接设置有出料机构，护罩固定于箱体工作台上，箱体内置有电控柜，护罩上还

设置有与电控柜电气连接的操作界面和指示灯塔。

[0005] 优选的是，所述组装机构包括设置于转盘模组四周的铜套上料装置、双工位点胶

装置、O型圈装配装置、塑胶本体上料装置、漏件下料模组、预压模组和吸尘模组，所述转盘

模组由凸轮分割器驱动转盘转动，转盘上阵列设有载具；所述铜套上料装置包括设置于工

作台上的CCD位置纠正模组、铜套载盘组件和铜套上料机械人，铜套载盘组件包括顶升机构

和铜套载盘，两组顶升机构设置于工作台上，顶升机构的升降板上放置有铜套载盘，两组顶

升机构分别用于供料和料盘回收，铜套载盘里装有铜套，所述铜套上料机械人包括四轴机

械手、升降气缸、夹爪气缸、连接架、推拉气缸、夹板和定位柱，所述四轴机械手的手腕部安

装有升降气缸，升降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夹爪气缸，夹爪气缸用于夹取铜套，四轴机械手

的手腕部还固定有连接架，连接架的底板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推拉气缸，推拉气缸的伸缩

杆上安装有夹板，两夹板相对面上固定有两定位柱，所述铜套载盘顶部设有定位块，定位块

上设有与定位柱对应的定位孔。

[0006] 优选的是，所述双工位点胶装置包括移动气缸、移动架、丝杆模组、点胶升降板、直

线导轨、限位板和点胶组件，所述移动气缸的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架，移动架的竖直板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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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丝杆模组，丝杆模组由伺服马达驱动，丝杆模组的丝杆螺母通过连接块与点胶升降板固

定，移动架的外侧面竖直设置有两直线导轨，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点胶升降板固定连接，直

线导轨两端的移动架的竖直板上固定有限位板，点胶升降板上固定有两组点胶组件；所述

点胶组件包括固定板、固定块、胶桶、肘夹、夹紧块、点胶气缸、下压盘、调压阀和点胶阀，所

述固定板和其上方的固定块固定于点胶升降板，固定板上设有两胶桶，固定块侧端设有两

弧形槽，胶桶卡在弧形槽处，两弧形槽之间的固定块上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肘夹，肘夹的伸

出端安装有夹紧块，夹紧块外侧面为弧形面，夹紧块用于夹紧胶桶，胶桶上方的点胶升降板

上固定有点胶气缸，点胶气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下压盘，下压盘外径与胶桶内径一致，点胶

气缸与其侧端的调压阀连接，点胶升降板下端还固定有两点胶阀，胶桶底部通过管道连接

到点胶阀。

[0007] 优选的是，所述O型圈装配装置包括震动送料盘、O型圈固定模块、到位光纤和搬运

上料单元，所述震动送料盘的输出端对接设置有O型圈固定模块，O型圈固定模块两侧设有

到位光纤，O型圈固定模块后侧设置有搬运上料单元，所述搬运上料单元包括搬运支架、搬

运气缸、搬运滑轨、推板、上下气缸、浮动式吸料组件、限位块、缓冲器、限位螺丝和CCD相机，

所述搬运支架上固定有搬运气缸和搬运滑轨，搬运滑轨的滑块上固定有推板，搬运气缸的

伸缩杆与推板固定，推板上固定有上下气缸，上下气缸的伸缩板上安装有浮动式吸料组件，

推板后侧固定有限位块，限位块穿过搬运支架，搬运支架后侧面固定有两组与限位块相对

的缓冲器和限位螺丝，浮动式吸料组件上方的搬运支架上还固定有CCD相机；所述浮动式吸

料组件包括吸料固定板、吸料固定块、导柱、封板、缓冲弹簧、O型圈吸块、感应片和感应器，

所述吸料固定板设置于上下气缸的伸缩板上，吸料固定板侧面安装有吸料固定块，吸料固

定块上穿装有两导柱，导柱两伸出端均通过封板固定连接，导柱上套有缓冲弹簧下方的封

板底部安装有O型圈吸块，上方的封板上安装有感应片，吸料固定板上设置有与之配合的感

应器；所述O型圈吸块由依次连接的固定部和吸料部组成，所述固定部呈矩形状，固定部上

端设有环形槽孔，固定部侧端设有与环形槽孔相通的吸气孔，固定部上设有四个安装孔；所

述吸料部呈柱形状，吸料部下端设有O型圈安装槽，O型圈安装槽可与O型圈外侧面贴合，吸

料部沿圆心竖直方向阵列设有吸气甬道，所述吸气甬道上部与环形槽孔相通，吸气甬道下

部穿过O型圈安装槽。

[0008] 优选的是，所述塑胶本体上料装置的结构与铜套上料装置的结构相同；所述漏件

下料模组包括漏件检测光纤、漏件升降气缸、导向滑槽、收料盒、漏件转台气缸、取料板和漏

件夹爪气缸，所述漏件检测光纤设置于转盘模组的固定部，漏件检测光纤指向载具，漏件升

降气缸、导向滑槽和收料盒均设置于工作台上，导向滑槽指向收料盒，漏件升降气缸的伸缩

杆上安装有漏件转台气缸，漏件转台气缸的转台上安装有取料板，取料板的伸出端安装有

漏件夹爪气缸；所述预压模组包括预压支架、预压气缸、预压板、预压块、连接柱和预压弹

簧，所述预压支架设置于转盘模组的固定部，预压支架上安装有预压气缸，预压气缸的伸缩

杆上安装有预压板，预压板上穿装有预压块，预压块上部伸出端安装有水平设置的连接柱，

预压块下部向外延迟呈矩形状，预压块上套有预压弹簧，预压块位于载具上方；所述吸尘模

组的吸尘管指向载具。

[0009] 优选的是，所述过渡铆压机构包括搬运模组和铆压模组，所述搬运模组将组装产

品输送到铆压模组处，所述铆压模组包括铆压机架、铆压模具、冲压装置、工业相机和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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铆压机架的工作台板上固定有铆压模具，铆压机架顶板上安装有冲压装置，铆压模具两侧

的铆压机架上固定有工业相机和光源，所述铆压模具包括底板、铆压下模、光电传感器、铆

压导柱、浮动块、铆压弹簧、铆压固定板、调整螺丝、铆压夹爪气缸、铆压刀和落料斗，所述底

板上安装有铆压下模，铆压下模两侧设有光电传感器，铆压下模后侧的底板上固定有两根

铆压导柱，铆压导柱上套有浮动块，浮动块下方的铆压导柱上套有铆压弹簧，铆压导柱上部

安装有铆压固定板，铆压固定板上旋接有调整螺丝，调整螺丝下端与浮动块相抵，浮动块前

侧面安装有铆压夹爪气缸，铆压夹爪气缸的两个夹爪臂上安装有铆压刀，两铆压刀对称设

置，铆压刀位于铆压下模上方，铆压刀铆压下模下方的底板上安装有与之相通的落料斗，落

料斗用于收集铆压废料；所述冲压装置包括铆压气缸、铆压升降板、导向杆、压力传感器、铆

压上模、导向套、铆压连接板和调节螺栓，所述铆压气缸固定于铆压机架的顶板上，铆压气

缸的伸缩杆上安装有铆压升降板，铆压升降板上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穿过铆压机架的顶

板，铆压升降板下端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下端安装有铆压上模，铆压上模穿过导

向套，导向套设置于铆压连接板上，铆压连接板两端与铆压机架侧壁固定连接，铆压连接板

上还设置有两组调节螺栓，调节螺栓与铆压升降板相对，调节螺栓用于调节下压行程，适用

于不同规格产品，铆压上模、铆压刀和铆压下模上下位置相对。

[0010] 优选的是，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围绕检测转盘模组设置的端子高度检测模组、电阻

检测模组、耐压检测模组、打磨模组、激光编码模组和搬运机械手，检测转盘模组的结构与

组装机构的转盘模组结构相同，所述端子高度检测模组包括高度检测支架、高度检测气缸、

检测升降板、传感器安装板、位移传感器、连接弹簧、缓冲块、检测滑轨、检测连接块和端子

压块，所述高度检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的固定部，高度检测支架上安装有高度检测

气缸，高度检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检测升降板，检测升降板上安装有传感器安装板，传

感器安装板上安装有两位移传感器，传感器安装板下端通过连接弹簧与缓冲块连接，缓冲

块与检测升降板通过检测滑轨连接，缓冲块上安装有检测连接块，检测连接块上穿装有两

端子压块，端子压块上端与位移传感器相对，位移传感器下端可插装于塑胶本体内；所述电

阻检测模组包括电阻检测支架、电阻检测气缸、电阻升降板、电阻连接板和电阻检测探针，

所述电阻检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的固定部，电阻检测支架上安装有电阻检测气缸，

电阻检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电阻升降板，电阻升降板上安装有电阻连接板，电阻连接

板上安装有两竖直设置的电阻检测探针，电阻检测探针连接到电阻测试仪；所述耐压检测

模组包括耐压支架、耐压气缸、耐压升降板、第一连接板、第一检测探针、第二连接板、第二

检测探针和复位弹簧，所述耐压支架设置于检测转盘模组的固定部，耐压支架上安装有耐

压气缸，耐压气缸的滑动板上安装有耐压升降板，耐压升降板下端安装有第一连接板第一

连接板，第一连接板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检测探针，第一连接板上端安装有第二连接

板，第二连接板上穿装有第二检测探针，第二检测探针下部套有复位弹簧，所述第二检测探

针与产品端子相对，第一检测探针与载具相对，第一检测探针和第二检测探针连接到耐压

测试仪；所述打磨模组包括打磨机械手、固定夹块、打磨枪和打磨护罩，所述打磨机械手设

置于工作台上，打磨机械手的支架上安装有固定夹块，固定夹块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打磨

枪，固定夹块上端通过连接板固定有打磨护罩，打磨枪的打磨部位于打磨护罩内，打磨护罩

上端设有进料口，进料口便于打磨机械手将待打磨产品抓取后放置到打磨护罩内，打磨护

罩侧端设置有吸料口，吸料口外界吸气设备，用于吸取打磨废料；所述激光编码模组包括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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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手动模组、移动支架、激光打标机、打标护罩和吸尘管，所述丝杆手动模组设置于工作台

上，丝杆手动模组的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支架，移动支架上安装有激光打标机，激光打标机的

激光头水平设置，激光头处套有打标护罩，打标护罩前端设有进料开口，打标护罩上端连接

有与之相通的吸尘管，吸尘管连接吸气设备。

[0011] 优选的是，所述密封圈装配机构包括旋转工作台、密封圈上料振动盘、回转平台、

密封圈安装模块、密封圈抓取装置和撑开装置，旋转工作台设置于工作台上，旋转工作台的

转台上设有四工位载具，旋转工作台侧端设有密封圈上料振动盘，密封圈上料振动盘的出

料口设有回转平台，回转平台上固定有密封圈安装模块，回转平台后侧设有密封圈抓取装

置，回转平台上还设置有撑开装置，所述密封圈抓取装置包括抓取支架、单轴驱动器、抓取

推板、抓取升降气缸、抓取升降板、抓料组件和放料组件，抓取支架设置于工作台上，抓取支

架上端固定有横向设置的单轴驱动器，单轴驱动器的滑台上安装有抓取推板，抓取推板上

安装有抓取升降气缸，抓取升降气缸的伸缩板上安装有抓取升降板，抓取升降板下端固定

有抓料组件和放料组件，所述抓料组件包括抓取气缸、密封圈夹爪、抓取连接板和密封圈安

装套，抓取气缸固定于抓取升降板上，抓取气缸两夹爪臂上安装有密封圈夹爪，密封圈夹爪

的抓取面设有V型槽，抓取气缸后端安装有抓取连接板，抓取连接板的伸出端安装有密封圈

安装套，密封圈安装套位于两密封圈夹爪之间，所述放料组件包括放料块、插入推杆、限位

螺钉和放料弹簧，所述放料块固定于抓取升降板上，放料块上设有导向通孔，放料块两侧设

有与导向通孔相通的升降槽孔，导向通孔里装有插入推杆，插入推杆呈阶梯轴状，插入推杆

上安装有与之垂直的限位螺钉，限位螺钉两端穿过升降槽孔，插入推杆上部的短径短套有

放料弹簧，抓取升降板上设有避让孔；所述撑开装置包括垫板、连接杆、撑开板、四爪手指气

缸、撑开夹爪、撑开杆、调节支架和密封圈传感器，所述垫板固定于回转平台上，垫板通过连

接杆与其上方的撑开板固定连接，垫板上安装有四爪手指气缸，四爪手指气缸的四个夹爪

圆周阵列设置，四爪手指气缸的夹爪上均安装有撑开夹爪，四个撑开夹爪呈十字型，撑开夹

爪的伸出端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撑开杆，撑开板上设有十字型槽孔，撑开杆分别穿过十字型

槽孔，撑开板两端固定有调节支架，调节支架上设有横向调节安装孔，调节安装孔处装有密

封圈传感器。

[0012] 优选的是，所述出料机构包括设置于工作台上的出料机械手和出料盒，所述出料

机械手采用三轴模组机械手，出料机械手将成品抓取放置到出料盒内。

[0013] 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

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1：铜套上料，铜套载盘由顶升机构顶升，CCD位置纠正模组区分铜套方向，铜套上

料机械人上料将铜套放至转盘模组的载具上，铜套上料机械人多功能搬运，抓取铜套以及

铜套载盘，转盘模组转动；

[0015] S2：注导热脂，双工位点胶装置设置有两种导热脂，要求更换产品时，能快速换型；

[0016] S3：O型圈装配，震动送料盘将O型圈输送至O型圈固定模块，待到位光纤检测到O型

圈，搬运上料单元将O型圈吸取后套装在铜套上，浮动式吸料组件能够准确吸取O型圈的同

事不损坏产品；

[0017] S4：塑胶本体上料，将塑胶本体抓取后放至铜套上；

[0018] S5：漏件下料、塑胶本体预压、吸尘，漏件检测光纤检测到未装配完全的产品，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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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爪气缸将漏件抓取后经导向滑槽落至收料盒，预压模组将塑胶本体预压到铜套的安装槽

处，吸尘模组吸取废料；

[0019] S6：铆压，搬运模组将预压后的产品移至铆压下模处，铆压夹爪气缸工作带动两铆

压刀抓取产品，冲压装置工作带动铆压上模下移，铆压上模、铆压刀和铆压上模配合将塑胶

本体铆压到铜套上，浮动块上下位置可调，适用不同尺寸产品，避免损坏模具；

[0020] S7：检测，搬运模组将铆压后产品移至检测转盘模组的载具上，检测转盘模组转

动，端子高度检测模组、电阻检测模组和耐压检测模组依次对组装产品进行端子高度、电阻

和耐压性能检测；

[0021] S8：打磨、编码，打磨模组对铆压连接处进行打磨，激光编码模组对打磨产品进行

激光打标，吸尘管吸气清洁；

[0022] S9：密封圈装配，搬运机械手将产品翻转搬运到旋转工作台的载具上，密封圈抓取

装置的抓料组件将密封圈上料振动盘输出的密封圈抓取后放置到撑开装置处，撑开装置将

密封圈撑开套装在放料组件的插入推杆上，放料块下移将密封圈推至铜套上；

[0023] S10：出料，出料机械手将成品抓取放置到出料盒内，人工终检。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紧凑，运行平稳，能够替代人工自动

组装和检测水温传感器，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内部俯视图。

[0027] 图3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铜套上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铜套上料装置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双工位点胶装置第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双工位点胶装置第二视角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O型圈装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搬运上料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浮动式吸料组件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0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O型圈吸块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1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漏件下料模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2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预压模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3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铆压模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4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铆压模具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5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端子高度检测模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6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电阻检测模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7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耐压检测模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8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打磨模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9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激光编码模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20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密封圈装配机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21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密封圈抓取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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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图22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抓料组件结构示意图。

[0047] 图23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放料组件结构示意图。

[0048] 图24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放料组剖视图。

[0049] 图25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撑开装置结构示意图。

[0050] 图26为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撑开装置爆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更易

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52] 请参阅图1至图26，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0053] 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包括设置于箱体1工作台上且

位于护罩7内的组装机构2、过渡铆压机构3、检测机构4、密封圈装配机构5和出料机构6，所

述组装机构2与过渡铆压机构3对接设置，过渡铆压机构3与检测机构4对接设置，检测机构4

输出端设置有密封圈装配机构5，密封圈装配机构5输出端对接设置有出料机构6，护罩7固

定于箱体1工作台上，箱体1内置有电控柜，护罩7上还设置有与电控柜电气连接的操作界面

8和指示灯塔9。

[0054] 所述组装机构2包括设置于转盘模组21四周的铜套上料装置22、双工位点胶装置

23、O型圈装配装置24、塑胶本体上料装置25、漏件下料模组26、预压模组27和吸尘模组28，

所述转盘模组21由凸轮分割器驱动转盘转动，转盘上阵列设有载具；所述铜套上料装置22

包括设置于工作台上的CCD位置纠正模组221、铜套载盘组件222和铜套上料机械人223，铜

套载盘组件222包括顶升机构2221和铜套载盘2222，两组顶升机构2221设置于工作台上，顶

升机构2221的升降板上放置有铜套载盘2222，两组顶升机构2221分别用于供料和料盘回

收，铜套载盘2222里装有铜套，所述铜套上料机械人223包括四轴机械手2231、升降气缸

2232、夹爪气缸2233、连接架2234、推拉气缸2235、夹板2236和定位柱2237，所述四轴机械手

2231的手腕部安装有升降气缸2232，升降气缸2232的伸缩杆上安装有夹爪气缸2233，夹爪

气缸2233用于夹取铜套，四轴机械手2231的手腕部还固定有连接架2234，连接架2234的底

板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推拉气缸2235，推拉气缸2235的伸缩杆上安装有夹板2236，两夹板

2236相对面上固定有两定位柱2237，所述铜套载盘2222顶部设有定位块22220，定位块

22220上设有与定位柱2237对应的定位孔。

[0055] 所述双工位点胶装置23包括移动气缸231、移动架232、丝杆模组233、点胶升降板

234、直线导轨235、限位板236和点胶组件237，所述移动气缸231的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架

232，移动架232的竖直板上固定有丝杆模组233，丝杆模组233由伺服马达驱动，丝杆模组

233的丝杆螺母通过连接块与点胶升降板234固定，移动架232的外侧面竖直设置有两直线

导轨235，直线导轨235的滑动块与点胶升降板234固定连接，直线导轨235两端的移动架232

的竖直板上固定有限位板236，点胶升降板234上固定有两组点胶组件237；所述点胶组件

237包括固定板2371、固定块2372、胶桶2373、肘夹2374、夹紧块2375、点胶气缸2376、下压盘

2377、调压阀2378和点胶阀2379，所述固定板2371和其上方的固定块2372固定于点胶升降

板234，固定板2371上设有两胶桶2372，固定块2372侧端设有两弧形槽，胶桶2372卡在弧形

槽处，两弧形槽之间的固定块2372上安装有两背向设置的肘夹2374，肘夹2374的伸出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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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夹紧块2375，夹紧块2375外侧面为弧形面，夹紧块2375用于夹紧胶桶2373，胶桶2373上

方的点胶升降板234上固定有点胶气缸2376，点胶气缸2376的伸缩杆上安装有下压盘2377，

下压盘2377外径与胶桶2373内径一致，点胶气缸2376与其侧端的调压阀2378连接，点胶升

降板234下端还固定有两点胶阀2379，胶桶2373底部通过管道连接到点胶阀2379。

[0056] 所述所述O型圈装配装置24包括震动送料盘241、O型圈固定模块242、到位光纤243

和搬运上料单元244，所述震动送料盘241的输出端对接设置有O型圈固定模块242，O型圈固

定模块242两侧设有到位光纤243，O型圈固定模块242后侧设置有搬运上料单元244，所述搬

运上料单元244包括搬运支架2441、搬运气缸2442、搬运滑轨2443、推板2444、上下气缸

2445、浮动式吸料组件2446、限位块2447、缓冲器2448、限位螺丝2449和CCD相机24410，所述

搬运支架2441上固定有搬运气缸2442和搬运滑轨2443，搬运滑轨2443的滑块上固定有推板

2444，搬运气缸2442的伸缩杆与推板2444固定，推板2444上固定有上下气缸2445，上下气缸

2445的伸缩板上安装有浮动式吸料组件2446，推板2444后侧固定有限位块2447，限位块

2447穿过搬运支架2441，搬运支架2441后侧面固定有两组与限位块2447相对的缓冲器2448

和限位螺丝2449，浮动式吸料组件2446上方的搬运支架2441上还固定有CCD相机24410；所

述浮动式吸料组件2446包括吸料固定板24461、吸料固定块24462、导柱24463、封板24464、

缓冲弹簧24465、O型圈吸块24466、感应片24467和感应器24468，所述吸料固定板24461设置

于上下气缸2445的伸缩板上，吸料固定板24461侧面安装有吸料固定块24462，吸料固定块

24462上穿装有两导柱24463，导柱24463两伸出端均通过封板24464固定连接，导柱24463上

套有缓冲弹簧24465，下方的封板24464底部安装有O型圈吸块24466，上方的封板24464上安

装有感应片24467，吸料固定板24461上设置有与之配合的感应器24468；所述O型圈吸块

24466由依次连接的固定部244661和吸料部244662组成，所述固定部244661呈矩形状，固定

部244661上端设有环形槽孔2446611，固定部244661侧端设有与环形槽孔2446611相通的吸

气孔2446612，固定部244661上设有四个安装孔2446613；所述吸料部244662呈柱形状，吸料

部244662下端设有O型圈安装槽2446621，O型圈安装槽2446621可与O型圈外侧面贴合，吸料

部244662沿圆心竖直方向阵列设有吸气甬道2446622，所述吸气甬道2446622上部与环形槽

孔2446611相通，吸气甬道2446622下部穿过O型圈安装槽2446621。

[0057] 所述塑胶本体上料装置25的结构与铜套上料装置22的结构相同；所述漏件下料模

组26包括漏件检测光纤261、漏件升降气缸262、导向滑槽263、收料盒264、漏件转台气缸

265、取料板266和漏件夹爪气缸267，所述漏件检测光纤261设置于转盘模组21的固定部，漏

件检测光纤261指向载具，漏件升降气缸262、导向滑槽263和收料盒264均设置于工作台上，

导向滑槽263指向收料盒264，漏件升降气缸262的伸缩杆上安装有漏件转台气缸265，漏件

转台气缸265的转台上安装有取料板266，取料板266的伸出端安装有漏件夹爪气缸267；所

述预压模组27包括预压支架271、预压气缸272、预压板273、预压块274、连接柱275和预压弹

簧276，所述预压支架271设置于转盘模组21的固定部，预压支架271上安装有预压气缸272，

预压气缸272的伸缩杆上安装有预压板273，预压板273上穿装有预压块274，预压块274上部

伸出端安装有水平设置的连接柱275，预压块274下部向外延迟呈矩形状，预压块274上套有

预压弹簧276，预压块274位于载具上方；所述吸尘模组28的吸尘管指向载具。

[0058] 所述过渡铆压机构3包括搬运模组31和铆压模组32，所述搬运模组31将组装产品

输送到铆压模组32处，所述铆压模组32包括铆压机架321、铆压模具322、冲压装置323、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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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324和光源345，铆压机架321的工作台板上固定有铆压模具322，铆压机架321顶板上安

装有冲压装置323，铆压模具322两侧的铆压机架321上固定有工业相机324和光源345，所述

铆压模具322包括底板3221、铆压下模3222、光电传感器3223、铆压导柱3224、浮动块3225、

铆压弹簧3226、铆压固定板3227、调整螺丝3228、铆压夹爪气缸3229、铆压刀32210和落料斗

32211，所述底板3221上安装有铆压下模3222，铆压下模3222两侧设有光电传感器3223，铆

压下模3222后侧的底板3221上固定有两根铆压导柱3224，铆压导柱3224上套有浮动块

3225，浮动块3225下方的铆压导柱3224上套有铆压弹簧3226，铆压导柱3224上部安装有铆

压固定板3227，铆压固定板3227上旋接有调整螺丝3228，调整螺丝3228下端与浮动块3225

相抵，浮动块3225前侧面安装有铆压夹爪气缸3229，铆压夹爪气缸3229的两个夹爪臂上安

装有铆压刀32210，两铆压刀32210对称设置，铆压刀32210位于铆压下模3222上方，铆压刀

铆压下模3222下方的底板3221上安装有与之相通的落料斗32211，落料斗32211用于收集铆

压废料；所述冲压装置323包括铆压气缸3231、铆压升降板3232、导向杆3233、压力传感器

3234、铆压上模3235、导向套3236、铆压连接板3237和调节螺栓3238，所述铆压气缸3231固

定于铆压机架321的顶板上，铆压气缸3231的伸缩杆上安装有铆压升降板3232，铆压升降板

3232上安装有导向杆3233，导向杆3233穿过铆压机架321的顶板，铆压升降板3232下端安装

有压力传感器3234，压力传感器3234下端安装有铆压上模3235，铆压上模3235穿过导向套

3236，导向套3236设置于铆压连接板3237上，铆压连接板3237两端与铆压机架321侧壁固定

连接，铆压连接板3237上还设置有两组调节螺栓3238，调节螺栓3238与铆压升降板3232相

对，调节螺栓3238用于调节下压行程，适用于不同规格产品，铆压上模3235、铆压刀32210和

铆压下模3222上下位置相对。

[0059] 所述检测机构4包括围绕检测转盘模组41设置的端子高度检测模组42、电阻检测

模组43、耐压检测模组44、打磨模组45、激光编码模组46和搬运机械手47，检测转盘模组41

的结构与组装机构2的转盘模组21结构相同，所述端子高度检测模组42包括高度检测支架

421、高度检测气缸422、检测升降板423、传感器安装板424、位移传感器425、连接弹簧426、

缓冲块427、检测滑轨428、检测连接块429和端子压块4210，所述高度检测支架421设置于检

测转盘模组41的固定部，高度检测支架421上安装有高度检测气缸422，高度检测气缸422的

滑动板上安装有检测升降板423，检测升降板423上安装有传感器安装板424，传感器安装板

424上安装有两位移传感器425，传感器安装板424下端通过连接弹簧426与缓冲块427连接，

缓冲块427与检测升降板423通过检测滑轨428连接，缓冲块427上安装有检测连接块429，检

测连接块429上穿装有两端子压块4210，端子压块4210上端与位移传感器425相对，位移传

感器425下端可插装于塑胶本体内；所述电阻检测模组43包括电阻检测支架431、电阻检测

气缸432、电阻升降板433、电阻连接板434和电阻检测探针435，所述电阻检测支架431设置

于检测转盘模组41的固定部，电阻检测支架431上安装有电阻检测气缸432，电阻检测气缸

432的滑动板上安装有电阻升降板433，电阻升降板433上安装有电阻连接板434，电阻连接

板434上安装有两竖直设置的电阻检测探针435，电阻检测探针435连接到电阻测试仪；所述

耐压检测模组44包括耐压支架441、耐压气缸442、耐压升降板443、第一连接板444、第一检

测探针445、第二连接板446、第二检测探针447和复位弹簧448，所述耐压支架441设置于检

测转盘模组41的固定部，耐压支架441上安装有耐压气缸442，耐压气缸442的滑动板上安装

有耐压升降板443，耐压升降板443下端安装有第一连接板第一连接板444，第一连接板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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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检测探针445，第一连接板444上端安装有第二连接板446，第二连

接板446上穿装有第二检测探针447，第二检测探针447下部套有复位弹簧448，所述第二检

测探针447与产品端子相对，第一检测探针445与载具相对，第一检测探针445和第二检测探

针447连接到耐压测试仪；所述打磨模组45包括打磨机械手451、固定夹块452、打磨枪453和

打磨护罩454，所述打磨机械手451设置于工作台上，打磨机械手451的支架上安装有固定夹

块452，固定夹块452上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打磨枪453，固定夹块452上端通过连接板固定有

打磨护罩454，打磨枪453的打磨部位于打磨护罩454内，打磨护罩454上端设有进料口4541，

进料口4541便于打磨机械手451将待打磨产品抓取后放置到打磨护罩454内，打磨护罩454

侧端设置有吸料口4542，吸料口4542外界吸气设备，用于吸取打磨废料；所述激光编码模组

46包括丝杆手动模组461、移动支架462、激光打标机463、打标护罩464和吸尘管465，所述丝

杆手动模组461设置于工作台上，丝杆手动模组461的滑台上安装有移动支架462，移动支架

462上安装有激光打标机463，激光打标机463的激光头水平设置，激光头处套有打标护罩

464，打标护罩464前端设有进料开口，打标护罩464上端连接有与之相通的吸尘管465，吸尘

管465连接吸气设备。

[0060] 所述密封圈装配机构5包括旋转工作台51、密封圈上料振动盘52、回转平台53、密

封圈安装模块54、密封圈抓取装置55和撑开装置56，旋转工作台51设置于工作台上，旋转工

作台51的转台上设有四工位载具，旋转工作台51侧端设有密封圈上料振动盘52，密封圈上

料振动盘52的出料口设有回转平台53，回转平台53上固定有密封圈安装模块54，回转平台

53后侧设有密封圈抓取装置55，回转平台53上还设置有撑开装置56，所述密封圈抓取装置

55包括抓取支架551、单轴驱动器552、抓取推板553、抓取升降气缸554、抓取升降板555、抓

料组件556和放料组件557，抓取支架551设置于工作台上，抓取支架551上端固定有横向设

置的单轴驱动器552，单轴驱动器552的滑台上安装有抓取推板553，抓取推板553上安装有

抓取升降气缸554，抓取升降气缸554的伸缩板上安装有抓取升降板555，抓取升降板555下

端固定有抓料组件556和放料组件557，所述抓料组件556包括抓取气缸5561、密封圈夹爪

5562、抓取连接板5563和密封圈安装套5564，抓取气缸5561固定于抓取升降板555上，抓取

气缸5561两夹爪臂上安装有密封圈夹爪5562，密封圈夹爪5562的抓取面设有V型槽，抓取气

缸5561后端安装有抓取连接板5563，抓取连接板5563的伸出端安装有密封圈安装套5564，

密封圈安装套5564位于两密封圈夹爪5562之间，所述放料组件557包括放料块5571、插入推

杆5572、限位螺钉5573和放料弹簧5574，所述放料块5571固定于抓取升降板555上，放料块

5571上设有导向通孔55711，放料块5571两侧设有与导向通孔相通的升降槽孔55712，导向

通孔里装有插入推杆5572，插入推杆5572呈阶梯轴状，插入推杆5572上安装有与之垂直的

限位螺钉5573，限位螺钉5573两端穿过升降槽孔55712，插入推杆5572上部的短径短套有放

料弹簧5574，抓取升降板555上设有避让孔；所述撑开装置56包括垫板561、连接杆562、撑开

板563、四爪手指气缸564、撑开夹爪565、撑开杆566、调节支架567和密封圈传感器568，所述

垫板561固定于回转平台53上，垫板561通过连接杆562与其上方的撑开板563固定连接，垫

板561上安装有四爪手指气缸564，四爪手指气缸564的四个夹爪圆周阵列设置，四爪手指气

缸564的夹爪上均安装有撑开夹爪565，四个撑开夹爪565呈十字型，撑开夹爪565的伸出端

安装有竖直设置的撑开杆566，撑开板563上设有十字型槽孔5630，撑开杆566分别穿过十字

型槽孔5630，撑开板563两端固定有调节支架567，调节支架567上设有横向调节安装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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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安装孔处装有密封圈传感器568。

[0061] 所述出料机构6包括设置于工作台上的出料机械手61和出料盒62，所述出料机械

手61采用三轴模组机械手，出料机械手61将成品抓取放置到出料盒62内。

[0062] 一种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的工

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S1：铜套上料，铜套载盘2222由顶升机构2221顶升，CCD位置纠正模组221区分铜套

方向，铜套上料机械人223上料将铜套放至转盘模组21的载具上，铜套上料机械人223多功

能搬运，抓取铜套以及铜套载盘2222，转盘模组21转动；

[0064] S2：注导热脂，双工位点胶装置23设置有两种导热脂，要求更换产品时，能快速换

型；

[0065] S3：O型圈装配，震动送料盘241将O型圈输送至O型圈固定模块242，待到位光纤243

检测到O型圈，搬运上料单元244将O型圈吸取后套装在铜套上，浮动式吸料组件2446能够准

确吸取O型圈的同事不损坏产品；

[0066] S4：塑胶本体上料，将塑胶本体抓取后放至铜套上；

[0067] S5：漏件下料、塑胶本体预压、吸尘，漏件检测光纤261检测到未装配完全的产品，

漏件夹爪气缸267将漏件抓取后经导向滑槽263落至收料盒264，预压模组27将塑胶本体预

压到铜套的安装槽处，吸尘模组28吸取废料；

[0068] S6：铆压，搬运模组31将预压后的产品移至铆压下模3222处，铆压夹爪气缸3229工

作带动两铆压刀32210抓取产品，冲压装置323工作带动铆压上模3235下移，铆压上模3235、

铆压刀32210和铆压上模3235配合将塑胶本体铆压到铜套上，浮动块3225上下位置可调，适

用不同尺寸产品，避免损坏模具；

[0069] S7：检测，搬运模组31将铆压后产品移至检测转盘模组41的载具上，检测转盘模组

41转动，端子高度检测模组42、电阻检测模组43和耐压检测模组44依次对组装产品进行端

子高度、电阻和耐压性能检测；

[0070] S8：打磨、编码，打磨模组45对铆压连接处进行打磨，激光编码模组46对打磨产品

进行激光打标，吸尘管465吸气清洁；

[0071] S9：密封圈装配，搬运机械手47将产品翻转搬运到旋转工作台51的载具上，密封圈

抓取装置55的抓料组件556将密封圈上料振动盘52输出的密封圈抓取后放置到撑开装置56

处，撑开装置56将密封圈撑开套装在放料组件557的插入推杆5572上，放料块5571下移将密

封圈推至铜套上；

[0072] S10：出料，出料机械手61将成品抓取放置到出料盒62内，人工终检。

[0073] 本发明水温传感器组装设备及其工作方法，结构紧凑，运行平稳，能够替代人工自

动组装和检测水温传感器，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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