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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

置，包括支座压紧单元，于支座压紧单元的一侧

设置有垫圈组推进单元，于支座压紧单元的另一

侧设置有选档板推进单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

簧推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推送板，于

近后定位块的底座处设有卡簧压装单元，于近前

定位块处的底座设有防漏单元，垫圈组推进单

元、选档板推进单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簧推

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推送板和卡簧

压装单元可自动完成将选档板的定位销柱插装

过铝合金支座的销柱安装孔并把卡簧卡入定位

销柱前部的环槽内，从而提高了装配的工作效

率；而通过防漏单元则能检查卡簧是否漏装，提

高了装配质量，降低了返修率，确保了产品的安

全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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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座压紧单元，所述支座压紧单元

包括底座，在所述底座上设有后定位缺口的前定位块，在所述前定位块的后定位缺口的开

口侧设有由第一动力缸驱动的在第一轨道上滑行的后定位块，所述后定位块上设有与所述

后定位缺口相对应的前定位缺口；于所述底座的一侧设有垫圈组推进单元，所述垫圈组推

进单元包括由第二动力缸驱动在第二轨道上滑行的第一横向滑块，在所述第一横向滑块上

设有垫圈组弹性推杆组件；于所述底座的另一侧设有选档板推进单元，所述选档板推进单

元包括由第三动力机驱动在第三轨道上滑行的拖板，在所述拖板上设有侧定位块，在所述

侧定位块上设有选档板侧定位凹坑；位于近所述第三轨道处设有卡簧推进单元，所述卡簧

推送单元包括由第四动力缸驱动在第四轨道上滑行的第二横向滑块，在所述第二横向滑块

上设有卡簧推进杆；于所述第二横向滑块一侧设有在第五轨道上滑行的第五动力缸，所述

第五动力缸于活动端端头设有与所述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推送板；所述底座于近所述后

定位块处设有卡簧压装单元，所述卡簧压装单元包括由第六动力缸驱动在第六轨道上滑行

的纵向滑块，在所述纵向滑块上设有纵向推板；所述底座于近所述前定位块处设有防漏单

元，所述防漏单元包括由第七动力缸驱动在第七轨道上滑行的第二纵向滑块，所述第二纵

向滑块于端头设有防错定位块；所述第七动力缸设在由第八动力缸驱动在第八轨道上滑行

的第三横向滑块上，所述第八轨道设在所述底座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垫圈组弹性推杆

组件包括与所述第一横向滑块连接的设有中心孔的套筒，所述套筒的中心孔插装的顶杆，

所述顶杆具有内杆段、伸出杆段和连接在所述伸出杆段与所述内杆段之间的限位台段，所

述内杆段通过顶进弹簧与所述第一横向滑块相抵接，所述伸出杆段从所述套筒的中心孔伸

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定位块于所述

选档板侧定位凹坑的底面设有多个磁铁块；所述卡簧推进杆为圆柱，所述推送板于近所述

卡簧推进杆处设有与所述卡簧推进杆的圆周相对应的弧形缺口；所述卡簧推进杆的端头穿

过所述推送板的弧形缺口；所述纵向推板的端头位于近所述推送板一侧设有半圆形的卡簧

限位凹坑，在所述卡簧限位凹坑的底面设有多个小磁铁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轨道

与所述第一轨道呈垂直设置，所述第三轨道与所述第二轨道呈平行设置，所述第四轨道与

所述第三轨道呈平行设置，所述第五轨道与所述第四轨道呈平行设置；所述第六轨道与所

述第一轨道呈平行设置，所述第七轨道与所述第一轨道呈平行设置，所述第八轨道与所述

第七轨道呈垂直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动力缸、所

述第二动力缸、所述第四动力缸、所述第五动力缸、所述第六动力缸、所述第七动力缸和所

述第八动力缸均为气缸，所述第三动力机为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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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换挡器装配工装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用于换挡器的设有换档杆

的铝合金支座与选档板装配的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换挡器是汽车换挡器的重要件之一，有一种换挡器，该换挡器主要包括设有操纵

杆销柱和销柱安装孔的铝合金支座及选档板，选档板具有选档板本体和设在选档板本体上

的定位销柱；所述定位销柱穿过所述铝合金支座的销柱安装孔并通过垫圈组和卡装在所述

定位销柱前部的环槽内的卡簧固定在销柱安装孔上。装配时，先将选档板的定位销柱从铝

合金支座销柱安装孔的一端穿入并使定位销柱前部的环槽从销柱安装孔的另一端伸出；再

将垫圈组套装在定位销柱上使垫圈组推至环槽的内侧并与铝合金支座的侧面相抵接，最后

将卡簧卡装在环槽内即完成。目前，在铝合金支座的销柱安装孔上穿装选档板的定位销柱

及垫圈组和卡簧均是人工采用手工进行装配的，这种手工装配的方式不仅工作效率低还容

易出现卡簧漏装的现象，导致返修率高；如何通过一种手段实现选档板及设有操纵杆的铝

合金支座的自动装配以及卡簧是否漏装是摆在汽车换挡器制造从业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实现选档板和设有操纵杆的铝合金支

座自动装配和防止卡簧漏装功能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这种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包括设

有工作台板的立座，所述工作台板通过弹簧座连接有联板；在所述联板上设有开口定位槽，

所述联板于开口定位槽的一侧设有的与注油泵相连接的注油嘴，所述注油嘴具有连接部和

注油部，在所述注油部上设有多个呈圆周分布的第一注油孔；所述工作台板于近所述开口

定位槽处设有与所述注油泵相连接的注油支座，所述注油支座具有与所述开口定位槽的位

置相对应设置的开口限位槽，在所述开口限位槽的表面设有多个第二注油孔；在所述工作

台板上设有控制注油泵的接近开关；所述接近开关的高度大于所述注油支座的高度。

[0005] 上述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技术方案中，更具体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所述工

作台板呈竖直设置，所述立座于所述工作台板下部设有底板，所述底板与所述工作台板呈

垂直设置；所述工作台板与所述联板呈平行设置，所述开口定位槽设在所述联板的顶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弹簧座有两个，每个所述弹簧座均具有与所述工作台板连接的压

板，在所述压板上设有伸缩导杆，在所述伸缩导杆上套设有弹簧，在所述弹簧的下端面与所

述压板之间的导套上设有挡圈；所述伸缩导杆的活动端与所述联板连接，所述伸缩导杆的

固定端与所述工作台板连接。

[0007] 进一步的：在所述注油嘴内设有与多个所述第一注油孔相连通的油道，所述油道

的进油口设在所述连接部上，所述进油口通过油管与所述注油泵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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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开口限位槽设在所述注油支座的顶部，在所述注油支座内设有与

多个所述第二注油孔相连通的油路，所述油路通过设在所述注油支座底部的油口与所述注

油泵相连通。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开口限位槽的槽底与所述开口定位槽的槽底均为半圆弧面，当所

述联板上的所述导杆分别插入所述导套内时，所述开口定位槽的槽底与所述开口限位槽的

槽底相对齐。

[0010]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由于本选

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于支座压紧单元的一侧设置有垫圈组推进单元，于支座压紧单元的

另一侧设置有选档板推进单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簧推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

推送板，于近后定位块的底座处设有卡簧压装单元，于近前定位块处的底座设有防漏单元，

垫圈组推进单元、选档板推进单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簧推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

用的推送板和卡簧压装单元可完成将选档板的定位销柱插装过铝合金支座的销柱安装孔

并把卡簧卡入定位销柱前部的环槽内，从而提高了装配的工作效率；而通过防漏单元则能

检查卡簧是否漏装，提高了装配质量，降低了返修率，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完成装配的换挡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完成夹装铝合金支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的侧定位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完成垫圈组、卡簧和选档板定位时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完成选档板装配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的纵向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是本发明的设置有防漏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是图8的K向视图。

[0020] 图10是本发明完成将垫圈组套装在选档板的定位销柱上时的示意图。

[0021] 图11是本发明完成将卡簧从卡簧推进杆推至纵向推板的卡簧限位凹坑内时的示

意图。

[0022] 图12是本发明完成将卡簧卡装入定位销柱的内时的示意图。

[0023] 图13是本发明的防漏单元进行测时的示意图。

[0024] 图14是本发明的完成换挡器装配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如图1和图2所示的换挡器包括设有操纵杆销柱1－1和销柱安装孔1－3的铝合金支座

1－2及选档板2，选档板2具有选档板本体2－1和设在档板本体2－1上的定位销柱2－2，定

位销柱2－2于端头设有卡装卡簧3的环槽2－2－1；定位销柱2－2穿过铝合金支座1－2的销

柱安装孔1－3并通过卡装在定位销柱2－2前部的环槽2－2－1内的卡簧3固定在销柱安装

孔1－3上，在卡簧3与销柱安装孔1－3端面之间的定位销柱2－2上套装有由平垫圈、波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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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和衬垫组成的垫圈组4。

[0026] 如图1所示的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包括支座压紧单元7，支座压紧单元7包括

底座10，在底座10设有后定位缺口的前定位块7－1，在前定位块7－1的后定位缺口的开口

侧装有由第一动力缸驱动的在第一轨道7－2上滑行的后定位块7－3，后定位块7－3上设有

与前定位块7－1的后定位缺口相对应的前定位缺口；第一轨道7－2装在底座10上；本实施

例的第一动力缸为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的固定端固定在底座10

上，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的活动端与后定位块7－3连接；于底座10的一侧设有垫圈组推

进单元11，垫圈组推进单元11包括由第二动力缸驱动在第二轨道11－3上滑行的第一横向

滑块11－2，在第一横向滑块11－2上装有垫圈组弹性推杆组件11－4，该垫圈组弹性推杆组

件11－4包括与通过螺栓与第一横向滑块11－2连接的设有中心孔的套筒11－4－2，套筒

11－4－2的中心孔插装的顶杆11－4－1，顶杆具11－4－1有内杆段、伸出杆段和连接在伸

出杆段与内杆段之间的限位台段14－4－1－1，顶杆11－4－1的内杆段通过套装在其上的

顶进弹簧11－4－3与第一横向滑块11－2的端面相抵接，顶杆11－4－1的伸出杆段从套筒

11－4－2的中心孔伸出；本实施例的第二动力缸为垫圈组推送气缸11－1，垫圈组推送气缸

11－1通过安装座固定在底板11－5上，第二轨道11－3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11－5上；第二

轨道11－3与第一轨道7－2呈垂直设置；于底座的另一侧设有选档板推进单元5，本实施例

的选档板推进单元5包括由第三动力机驱动在第三轨道5－3上滑行的拖板5－2，在拖板5－

2上装有侧定位块5－1，在侧定位块5－1上设有选档板侧定位凹坑5－1－1，选档板侧定位

凹坑的开口朝向底座10的一侧，侧定位块5－1于选档板侧定位凹坑5－1－1的底面设有多

个磁铁块，以确保选档板2的选档板本体2－1定位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本实施例的第三动力

机为电动机5－5，电动机5－5与丝杆相连接，该丝杆穿过设在拖板5－2底部的丝杆螺母；第

三轨道5－3与第二轨道11－3呈平行设置，如图3和图4所示；位于靠近第三轨道5－3处设有

卡簧推进单元6，卡簧推送单元6包括由第四动力缸驱动在第四轨道6－2上滑行的第二横向

滑块6－3，在第二横向滑块6－3上装有卡簧推进杆6－4，卡簧推进杆6－4为圆柱；本实施例

的第四动力缸为卡簧推送气缸6－1，卡簧推送气缸6－1通过竖直安装板装在侧底板13上；

第四轨道6－2与第三轨道5－3呈平行设置；本实例的第四轨道6－2通过支座装在侧底板13

上；于第二横向滑块6－3的一侧设有在第五轨道上滑行的第五动力缸，本实施例的第五动

力缸为卡簧后定位气缸8－1，第五轨道8－3与第四轨道6－2呈平行设置；卡簧后定位气缸

8－1于活动端端头装有推送板8－2，该推送板8－2与卡簧推进杆6－4配合使用；该推送板

8－2于靠近卡簧推进杆6－4处设有与卡簧推进杆6－4的圆周相对应并开口朝向卡簧推进

杆6－4的弧形缺口，卡簧推进杆6－4的端头穿过推送板8－2的弧形缺口指向底座10；本实

例的第五轨道（图中未示出）装在侧竖板8－3上，侧竖板8－3装在侧底板13上，如图5所示；

于靠近后定位块7－3的底座处设有卡簧压装单元9，本实施例的卡簧压装单元包括由第六

动力缸驱动在第六轨道9－3上滑行的纵向滑块9－2，本实施例的第六动力缸为卡簧压装气

缸9－4；在纵向滑块9－2的端头设有纵向推板9－1，纵向推板9－1的端头位于靠近推送板

8－2的一侧设有一个半圆形的卡簧限位凹坑9－1－1，在卡簧限位凹坑9－1－1的底面设有

多个小磁铁块9－1－2，卡簧限位凹坑9－1－1的底面为平面，以便于将推送板8－2推送过

来的卡簧3通过多个小磁铁块9－1－2吸住；本实施例的第六轨道9－3与第一轨道7－2呈平

行设置，如图6和图7所示；于靠近前定位块7－1的底座10处装有防漏单元12，该防漏单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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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由第七动力缸驱动在第七轨道12－4上滑行的第二纵向滑块12－2，在第二纵向滑块

12－2上设有由第八动力缸驱动在第八轨道12－6上滑行的第三横向滑块12－5，第三横向

滑块12－5于近纵向推板9－1的一端设有防错定位块12－3；第八轨12－6道装在底座10上，

本实施例的第七轨道12－4与第一轨道7－2呈平行设置，第八轨道12－6与第七轨道12－4

呈垂直设置；本实施例的第七动力缸为防错纵向移动气缸12－1，第八动力缸为防错横向移

动气缸12－1，如图8和图9所示。

[0027] 采用本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进行换挡器的装配步骤为：

A、把设有操纵杆销柱1－1的铝合金支座1－2放置在前定位块7－1的后定位缺口与后

定位块7－3的前定位缺口之间，启动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使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的活

动端带动后定位块7－3朝前定位块7－1侧移动将铝合金支座1－2夹紧定位；将垫圈组4套

装在垫圈组弹性推杆组件11－4的顶杆11－4－1上，将卡簧3套装在卡簧推进杆6－4上并使

推送板8－2位于卡簧3的后方；将选档板2的选档板本体2－1放置在侧定位块5－1的选档板

侧定位凹坑5－1－1内使选档板本体2－1的底面被多个磁铁块吸附定位，如图3所示；B、启

动电动机5－5使拖板5－2带动侧定位块5－1使档板本体2－1上的定位销柱2－2从铝合金

支座1－2的销柱安装孔1－3穿过，如图6所示；C、启动垫圈组推送气缸11－1，通过第一横向

滑块11－2带动顶杆11－4－1前行，当顶杆11－4－1的端头与定位销柱2－2的端头相抵接

时，顶杆11－4－1在来自定位销柱2－2反作用力的作用回缩，套筒11－4－2在第一横向滑

块11－2的带动下继续前行将垫圈组4套装在定位销柱2－2上，如图10所示；D、同时启动卡

簧推送气缸6－1和卡簧后定位气缸8－1前行，使卡簧推进杆6－4上与推送板8－2共同前行

将卡簧3推送至纵向推板9－1的卡簧限位凹坑9－1－1内，并使卡簧限位凹坑底面的小磁铁

块9－1－2把卡簧3吸紧定位；之后，启动卡簧推送气缸6－1和卡簧后定位气缸8－1分别带

动纵向推板9－1回退，如图11所示；E、启动卡簧压装气缸9－4带动纵向推板9－1前行将卡

簧3卡入定位销柱2－2前部的环槽2－2－1内，如图12所示；之后，启动卡簧压装气缸9－4和

垫圈组推送气缸11－1分别带动带动垫圈组弹性推杆组件11－4和纵向推板9－1回退，如图

13所示；F、同时启动防错纵向移动气缸12－1和防错横向移动气缸12－1，使防错定位块

12－3在防错纵向移动气缸12－1和防错横向移动气缸12－1同时驱动下向定位销柱2－2前

部的环槽2－2－1处行进检查卡簧3是否安装，如图8所示；G、启动防错纵向移动气缸12－1、

防错横向移动气缸12－1和后定位块推送气缸7－4，分别使防错定位块12－3和后定位块

7－3回退，取出装配好的换挡器即可，如图14所示。由于本选档板及操纵杆装配装置于支座

压紧单元的一侧设置有垫圈组推进单元，于支座压紧单元的另一侧设置有选档板推进单

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簧推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推送板，于近后定位块的底

座处设有卡簧压装单元，于近前定位块处的底座设有防漏单元，垫圈组推进单元、选档板推

进单元、卡簧推进单元及与卡簧推进单元的卡簧推进杆配合使用的推送板和卡簧压装单元

可完成将选档板的定位销柱插装过铝合金支座的销柱安装孔并把卡簧卡入定位销柱前部

的环槽内，从而提高了装配的工作效率；而通过防漏单元则能检查卡簧是否漏装，提高了装

配质量，降低了返修率，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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