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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

条机，包括传送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

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

出装置；传送装置安装在一个架子上，架子底部

设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传送装置，架

子顶部依次安装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

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

置，喷胶装置上设有不良品检测装置，所述打磨

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

都通过一个伺服螺杆安装在架子上；采用数控系

统控制，使得传送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

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

出装置能进行配合完成密封条的整个贴胶带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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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传送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

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安装在一个架子上，

所述架子底部设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传送装置，所述架子顶部依次安装打

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置，所述喷胶装

置上设有不良品检测装置，所述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分别通

过一个伺服螺杆安装在架子上，所述架子一侧设有数控系统，所述数控系统控制驱动装置、

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贴胶带装置、烘干装置、不良品推出装置，不良品检

测装置、伺服螺杆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包括

传送链条、主动链轮、被动链轮、橡胶条仿形槽与支撑导向块，所述架子顶部一端两侧分别

安装一个主动链轮，所述架子顶部另一端两侧分别安装一个被动链轮，两个所述主动链轮

分别与同一侧的被动链轮通过传送链条传动连接，两个所述主动链轮之间设有传动轴，两

个所述被动链轮之间设有传动轴，所述支撑导向块设置在主动链轮与被动链轮之间，所述

支撑导向块固定在架子上，所述支撑导向块顶侧与底侧紧贴传送链条，所述橡胶条仿形槽

均布在两条传送链条上，且所述橡胶条仿形槽与传送链条相互垂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伺服螺杆两端

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固定在架子顶部，所述伺服螺杆上设有滑块板，所述打磨装置、二

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都安装在各自伺服螺杆的滑块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装置包括

打磨头、打磨电机与打磨气缸，所述打磨气缸安装在滑块板，所述打磨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

支撑板，所述打磨头与打磨电机安装在支撑板上，所述打磨头与打磨电机传动连接；

所述打磨头一侧设有吸嘴，所述吸嘴连接有一个空气放大器，空气放大器连接有一个

除尘桶，所述吸嘴与空气放大器固定在滑块板上，除尘桶固定在滑块板顶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甲苯喷涂装

置、喷胶装置都包括压力容器、顶针式喷胶阀、喷涂气缸；所述喷涂气缸安装在滑块板上，所

述喷涂气缸的活塞杆上固定有顶针式喷胶阀，所述压力容器固定在滑块板顶部，所述压力

容器管路连接顶针式喷胶阀；所述二甲苯喷涂装置的喷涂气缸的活塞杆上还设有刷子，所

述刷子位于顶针式喷胶阀一侧；所述喷胶装置的喷涂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不良品检测装

置，所述不良品检测装置位于顶针式喷胶阀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置包括

烘干机与箱体，所述箱体固定在架子上，所述箱体顶部设有铝合金风页，所述铝合金风页下

方设有电加热棒。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贴胶带装置一

侧设有固定压紧装置，所述贴胶带装置包括胶条粘贴机构、活动压紧机构与裁剪机构，所述

胶条粘贴机构与活动压紧机构设置在滑块板一侧面上，所述裁剪机构设置在滑块板另一侧

面上；

所述胶条粘贴机构包括胶条收卷轮、固定牵引轮、活动牵引轮、活动板、贴胶带滚轮、下

压气缸、压滚气缸、压滚轮与断胶感应器；所述胶条收卷轮设置在滑块板顶部，所述滑块板

顶部一侧位置安装固定牵引轮，所述滑块板与下压气缸铰接，所述活动板铰接在滑块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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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侧，所述下压气缸的活塞杆与活动板铰接，所述活动牵引轮安装在活动板与滑块板铰

接处，所述贴胶带滚轮设置在活动板上，所述活动板上设有导向槽，所述导向槽位于贴胶带

滚轮下侧，所述导向槽与贴胶带滚轮之间留有间隙，所述压滚气缸固定在滑块板上，所述压

滚轮安装在压滚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压滚轮设置在贴胶带滚轮一侧，所述断胶感应器设

置在固定牵引轮与活动牵引轮之间；

所述活动压紧机构包括压紧轮、活动支架、固定支架与距离感应器，所述活动支架固定

在活动板上，所述压紧轮安装活动支架底部，所述固定支架固定在滑块板，所述距离感应器

固定在固定支架底部；

所述裁剪机构包括升降气缸、伸缩气缸、裁剪气缸、裁剪块与裁剪刀；升降气缸固定在

滑块板上，所述伸缩气缸固定在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裁剪块固定在伸缩气缸的活塞

杆上，所述裁剪刀一侧固定在裁剪块底部，所述裁剪气缸固定在裁剪块上，所述裁剪气缸的

活塞杆紧贴裁剪刀另一侧；

所述固定压紧装置包括压紧架、垂直压紧气缸、倾斜压紧气缸与压紧块，所述压紧架固

定在架子上，所述垂直压紧气缸固定在压紧架上，所述倾斜压紧气缸固定在垂直压紧气缸

的活塞杆上，所述压紧块固定在倾斜压紧气缸的活塞杆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不良品推出装

置包括推出架、推出电动缸与推出块，所述推出架两端固定在架子上，所述推出架上固定推

出电动缸，所述推出电动缸的滑块上固定有推出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装置一侧

设有胶条感应器，所述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上都设有胶条长

度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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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密封条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

机。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密封条具有填补车身组成部件间的各种间歇、缝隙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减震、

防水、防尘、隔音、装饰等功用，提高驾乘体验的舒适感和保护车体。

[0003] 而现有的汽车密封条通常固定在汽车的对手件上的方式通常为胶固定，因此需要

在汽车密封条上贴胶带。

[0004] 现有的汽车密封条在生产时，一般由人工贴胶，而人工贴胶的劳动强度大，且人工

贴胶会存在位置不准确、贴歪、用力不均匀等问题，容易产生不良产品或产品品质质量低的

缺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问题是现有的汽车密封条通常采用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且

品质低的问题。

[0007] 技术方案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包括传送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

喷涂装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安装在一个

架子上，所述架子底部设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传送装置，所述架子顶部依次

安装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置，所述

喷胶装置上设有不良品检测装置，所述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

分别通过一个伺服螺杆安装在架子上，所述架子一侧设有数控系统，所述数控系统控制驱

动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贴胶带装置、烘干装置、不良品推出装置，不

良品检测装置、伺服螺杆工作。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传送装置包括传送链条、主动链轮、被动链轮、橡胶条仿形槽与支

撑导向块，所述架子顶部一端两侧分别安装一个主动链轮，所述架子顶部另一端两侧分别

安装一个被动链轮，两个所述主动链轮分别与同一侧的被动链轮通过传送链条传动连接，

两个所述主动链轮之间设有传动轴，两个所述被动链轮之间设有传动轴，所述支撑导向块

设置在主动链轮与被动链轮之间，所述支撑导向块固定在架子上，所述支撑导向块顶侧与

底侧紧贴传送链条，所述橡胶条仿形槽均布在两条传送链条上，且所述橡胶条仿形槽与传

送链条相互垂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伺服螺杆两端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固定在架子顶部，所述伺服

螺杆上设有滑块板，所述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都安装在各自

伺服螺杆的滑块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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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所述打磨装置包括打磨头、打磨电机与打磨气缸，所述打磨气缸安装在

滑块板，所述打磨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支撑板，所述打磨头与打磨电机安装在支撑板上，所

述打磨头与打磨电机传动连接。

[0012] 所述打磨头一侧设有吸嘴，所述吸嘴连接有一个空气放大器，空气放大器连接有

一个除尘桶，所述吸嘴与空气放大器固定在滑块板上，除尘桶固定在滑块板顶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二甲苯喷涂装置、喷胶装置都包括压力容器、顶针式喷胶阀、喷涂

气缸；所述喷涂气缸安装在滑块板上，所述喷涂气缸的活塞杆上固定有顶针式喷胶阀，所述

压力容器固定在滑块板顶部，所述压力容器管路连接顶针式喷胶阀；所述二甲苯喷涂装置

的喷涂气缸的活塞杆上还设有刷子，所述刷子位于顶针式喷胶阀一侧；所述喷胶装置的喷

涂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不良品检测装置，所述不良品检测装置位于顶针式喷胶阀一侧。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烘干机与箱体，所述箱体固定在架子上，所述箱体顶

部设有铝合金风页，所述铝合金风页下方设有电加热棒。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贴胶带装置一侧设有固定压紧装置，所述贴胶带装置包括胶条粘

贴机构、活动压紧机构与裁剪机构，所述胶条粘贴机构与活动压紧机构设置在滑块板一侧

面上，所述裁剪机构设置在滑块板另一侧面上；

[0016] 所述胶条粘贴机构包括胶条收卷轮、固定牵引轮、活动牵引轮、活动板、贴胶带滚

轮、下压气缸、压滚气缸、压滚轮与断胶感应器；所述胶条收卷轮设置在滑块板顶部，所述滑

块板顶部一侧位置安装固定牵引轮，所述滑块板与下压气缸铰接，所述活动板铰接在滑块

板底部一侧，所述下压气缸的活塞杆与活动板铰接，所述活动牵引轮安装在活动板与滑块

板铰接处，所述贴胶带滚轮设置在活动板上，所述活动板上设有导向槽，所述导向槽位于贴

胶带滚轮下侧，所述导向槽与贴胶带滚轮之间留有间隙，所述压滚气缸固定在滑块板上，所

述压滚轮安装在压滚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压滚轮设置在贴胶带滚轮一侧，所述断胶感应

器设置在固定牵引轮与活动牵引轮之间；

[0017] 所述活动压紧机构包括压紧轮、活动支架、固定支架与距离感应器，所述活动支架

固定在活动板上，所述压紧轮安装活动支架底部，所述固定支架固定在滑块板，所述距离感

应器固定在固定支架底部；

[0018] 所述裁剪机构包括升降气缸、伸缩气缸、裁剪气缸、裁剪块与裁剪刀；升降气缸固

定在滑块板上，所述伸缩气缸固定在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裁剪块固定在伸缩气缸的

活塞杆上，所述裁剪刀一侧固定在裁剪块底部，所述裁剪气缸固定在裁剪块上，所述裁剪气

缸的活塞杆紧贴裁剪刀另一侧；

[0019] 所述固定压紧装置包括压紧架、垂直压紧气缸、倾斜压紧气缸与压紧块，所述压紧

架固定在架子上，所述垂直压紧气缸固定在压紧架上，所述倾斜压紧气缸固定在垂直压紧

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压紧块固定在倾斜压紧气缸的活塞杆上。

[0020] 进一步的，所述不良品推出装置包括推出架、推出电动缸与推出块，所述推出架两

端固定在架子上，所述推出架上固定推出电动缸，所述推出电动缸的滑块上固定有推出块。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打磨装置一侧设有胶条感应器，所述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

喷胶装置与贴胶带装置上都设有胶条长度感应器。

[0022]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及其使用方法，包括：

[0023] S1、放入胶条：人工将胶条放入传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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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S2、贴胶条机启动：

[0025] 具体包括下列步骤：

[0026] a、胶条打磨：所述传送装置将橡胶条传送到打磨装置位置，通过所述打磨装置将

需要贴胶带的表面进行打磨；

[0027] b、喷涂二甲苯：所述传送装置将完成所述a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二甲苯喷涂装置

位置，通过所述二甲苯喷涂装置将二甲苯溶液喷涂到所述a步骤打磨过的胶条表面上；

[0028] c、喷胶：所述传送装置将完成所述b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喷胶装置位置，通过喷胶

装置将胶溶液喷涂到所述b步骤中喷涂了二甲苯的橡胶条表面上，并且采用不良品检测装

置检查胶溶液是否喷涂均匀；

[0029] d、烘干：所述传送装置将完成所述c步骤的橡胶条传送进入烘干装置，通过所述烘

干装置将胶烘干；

[0030] e、贴胶带：所述传送装置将完成所述d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贴胶带装置位置，所述

c步骤中不良品检测装置检测为良品的，通过所述贴胶带装置将胶条贴到完成所述d步骤的

橡胶条上，所述c步骤中不良品检测装置检测为不良品的，直接通过贴胶带装置，所述贴胶

带装置不工作；

[0031] f、剔除不良品：所述传送装置将经过所述e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不良品推出装置

位置，所述不良品推出装置根据所述c步骤中不良品检测装置的检测结果，如果为不良品所

述不良品推出装置将胶条推出传送装置，如果为良品所述不良品推出装置不工作，所述传

送装置继续传送，从传送装置末端掉落；

[0032] S3、存放：将所述S2步骤中成品的橡胶条储存放置。

[0033] 有益效果

[0034] 1、本实用新型采用数控系统控制，使得传送装置、打磨装置、二甲苯喷涂装置、喷

胶装置、烘干装置、贴胶带装置与不良品推出装置能进行配合完成密封条的贴胶带工作。

[0035] 2、本实用新型采用传送装置精确传送到各个工序位置，使得打磨、二甲苯喷涂、喷

胶、贴胶带时的位置准确，通过伺服螺杆使得，打磨、二甲苯喷涂、喷胶、贴胶带时的速度恒

定，减少了不良品的产生。

[0036] 3、本实用新型采用打磨装置，控制打磨的程度，使得每个橡胶条的打磨程度恒定；

采用二甲苯喷涂装置，控制二甲苯的喷涂量，使得二甲苯溶液的喷涂较为均匀；采用喷胶装

置，控制胶的喷涂量，使得喷胶的厚度较为均匀；采用贴胶带装置，精确定位贴胶带的位置，

同时贴胶带时的压力相同，使得贴出的胶条更加准确，且因为压力相同不易产生开胶脱落

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贴胶条机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传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伺服螺杆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打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二甲苯喷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喷胶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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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贴胶带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4]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胶条粘贴机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活动压紧机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裁剪机构结构示意图；

[0047]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固定压紧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8]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烘干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9] 图13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不良品推出装置结构示意图；

[0050] 图14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贴胶条机的使用流程图；

[0051] 图15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橡胶条仿形槽连接结构示意图；

[0052] 其中，100、传送装置；101、驱动装置；110、传送链条；111、连接片；120、主动链轮；

130、被动链轮；131、传动轴；140、橡胶条仿形槽；150、支撑导向块；

[0053] 200、打磨装置；201、胶条感应器；210、打磨头；220、打磨电机；230、打磨气缸；240、

吸嘴；250、空气放大器；260、除尘桶；

[0054] 310、二甲苯喷涂装置；311、刷子；320、喷胶装置；301、压力容器；302、顶针式喷胶

阀；303、喷涂气缸；

[0055] 400、烘干装置；410、烘干机；420、箱体；421、门板；

[0056] 500、贴胶带装置；501、导向槽；510、固定压紧装置；511、压紧架；512、垂直压紧气

缸；513、倾斜压紧气缸；514、压紧块；520、胶条粘贴机构；521、胶条收卷轮；522、固定牵引

轮；523、活动牵引轮；524、活动板；525、贴胶带滚轮；526、下压气缸；527、压滚气缸；528、压

滚轮；529、断胶感应器；530、活动压紧机构；531、压紧轮；532、活动支架；533、固定支架； 

534、距离感应器；540、裁剪机构；541、升降气缸；542、伸缩气缸；543、裁剪气缸；544、裁剪

块；545、裁剪刀；

[0057] 600、不良品推出装置；601、不良品检测装置；610、推出架；620、推出电动缸；630、

推出块；

[0058] 700、架子；701、带座轴承；710、伺服螺杆；711、支撑柱；712、滑块板；

[0059] 800、数控系统；810、胶条长度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

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61] 如图1‑2、6所示的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包括传送装置100、打磨装置  200、二甲

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烘干装置400、贴胶带装置500与不良品推出装置600；其中传

送装置100通过带座轴承701安装固定在一个架子  700上，架子700底部螺栓固定有驱动装

置101，驱动装置101传动链连接传送装置100，使得驱动装置101可以驱动传送装置100，架

子700顶部依次安装打磨装置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烘干装置400、贴胶带

装置  500与不良品推出装置600，喷胶装置320上安装有不良品检测装置601，打磨装置200、

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与贴胶带装置500分别通过一个伺服螺杆710安装在架子

700上。

[0062] 如图2所示，传送装置100包括传送链条110、主动链轮120、被动链轮130、橡胶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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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槽140与支撑导向块150，其中架子700顶部一端两侧分别通过带座轴承701安装一个主动

链轮120，架子700顶部另一端两侧分别通过带座轴承  701安装一个被动链轮130，两个主动

链轮120分别与同一侧的被动链轮130通过传送链条110传动连接，两个主动链轮120之间设

有传动轴131，采用传动轴  131传动连接，具体的两个主动链轮120分别与传动轴131采用键

连接，两个被动链轮130之间设有传动轴131，采用传动轴131传动连接，具体的两个被动链

轮130分别与传动走采用键连接，主动链轮120侧的传动轴131一端上还键连接有一个链轮，

且驱动装置101上也有一个链轮，两个链轮采用传动链连接。

[0063] 支撑导向块150设置在主动链轮120与被动链轮130之间，且支撑导向块  150螺栓

固定在架子700上，支撑导向块150顶侧与底侧紧贴传送链条110，用于支撑传送链条110，橡

胶条仿形槽140均布在两条传送链条110上，且橡胶条仿形槽140与传送链条110相互垂直；

具体的如图15所示，橡胶条仿形槽140两端螺钉固定有连接片111，连接片111底部安装在传

送链条110的销轴上。

[0064] 如图3所示，伺服螺杆710两端螺钉连接有支撑柱711，支撑柱711螺栓固定在架子

700顶部，伺服螺杆710上安装有滑块板712，打磨装置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

320与贴胶带装置500都安装在各自伺服螺杆710的滑块板712上，使得伺服螺杆710能带动

打磨装置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与贴胶带装置500移动。

[0065] 如图4所示，打磨装置200包括打磨头210、打磨电机220与打磨气缸230，其中打磨

气缸230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打磨气缸230的活塞杆上螺栓固定有支撑板，打磨头210采

用带座轴承701安装在支撑板上，而打磨电机220螺栓固定在支撑板上，打磨头210与打磨电

机220采用同步带连接，使得打磨气缸230 能带动打磨电机220与打磨头210下降，而打磨电

机220能驱动打磨头210进行打磨。

[0066] 打磨头210一侧设有吸嘴240，吸嘴240管路连接有一个空气放大器250，空气放大

器250管路连接有一个除尘桶260，具体的吸嘴240与空气放大器250  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

上，除尘桶260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顶部，使得吸嘴240 能吸取打磨下来的粉末，通过空气

放大器250将粉末吸入除尘桶260。

[0067] 如图5‑6所示，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都包括压力容器301、顶针式喷胶

阀302、喷涂气缸303；其中喷涂气缸303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上，喷涂气缸303的活塞杆上

螺栓固定有顶针式喷胶阀302，压力容器301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顶部，压力容器301管路

连接顶针式喷胶阀302；二甲苯喷涂装置  310的喷涂气缸303的活塞杆上还设有刷子311，刷

子311位于顶针式喷胶阀302  一侧，用于将橡胶条表面的二甲苯刷均匀；而喷胶装置320的

喷涂气缸303的活塞杆上胶固定有不良品检测装置601，不良品检测装置601刷子311位于顶

针式喷胶阀302一侧，用于检测橡胶条的上胶情况。

[0068] 如图12所示，烘干装置400包括烘干机410与箱体420，箱体420螺栓固定在架子700

上，箱体420一端螺栓固定有烘干机410，箱体另一端合页铰接有门板421。

[0069] 如图7‑11所示，贴胶带装置500一侧设有固定压紧装置510，具体的贴胶带装置500

包括胶条粘贴机构520、活动压紧机构530与裁剪机构540，其中胶条粘贴机构520与活动压

紧机构530设置在滑块板712一侧面上，裁剪机构540设置在滑块板712另一侧面上；

[0070] 具体的如图8所示，胶条粘贴机构520包括胶条收卷轮521、固定牵引轮522、活动牵

引轮523、活动板524、贴胶带滚轮525、下压气缸526、压滚气缸  527、压滚轮528与断胶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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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529；其中胶条收卷轮521螺栓安装在滑块板712  顶部，所述滑块板712顶部一侧位置通过

销轴安装固定牵引轮522，用于引导胶条，滑块板712与下压气缸526通过螺栓铰接，活动板

524螺栓铰接在滑块板  712底部一侧，下压气缸526的活塞杆与活动板524采用螺栓铰接，使

得下压气缸526可以推动活动班绕活动板524与滑块板712铰接位置旋转，活动牵引轮  523

螺栓安装在活动板524与滑块板712铰接处，用于引导胶条，贴胶带滚轮525  螺栓设置在活

动板524上，具体的活动板524上螺栓固定有导向槽501，导向槽  501位于贴胶带滚轮525下

侧，导向槽与贴胶带滚轮525之间留有间隙，用于胶条通过，压滚气缸527螺栓固定在滑块板

712上，压滚轮528销轴安装在压滚气缸527的活塞杆上，具体的压滚轮528设置在贴胶带滚

轮525一侧，压滚轮528  用于二次压紧胶条；断胶感应器529设置在固定牵引轮522与活动牵

引轮523之间，并胶固定在滑块板712上，用于感应胶带是否断裂，使用时，贴胶带滚轮  525

转动，拉扯胶条，让胶条从收卷轮521引出，先经过固定牵引轮522，然后经过活动牵引轮

523，引导入导向槽与贴胶带滚轮525之间。

[0071] 具体的如图9所示，活动压紧机构530包括压紧轮531、活动支架532、固定支架533

与距离感应器534，其中活动支架532螺栓固定在活动板524上，压紧轮531螺栓安装在活动

支架532底部，固定支架533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上，距离感应器534胶固定在固定支架533

底部，用于感应与胶条之间的距离。

[0072] 具体的如图10所示，裁剪机构540包括升降气缸541、伸缩气缸542、裁剪气缸543、

裁剪块544与裁剪刀545；其中升降气缸541螺栓固定在滑块板712上，伸缩气缸542螺栓固定

在升降气缸541的活塞杆上，具体的升降气缸541与裁剪气缸543的移动方向相互平行，而伸

缩气缸542的移动方向与升降气缸541移动方向相互垂直，裁剪块544螺栓固定在伸缩气缸

542的活塞杆上，裁剪刀545一侧螺栓固定在裁剪块544底部，裁剪气缸543螺栓固定在裁剪

块544上，裁剪气缸543的活塞杆紧贴裁剪刀545另一侧，使得裁剪刀545能被裁剪气缸543推

动，使得裁剪刀545上下刀刃闭合，达成裁剪的目的。

[0073] 具体的如图11所示，固定压紧装置510包括压紧架511、垂直压紧气缸512、倾斜压

紧气缸513与压紧块514，其中压紧架511螺栓固定在架子700上，垂直压紧气缸512螺栓固定

在压紧架511上，倾斜压紧气缸513螺栓固定在垂直压紧气缸512的活塞杆上，压紧块514螺

栓固定在倾斜压紧气缸513的活塞杆上，压紧块514顶部为橡胶材质，避免压紧时损坏橡胶

条。

[0074] 具体的如图13所示，不良品推出装置600包括推出架610、推出电动缸620  与推出

块630，推出架610两端螺栓固定在架子700上，推出架610上螺栓固定推出电动缸620，推出

电动缸620的滑块上螺栓固定有推出块630，推出块630 可以推出为不良品的橡胶条。

[0075] 如图4‑7所示，打磨装置200一侧胶固定有胶条感应器201，用于感应是否存在胶

条，打磨装置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与贴胶带装置500  上都设有胶条长度

感应器810，具体的胶条长度感应器810胶固定在打磨装置  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

装置320与贴胶带装置500位置的滑块板712上，用于感应胶条的长度，便于进行加工；胶条

感应器201、胶条长度感应器810、断胶感应器529与距离感应器534都采用型号为E3F‑

DS30C4型号的漫反射式传感器。

[0076] 如图1所示，架子700一侧设有数控系统800，数控系统800控制驱动装置  101、打磨

装置200、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贴胶带装置500、烘干装置400、不良品推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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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600，不良品检测装置601、伺服螺杆710工作，便于工人操作驱动装置101、打磨装置200、

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喷胶装置320、贴胶带装置500、烘干装置400、不良品推出装置600与不

良品检测装置601完成工作。

[0077] 如图14所示的汽车密封条的贴胶条机的使用方法，包括：

[0078] S1、放入胶条：人工将胶条放入传送装置100的橡胶条仿形槽140上，

[0079] S2、贴胶条机启动：

[0080] 具体包括下列步骤：

[0081] a、胶条打磨：传送装置100将橡胶条传送到打磨装置200位置，通过打磨装置200将

需要贴胶带的表面进行打磨，具体的打磨气缸230下降使得打磨头  210贴在橡胶条表面，然

后打磨电机220带动打磨头210转动，同时伺服螺杆710  推动整个打磨装置200移动，使得打

磨头210对橡胶条表面进行打磨，打磨时空气放大器250工作，将打磨下来的粉末通过吸嘴

240吸入除尘桶260，完成后打磨气缸230复位，然后伺服螺杆710复位。

[0082] b、喷涂二甲苯：传送装置100将完成a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二甲苯喷涂装置310位

置，通过二甲苯喷涂装置310将二甲苯溶液喷涂到a步骤打磨过的胶条表面上，具体的喷涂

气缸303带动顶针式喷胶阀302与刷子311一起下降，然后喷头打开，喷出二甲苯溶液，同时

伺服螺杆710带动二甲苯喷涂装置310移动，让喷头将二甲苯溶液喷到橡胶条上，同时刷子

311将喷涂的二甲苯刷匀，完成后喷涂气缸303复位，然后伺服螺杆710复位。

[0083] c、喷胶：传送装置100将完成所b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喷胶装置320位置，通过喷胶

装置320将胶溶液喷涂到所述b步骤中喷涂了二甲苯的橡胶条表面上，并且采用不良品检测

装置601检查胶溶液是否喷涂均匀，具体的喷涂气缸  303带动顶针式喷胶阀302与不良品检

测装置601一起下降，然后喷头打开，喷出胶溶液，同时伺服螺杆710带动喷胶装置320移动，

让喷头将胶溶液喷到橡胶条上，同时不良品检测装置601检测胶溶液是否喷涂均匀，喷涂均

匀的为良品，不均匀的为不良品，完成后喷涂气缸303复位，然后伺服螺杆710复位。

[0084] d、烘干：传送装置100将完成c步骤的橡胶条传送进入烘干装置400，通过所述烘干

装置400将胶烘干，通过烘干机将胶溶液进行烘干。

[0085] e、贴胶带：传送装置100将完成d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贴胶带装置500位置，c步骤

中不良品检测装置601检测为良品的，通过贴胶带装置500将胶条贴到完成d步骤的橡胶条

上，c步骤中不良品检测装置601检测为不良品的，直接通过贴胶带装置500，贴胶带装置500

不工作，具体的距离感应器534感应橡胶条距离，然后控制下压气缸526下压使得压紧轮531

压在橡胶表面，贴胶带滚轮525也将胶条压在橡胶条表面，控制垂直压紧气缸512、倾斜压紧

气缸513下降使得压紧块514压在橡胶条上，避免橡胶条在贴胶带时移动，然后压滚气缸 

527下降使得压滚轮528紧贴橡胶条表面，然后伺服螺杆710带动贴胶带装置  500移动，使得

贴胶带滚轮525受摩擦力转动，引出橡胶条，同时压滚轮528将胶条压紧在橡胶条上。

[0086] 贴胶带滚轮525移动到橡胶条另一端时，此时引出的胶条刚好等于橡胶条长度，此

时伺服螺杆710停止转动，然后下压气缸526上升，带动贴胶带滚轮  525上移，升降气缸541

下降，然后伸缩气缸542回缩，将裁剪刀545两刃移动到胶条上下两侧，裁剪气缸543带动裁

剪刃完成剪切，然后升降气缸541、伸缩气缸542、裁剪气缸543复位，最后伺服螺杆710再次

启动前移，让压滚轮528  将裁剪的胶条压紧在橡胶条上，完成后压滚气缸527复位，然后伺

服螺杆710 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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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f、剔除不良品：传送装置100将经过e步骤的橡胶条传送到不良品推出装置600位

置，不良品推出装置600根据c步骤中不良品检测装置601的检测结果，如果为不良品，不良

品推出装置600将胶条推出传送装置100，如果为良品不良品推出装置600不工作，传送装置

100继续传送，从传送装置100末端掉落，具体的推出电动缸620移动，带动推出块630将不良

品的胶条从传送装置100侧面推出。

[0088] S3、存放：将S2步骤中成品的橡胶条储存放置。

[0089] 综上所述，上述实施方式并非是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性实施方式，凡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内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修饰或者等效变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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