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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

包括底座，气压开关，喷涂开关，挡胶板，支撑杆，

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旋

转烘干锁紧板结构，气压机，气压软管，气缸，伸

缩杆，胶箱，增压泵，喷头，箱盖和安装杆。本实用

新型旋转板，常规轴承，旋转盘和把杆的设置，有

利于旋转机器人，方便旋转机器人进行表面涂胶

工作；L型遮挡板，底座和挡胶板的设置，有利于

防止涂胶时将胶水喷射在工作人员的衣服上；烘

干板，插接座和烘干管的设置，有利于对机器人

表面的胶水进行烘干工作；旋转板，夹持板，固定

杆，螺纹板，移动板和顶紧螺栓的设置，有利于固

定机器人，方便机器人表面涂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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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包括底座(1)，气压

开关(2)，喷涂开关(3)，挡胶板(4)，支撑杆(5)，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6)，观察遮挡通风板

结构(7)，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8)，气压机(9)，气压软管(10)，气缸(11)，伸缩杆(12)，胶箱

(13)，增压泵(14)，喷头(15)，箱盖(16)和安装杆(17)，所述的气压开关(2)螺钉连接在底座

(1)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涂开关(3)螺钉连接在底座(1)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

置；所述的挡胶板(4)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端前面位置和后面位置；所述的支撑杆(5)焊

接在底座(1)的上端左侧；所述的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6)安装在支撑杆(5)的右侧下部；所

述的安装杆(17)焊接在底座(1)的上端右侧；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7)安装在底座

(1)的上端右侧；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8)安装在支撑杆(5)的外壁中间位置；所述的

气压机(9)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端左侧；所述的气压软管(10)的一端套接在气压机(9)

的出气管外壁；所述的气缸(11)螺栓连接在支撑杆(5)的上端；所述的伸缩杆(12)螺栓连接

在气缸(11)的延伸杆右端外壁；所述的胶箱(13)螺栓连接在伸缩杆(12)的右端；所述的增

压泵(14)螺栓连接在胶箱(13)的下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15)螺纹连接在增压泵(14)下

端设置的出胶管内壁；所述的箱盖(16)合页连接在胶箱(13)的上端；所述的固定手动旋转

架结构(6)包括旋转板(61)，常规轴承(62)，旋转盘(63)，把杆(64)和防滑套(65)，所述的常

规轴承(62)分别套接在旋转板(61)的外壁左右两侧；所述的旋转盘(63)焊接在旋转板(61)

的右端；所述的把杆(64)焊接在旋转盘(63)的右侧上部；所述的防滑套(65)套接在把杆

(64)的外壁；所述的旋转板(61)包括夹持板(611)，固定杆(612)，螺纹板(613)，移动板

(614)和顶紧螺栓(615)，所述的夹持板(611)螺栓连接在旋转板(61)内部开设的通孔左侧

内壁；所述的固定杆(612)的一端焊接在旋转板(61)内部开设的通孔右侧内壁；所述的螺纹

板(613)焊接在固定杆(612)的另一端；所述的顶紧螺栓(615)贯穿螺纹板(613)的内部前面

中间位置和后面中间位置；所述的移动板(614)焊接在顶紧螺栓(615)的左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常规轴承(62)分别镶

嵌在支撑杆(5)右侧内部下端位置；所述的常规轴承(62)还镶嵌在安装杆(17)的上端内部

中间位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滑套(65)采用外壁

带有十字形防滑纹橡胶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

(7)包括L型遮挡板(71)，观察片(72)，连接板(73)，定位螺栓(74)，通风管(75)，固定板(76)

和微型直流风扇(77)，所述的观察片(72)镶嵌L型遮挡板(7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

板(73)焊接在L型遮挡板(71)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定位螺栓(74)贯穿连接板(73)的内部中

间位置；所述的通风管(75)螺栓连接在L型遮挡板(71)的上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76)

分别焊接在通风管(75)的左右两侧内壁中间位置；所述的微型直流风扇(77)螺栓连接在固

定板(76)和固定板(76)之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观察片(72)采用透明

塑料片；所述的定位螺栓(74)和连接板(73)螺纹连接。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L型遮挡板(71)螺栓

连接在底座(1)的上端右侧；所述的L型遮挡板(71)置于安装杆(17)的左侧；所述的L型遮挡

板(71)置于挡胶板(4)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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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

(8)包括旋转套(81)，烘干板(82)，插接座(83)，烘干管(84)，烘干开关(85)和锁紧螺栓

(86)，所述的烘干板(82)焊接在旋转套(81)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插接座(83)分别螺栓

连接在烘干板(82)的下端内部开设的凹槽左右两侧内壁；所述的烘干管(84)插接在插接座

(83)和插接座(83)之间；所述的烘干开关(85)螺钉连接在烘干板(82)的上端右侧；所述的

锁紧螺栓(86)螺纹连接在旋转套(81)的右侧中间位置。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套(81)套接在支

撑杆(5)的外壁中间位置。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接座(83)采用塑料

插接座；所述的插接座(83)和烘干板(82)的连接处设置有厚度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橡胶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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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器人制造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先编

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它的任务是协助或取代人类

工作的工作，例如生产业、建筑业，或是危险的工作。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工

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它能自动

执行工作，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可以接受人类指挥，也

可以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运行，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

领行动。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8212690A，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机器人涂胶装置，包括工

作台，所述工作台顶端的两侧均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一端安装有定位块，所述工作台顶

端的一边固定连接有定位板，所述工作台顶端的另一边固定设有气压机，所述气压机的出

气口固定连接有输气管，所述工作台的一侧设有旋转台，所述旋转台的内部设有电机，所述

电机的输出端传动连接有旋转臂，所述旋转臂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气缸，所述气缸的气动伸

缩杆传动连接有伸缩臂，所述伸缩臂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储胶盒，所述储胶盒的顶端与所述

输气管的一端连通，所述储胶盒的底端连通有涂胶头。但是现有的机器人涂胶装置还存在

着不方便旋转机器人，喷涂时容易喷到工作人员的衣服上和不方便烘干机器人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以解决现有

的机器人涂胶装置还存在着不方便旋转机器人，喷涂时容易喷到工作人员的衣服上和不方

便烘干机器人的问题。一种机器人自动涂胶装置，包括底座，气压开关，喷涂开关，挡胶板，

支撑杆，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气压机，气压软

管，气缸，伸缩杆，胶箱，增压泵，喷头，箱盖和安装杆，所述的气压开关螺钉连接在底座的正

表面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涂开关螺钉连接在底座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挡胶

板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端前面位置和后面位置；所述的支撑杆焊接在底座的上端左侧；所

述的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安装在支撑杆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安装杆焊接在底座的上端右

侧；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安装在底座的上端右侧；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安装

在支撑杆的外壁中间位置；所述的气压机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端左侧；所述的气压软管的

一端套接在气压机的出气管外壁；所述的气缸螺栓连接在支撑杆的上端；所述的伸缩杆螺

栓连接在气缸的延伸杆右端外壁；所述的胶箱螺栓连接在伸缩杆的右端；所述的增压泵螺

栓连接在胶箱的下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螺纹连接在增压泵下端设置的出胶管内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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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箱盖合页连接在胶箱的上端；所述的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包括旋转板，常规轴承，旋转

盘，把杆和防滑套，所述的常规轴承分别套接在旋转板的外壁左右两侧；所述的旋转盘焊接

在旋转板的右端；所述的把杆焊接在旋转盘的右侧上部；所述的防滑套套接在把杆的外壁；

所述的旋转板包括夹持板，固定杆，螺纹板，移动板和顶紧螺栓，所述的夹持板螺栓连接在

旋转板内部开设的通孔左侧内壁；所述的固定杆的一端焊接在旋转板内部开设的通孔右侧

内壁；所述的螺纹板焊接在固定杆的另一端；所述的顶紧螺栓贯穿螺纹板的内部前面中间

位置和后面中间位置；所述的移动板焊接在顶紧螺栓的左端。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常规轴承分别镶嵌在支撑杆右侧内部下端位置；所述的常规轴承

还镶嵌在安装杆的上端内部中间位置。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防滑套采用外壁带有十字形防滑纹橡胶套。

[0008] 优选的，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包括L型遮挡板，观察片，连接板，定位螺栓，

通风管，固定板和微型直流风扇，所述的观察片镶嵌L型遮挡板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连

接板焊接在L型遮挡板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定位螺栓贯穿连接板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通

风管螺栓连接在L型遮挡板的上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分别焊接在通风管的左右两侧

内壁中间位置；所述的微型直流风扇螺栓连接在固定板和固定板之间。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观察片采用透明塑料片；所述的定位螺栓和连接板螺纹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的L型遮挡板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端右侧；所述的L型遮挡板置于安

装杆的左侧；所述的L型遮挡板置于挡胶板的右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包括旋转套，烘干板，插接座，烘干管，烘干开

关和锁紧螺栓，所述的烘干板焊接在旋转套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插接座分别螺栓连接

在烘干板的下端内部开设的凹槽左右两侧内壁；所述的烘干管插接在插接座和插接座之

间；所述的烘干开关螺钉连接在烘干板的上端右侧；所述的锁紧螺栓螺纹连接在旋转套的

右侧中间位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套套接在支撑杆的外壁中间位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插接座采用塑料插接座；所述的插接座和烘干板的连接处设置有

厚度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橡胶垫。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气压开关、喷涂开关和烘干开关分别采用型号为MTS102的开关；所

述的气压机具体采用型号为950W-30L的气压机；所述的气缸具体采用型号为SC32的气缸；

所述的微型直流风扇具体采用型号为MFB25B-12的直流风扇；所述的烘干管具体采用远红

外加热管；所述的增压泵具体采用型号为GP125W的增压泵。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气压开关电性连接气压机。

[0016] 优选的，所述的喷涂开关电性连接增压泵。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烘干开关电性连接烘干管。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9]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旋转板，常规轴承，旋转盘和把杆的设置，有利于旋转机

器人，方便旋转机器人进行表面涂胶工作。

[0020]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L型遮挡板，底座和挡胶板的设置，有利于防止涂胶时将

胶水喷射在工作人员的衣服上。

[0021]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烘干板，插接座和烘干管的设置，有利于对机器人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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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水进行烘干工作。

[0022]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旋转板，夹持板，固定杆，螺纹板，移动板和顶紧螺栓的设

置，有利于固定机器人，方便机器人表面涂胶工作。

[0023]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L型遮挡板和观察片的设置，有利于观察机器人表面涂胶

工作的进度，防止涂胶过多使机器人表面涂胶不均匀。

[0024]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L型遮挡板，连接板和定位螺栓的设置，有利于机器人进

行表面涂胶工作时固定旋转板，防止涂胶时旋转板旋转造成涂胶不均匀。

[0025]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旋转套和锁紧螺栓的设置，有利于旋转烘干板，方便涂胶

后进行烘干工作，防止烘干板影响涂胶工作。

[0026]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胶箱和箱盖的设置，有利于防止灰尘落入胶箱的内部，影

响涂胶质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

[0032] 1、底座；2、气压开关；3、喷涂开关；4、挡胶板；5、支撑杆；6、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

61、旋转板；611、夹持板；612、固定杆；613、螺纹板；614、移动板；615、顶紧螺栓；62、常规轴

承；63、旋转盘；64、把杆；65、防滑套；7、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71、L型遮挡板；72、观察片；

73、连接板；74、定位螺栓；75、通风管；76、固定板；77、微型直流风扇；8、旋转烘干锁紧板结

构；81、旋转套；82、烘干板；83、插接座；84、烘干管；85、烘干开关；86、锁紧螺栓；9、气压机；

10、气压软管；11、气缸；12、伸缩杆；13、胶箱；14、增压泵；15、喷头；16、箱盖；17、安装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具体描述，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一种机器人自

动涂胶装置，包括底座1，气压开关2，喷涂开关3，挡胶板4，支撑杆5，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6，

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7，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8，气压机9，气压软管10，气缸11，伸缩杆12，胶

箱13，增压泵14，喷头15，箱盖16和安装杆17，所述的气压开关2螺钉连接在底座1的正表面

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喷涂开关3螺钉连接在底座1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挡胶板4

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端前面位置和后面位置；所述的支撑杆5焊接在底座1的上端左侧；所

述的固定手动旋转架结构6安装在支撑杆5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安装杆17焊接在底座1的上

端右侧；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7安装在底座1的上端右侧；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

构8安装在支撑杆5的外壁中间位置；所述的气压机9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端左侧；所述的

气压软管10的一端套接在气压机9的出气管外壁；所述的气缸11螺栓连接在支撑杆5的上

端；所述的伸缩杆12螺栓连接在气缸11的延伸杆右端外壁；所述的胶箱13螺栓连接在伸缩

杆12的右端；所述的增压泵14螺栓连接在胶箱13的下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喷头15螺纹连接

在增压泵14下端设置的出胶管内壁；所述的箱盖16合页连接在胶箱13的上端；所述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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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旋转架结构6包括旋转板61，常规轴承62，旋转盘63，把杆64和防滑套65，所述的常规轴

承62分别套接在旋转板61的外壁左右两侧；所述的旋转盘63焊接在旋转板61的右端；所述

的把杆64焊接在旋转盘63的右侧上部；所述的防滑套65套接在把杆64的外壁，所述的旋转

板61包括夹持板611，固定杆612，螺纹板613，移动板614和顶紧螺栓615，所述的夹持板611

螺栓连接在旋转板61内部开设的通孔左侧内壁；所述的固定杆612的一端焊接在旋转板61

内部开设的通孔右侧内壁；所述的螺纹板613焊接在固定杆612的另一端；所述的顶紧螺栓

615贯穿螺纹板613的内部前面中间位置和后面中间位置；所述的移动板614焊接在顶紧螺

栓615的左端，涂胶时，把机器人放置在旋转板61内部开设的通孔内，旋转顶紧螺栓615推动

移动板614移动，缩短移动板614和夹持板611的距离夹紧机器人，向胶箱13的内部注入适量

的胶水，打开喷涂开关3使增压泵14开始工作，通过喷头15将胶箱13内部的胶水喷向机器人

表面，打开气压开关2使气压机9为气缸11进行冲压，带动喷头15反复移动，进行喷涂胶水，

抓住把杆64转动，带动旋转板61转动，使机器人转动，方便喷涂胶水，使机器人表面喷涂的

胶水均匀。

[0034]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3所示，所述的观察遮挡通风板结构7包括L型遮挡板71，

观察片72，连接板73，定位螺栓74，通风管75，固定板76和微型直流风扇77，所述的观察片72

镶嵌L型遮挡板7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板73焊接在L型遮挡板71的右侧下部；所述

的定位螺栓74贯穿连接板73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通风管75螺栓连接在L型遮挡板71的

上端中间位置；所述的固定板76分别焊接在通风管75的左右两侧内壁中间位置；所述的微

型直流风扇77螺栓连接在固定板76和固定板76之间，喷涂胶水过程中，通过观察片72观察

机器人表面的喷涂胶水的进度，打开微型直流风扇77的开关，通过微型直流风扇77吹散胶

水的气味，防止影响工作，通过转动定位螺栓74顶紧旋转板61，防止喷涂的过程中旋转板61

旋转，影响胶水的喷涂质量。

[0035]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4所示，所述的旋转烘干锁紧板结构8包括旋转套81，烘干

板82，插接座83，烘干管84，烘干开关85和锁紧螺栓86，所述的烘干板82焊接在旋转套81的

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插接座83分别螺栓连接在烘干板82的下端内部开设的凹槽左右两侧

内壁；所述的烘干管84插接在插接座83和插接座83之间；所述的烘干开关85螺钉连接在烘

干板82的上端右侧；所述的锁紧螺栓86螺纹连接在旋转套81的右侧中间位置，胶水喷涂完

毕后，松开锁紧螺栓86，转动烘干板82，使烘干管84置于机器人表面的上方，打开烘干开关

85，使烘干管84开始烘干工作，加速机器人表面的胶水晾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烘干后，松

开锁紧螺栓86转动烘干板82，防止烘干板82影响喷涂工作。

[0036] 工作原理

[0037] 本实用新型中，涂胶时，把机器人放置在旋转板61内部开设的通孔内，旋转顶紧螺

栓615推动移动板614移动，缩短移动板614和夹持板611的距离夹紧机器人，向胶箱13的内

部注入适量的胶水，打开喷涂开关3使增压泵14开始工作，通过喷头15将胶箱13内部的胶水

喷向机器人表面，打开气压开关2使气压机9为气缸11进行冲压，带动喷头15反复移动，进行

喷涂胶水，抓住把杆64转动，带动旋转板61转动，使机器人转动，方便喷涂胶水，使机器人表

面喷涂的胶水均匀，喷涂胶水过程中，通过观察片72观察机器人表面的喷涂胶水的进度，打

开微型直流风扇77的开关，通过微型直流风扇77吹散胶水的气味，防止影响工作，通过转动

定位螺栓74顶紧旋转板61，防止喷涂的过程中旋转板61旋转，影响胶水的喷涂质量，胶水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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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完毕后，松开锁紧螺栓86，转动烘干板82，使烘干管84置于机器人表面的上方，打开烘干

开关85，使烘干管84开始烘干工作，加速机器人表面的胶水晾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烘干

后，松开锁紧螺栓86转动烘干板82，防止烘干板82影响喷涂工作，进而完成机器人表面涂胶

工作。

[0038]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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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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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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