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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

翻转方法，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阶段微

型开关的按钮组装方式为手工作业导致装配周

期长、效率低，本发明的方法步骤为：按钮振料盘

里的按钮通过按钮送料器输送到换位导向块里，

按钮推拉气缸带动按钮移至按钮出料孔下方，按

钮翻转组件的按钮吸盘将按钮吸住，翻转气缸带

动翻转安装块向上移动，在滚轮轴承的滚轮与翻

转导向板导向开口的配合下，翻转安装块里的法

兰轴旋转，法兰轴将按钮吸盘上的按钮翻转至朝

上，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可以使机器重复操作，代

替人工自动、高效、整齐地完成工作，节约劳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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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该按钮送料机构包括按钮振料盘、按钮送

料器、按钮换位组件和按钮翻转组件，所述按钮换位组件包括换位导向块，所述换位导向块

上安装有按钮推拉气缸，所述按钮翻转组件包括翻转气缸、翻转导向板、翻转安装块、滚轮

轴承，其特征在于，其方法包括：所述按钮振料盘里的按钮通过所述按钮送料器输送到所述

换位导向块上的“⊥”形凹槽里，所述按钮推拉气缸的活塞杆伸展带动按钮经过按钮滑槽移

至所述按钮送料器的按钮出料孔下方，所述按钮翻转组件的按钮吸盘将按钮吸住，所述翻

转气缸的活塞杆伸展带动所述翻转安装块向上移动，在所述滚轮轴承的滚轮与所述翻转导

向板前端面和导向开口的配合下，所述翻转安装块里的法兰轴旋转，所述法兰轴将所述按

钮吸盘上的按钮翻转至朝上；

所述按钮送料机构还包括按钮机架，所述按钮振料盘安装在所述按钮机架的上平板

上，所述按钮送料器设置于按钮振料盘的出料口，所述按钮机架左侧设有盖板机架，所述盖

板机架上还安装有第一支架，所述第一支架的上平板上安装有安装垫板；所述按钮换位组

件还包括导向滑槽，所述换位导向块设置于导向滑槽里，所述“⊥”形凹槽设置于换位导向

块上；所述按钮换位组件还包括换位导向模，所述换位导向模固定于所述安装垫板上，所述

换位导向模上设有导向滑槽，所述按钮送料器的出料口穿过所述换位导向模对着所述换位

导向块上的所述“⊥”形凹槽，所述“⊥”形凹槽上可装有按钮，所述换位导向模上端面安装

有导向模盖板，所述导向模盖板下平面设有两条按钮滑槽，所述按钮滑槽一端与所述“⊥”

形凹槽上的按钮相对所述按钮滑槽另一端的所述导向模盖板设有按钮出料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按

钮换位组件和所述按钮翻转组件设置在安装垫板上，所述按钮送料器的出料口对着所述按

钮换位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1至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换位导向块前侧的第一支架上安装有按钮安装块，所述按钮推拉气缸安装于所述

按钮安装块上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按

钮翻转组件还包括翻转气缸安装板、翻转浮动接头，所述翻转气缸设置于所述翻转气缸安

装板上，所述翻转安装块通过所述翻转浮动接头与所述翻转气缸的活塞杆固定，所述法兰

轴横向穿过翻转安装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按

钮翻转组件还包括吸盘安装块，所述按钮吸盘为两个，均设置于所述吸盘安装块下端，位于

所述按钮出料孔上方。

6.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钮翻

转组件还包括滚轮轴承安装板、翻转安装板，所述滚轮轴承设置于所述滚轮轴承安装板上，

所述翻转导向板设置于与之垂直的所述翻转安装板右端，所述滚轮轴承的滚轮与翻转导向

板前端面紧贴，翻转导向板前端设有导向开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安

装垫板下平面安装有两个安装板连接块，第一支架的上平板上设有矩形通槽，安装板连接

块穿过矩形通槽，两个安装板连接块下端面安装有翻转气缸安装板，所述吸盘安装块安装

于所述法兰轴的法兰端，法兰轴穿过翻转安装块的后端安装有滚轮轴承安装板，所述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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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板竖直安装于所述滚轮轴承后侧的安装垫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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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翻转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05027404，申请日为2016年07月01日，发明创造名称为

“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的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机械自动化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

构。

背景技术

[0003] 微型开关的相关部件结构较小，微型开关组装工序较为繁琐，手工组装难度较大，

较难达到产品合格要求，造成生产效率低，不良率高，生产成本高，现阶段微型开关的组装

大都是手工作业的，人工组装存在人为因素，容易出现不良品，而且装配周期长、效率低和

成本高，有鉴于此，基于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设计出一款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

机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结构

紧凑，能够替代人工自动、高效、整齐地完成按钮的换位工作，节约劳动力。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微型开关组装设

备的按钮送料机构，该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包括按钮机架、按钮振料盘、按钮

送料器、按钮振料器、按钮换位组件、按钮翻转组件、盖板机架、第一支架和安装垫板，所述

按钮机架上平板上安装有按钮振料盘，按钮振料盘的出料口设有按钮送料器，按钮机架左

侧设有盖板机架上，按钮振料器固定于盖板机架上，按钮送料器安装于按钮振料器上，盖板

机架上还安装有第一支架，第一支架上平板上安装有安装垫板，安装垫板上设有按钮换位

组件和按钮翻转组件，按钮送料器的出料口对着按钮换位组件；

[0006] 优选的是，所述按钮换位组件包括换位导向模、换位导向块、导向模盖板、按钮安

装块、按钮推拉气缸、按钮浮动接头、限位挡块、限位螺栓和限位螺母，所述换位导向模固定

于安装垫板上，换位导向模上设有导向滑槽，导向滑槽里设有换位导向块，所述换位导向块

上设有“⊥”形凹槽，按钮送料器的出料口穿过换位导向模对着换位导向块上的“⊥”形凹

槽，“⊥”形凹槽上可装有按钮，换位导向模上端面安装有导向模盖板，所述导向模盖板下平

面设有两条按钮滑槽，按钮滑槽一端与“⊥”形凹槽上的按钮相对，“⊥”形凹槽上方的导向

模盖板上设有按钮开口，按钮滑槽另一端的导向模盖板设有按钮出料孔，换位导向块前侧

的第一支架上安装有按钮安装块，按钮安装块上端安装有按钮推拉气缸，按钮推拉气缸的

活塞杆通过按钮浮动接头与换位导向块固定，按钮安装块和换位导向块之间设有限位挡

块，限位挡块上安装有两个互相平行的限位螺栓，按钮安装块上设有与之对应的螺纹孔，限

位螺栓上均安装有限位螺母，限位螺栓可拧入到螺纹孔内，调节限位螺母可调节限位挡块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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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是，所述按钮翻转组件包括安装板连接块、翻转气缸安装板、翻转气缸、翻

转浮动接头、翻转安装块、法兰轴、翻转轴承、吸盘安装块、按钮吸盘、滚轮轴承安装板、滚轮

轴承、翻转安装板、翻转导向板、缓冲器安装板、翻转缓冲器和翻转限位螺栓，所述安装垫板

下平面安装有两个安装板连接块，第一支架上平板上设有矩形通槽，安装板连接块穿过矩

形通槽，两个安装板连接块下端面安装有翻转气缸安装板，翻转气缸安装板上安装有翻转

气缸，翻转气缸的活塞杆通过翻转浮动接头与翻转安装块固定，法兰轴横向穿过翻转安装

块，法兰轴上安装有两个翻转轴承，翻转轴承均固定于翻转安装块内，法兰轴的法兰端安装

有吸盘安装块，吸盘安装块下端安装有两个按钮吸盘，按钮吸盘位于按钮出料孔上方，法兰

轴穿过翻转安装块的后端安装有滚轮轴承安装板，滚轮轴承安装板上安装有滚轮轴承，滚

轮轴承后侧的安装垫板上安装有竖直的翻转安装板，翻转安装板右端安装有与之垂直的翻

转导向板，滚轮轴承的滚轮与翻转导向板前端面紧贴，翻转导向板前端设有导向开口，翻转

安装板上端面安装有缓冲器安装板，缓冲器安装板的伸出端和其下方的安装垫板上均安装

有翻转缓冲器和翻转限位螺栓，翻转缓冲器和翻转限位螺栓均对着翻转安装块。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结构紧凑，

能够替代人工自动、高效、整齐地完成按钮的换位工作，节约劳动力。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微型

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的按钮换位组件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发明微型开关组装设

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的导向模盖板结构示意图；图4是本发明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

机构的按钮翻转组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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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请参阅图1至图4，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0012] 一种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该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包

括按钮机架71、按钮振料盘72、按钮送料器73、按钮振料器74、按钮换位组件75、按钮翻转组

件76、盖板机架77、第一支架78和安装垫板79，所述按钮机架71上平板上安装有按钮振料盘

72，按钮振料盘72的出料口设有按钮送料器73，按钮机架71左侧设有盖板机架77上，按钮振

料器74固定于盖板机架77上，按钮送料器73安装于按钮振料器74上，盖板机架77上还安装

有第一支架78，第一支架78上平板上安装有安装垫板79，安装垫板79上设有按钮换位组件

75和按钮翻转组件76，按钮送料器73的出料口对着按钮换位组件75；

[0013] 所述按钮换位组件75包括换位导向模751、换位导向块752、导向模盖板753、按钮

安装块754、按钮推拉气缸755、按钮浮动接头756、限位挡块757、限位螺栓758和限位螺母

759，所述换位导向模751固定于安装垫板79上，换位导向模751上设有导向滑槽7511，导向

滑槽7511里设有换位导向块752，所述换位导向块752上设有“⊥”形凹槽7521，按钮送料器

73的出料口穿过换位导向模751对着换位导向块752上的“⊥”形凹槽7521，“⊥”形凹槽7521

上可装有按钮，换位导向模751上端面安装有导向模盖板753，所述导向模盖板753下平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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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按钮滑槽7531，按钮滑槽7531一端与“⊥”形凹槽7521上的按钮相对，“⊥”形凹槽

7521上方的导向模盖板753上设有按钮开口7532，按钮滑槽7531另一端的导向模盖板753设

有按钮出料孔7533，换位导向块752前侧的第一支架78上安装有按钮安装块754，按钮安装

块754上端安装有按钮推拉气缸755，按钮推拉气缸755的活塞杆通过按钮浮动接头756与换

位导向块752固定，按钮安装块754和换位导向块752之间设有限位挡块757，限位挡块757上

安装有两个互相平行的限位螺栓758，按钮安装块754上设有与之对应的螺纹孔，限位螺栓

758上均安装有限位螺母759，限位螺栓758可拧入到螺纹孔内，调节限位螺母759可调节限

位挡块757的位置；

[0014] 所述按钮翻转组件76包括安装板连接块761、翻转气缸安装板762、翻转气缸763、

翻转浮动接头764、翻转安装块765、法兰轴766、翻转轴承767、吸盘安装块768、按钮吸盘

769、滚轮轴承安装板7610、滚轮轴承7611、翻转安装板7612、翻转导向板7613、缓冲器安装

板7614、翻转缓冲器7615和翻转限位螺栓7616，所述安装垫板79下平面安装有两个安装板

连接块761，第一支架78上平板上设有矩形通槽，安装板连接块761穿过矩形通槽，两个安装

板连接块761下端面安装有翻转气缸安装板762，翻转气缸安装板762上安装有翻转气缸

763，翻转气缸763的活塞杆通过翻转浮动接头764与翻转安装块765固定，法兰轴766横向穿

过翻转安装块765，法兰轴766上安装有两个翻转轴承767，翻转轴承767均固定于翻转安装

块765内，法兰轴766的法兰端安装有吸盘安装块768，吸盘安装块768下端安装有两个按钮

吸盘769，按钮吸盘769位于按钮出料孔7533上方，法兰轴766穿过翻转安装块765的后端安

装有滚轮轴承安装板7610，滚轮轴承安装板7610上安装有滚轮轴承7611，滚轮轴承7611后

侧的安装垫板79上安装有竖直的翻转安装板7612，翻转安装板7612右端安装有与之垂直的

翻转导向板7613，滚轮轴承7611的滚轮与翻转导向板7613前端面紧贴，翻转导向板7613前

端设有导向开口76131，翻转安装板7612上端面安装有缓冲器安装板7614，缓冲器安装板

7614的伸出端和其下方的安装垫板79上均安装有翻转缓冲器7615和翻转限位螺栓7616，翻

转缓冲器7615和翻转限位螺栓7616均对着翻转安装块765。

[0015] 本发明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工作时，按钮振料盘72里的按钮通过按

钮送料器73输送到换位导向块752上的“⊥”形凹槽7521里，按钮推拉气缸755的活塞杆伸展

带动按钮经过按钮滑槽7531移至按钮出料孔7533下方，按钮翻转组件76的按钮吸盘769将

按钮吸住，翻转气缸763的活塞杆伸展带动翻转安装块765向上移动，在滚轮轴承7611的滚

轮与翻转导向板7613前端面和导向开口76131的配合下，翻转安装块765里的法兰轴766旋

转，法兰轴766将按钮吸盘769上的按钮翻转至朝上，机器重复以上工作步骤。

[0016] 本发明微型开关组装设备的按钮送料机构，结构紧凑，能够替代人工自动、高效、

整齐地完成按钮的换位工作，节约劳动力。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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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