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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
料装置，
包括底板，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竖直设
置，
所述横连接板上竖直安有若干导向筒，
若干
所述导向筒的中心处竖直安有升降气缸，
所述固
定孔内可拆卸安有吸盘固定架，
所述吸盘固定架
的水平架上安有若干T型吸盘架，
所述T型吸盘架
的底部安有吸盘。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设计合
理，
通过设置旋转盘，
带有等间距均布有若干固
定孔的旋转摆动臂，
可拆卸的吸盘固定架以及T
型吸盘架，
增强了旋转取料装置的通用性，
根据
转运的硬质胸卡的距离，
避免了停机更换不同规
格的旋转摆动臂来转运装配好的硬质胸卡，
使得
转运取料的动作省时省力，
进一步提高了硬质胸
卡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说明书2页

附图1页

CN 208544833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包括底板(1) ，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1)竖直设
置，
所述底板(1)的侧壁设有安装孔，
所述底板(1)通过安装孔与外界机架连接，
所述底板
(1)的顶端固定安有水平的横连接板(2) ，
所述横连接板(2)上竖直安有若干导向筒(8) ，
若
干所述导向筒(8)的中心处竖直安有升降气缸(10) ，
所述升降气缸(10)的伸缩端贯穿所述
横连接板(2)的侧壁连有活动板(3) ，
所述活动板(3)平行位于所述横连接板(2)的上方，
所
述活动板(3)下表面的两侧竖直安有若干与所述导向筒(8)一一对应的导向柱(9) ，
所述导
向柱(9)同轴贯穿所述导向筒(8)，
所述活动板(3)的上表面固定安有竖直的旋转电机(12) ，
所述旋转电机(12)的顶端连有水平的旋转盘(11) ，
所述旋转盘(11)上安有若干交叉设置的
旋转摆动臂(5) ，
所述旋转摆动臂(5)上等间距均布有若干固定孔，
所述固定孔内可拆卸安
有吸盘固定架(6)，
所述吸盘固定架(6)的水平架上安有若干T型吸盘架(7) ，
所述T型吸盘架
(7)的底部安有吸盘。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
(1)与所述横连接板(2)之间固定安有若干加强筋板(4) ，
所述加强筋板(4)的截面呈三角形
结构设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活动板
(3)为长方形板。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向筒
(8)的个数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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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旋转输送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硬质胸卡装配包括抓取、
放长板料，
自动冲切板料，
自动折弯板料，
自动涂清洁剂，
烘干工序，
涂胶工序，
自动上夹工序，
检测工序，
卸料工序以及最终包装工序，
其中，
卸料工
序完成后在进入包装工序之前，
需要将装配好的硬质胸卡取料转运到包装机上进行包装工
序。然而，
现阶段使用的旋转取料装置通用性不理想，
通常转运不同距离的硬质胸卡，
需要
停机更换不同规格的旋转摆动臂来转运装配好的硬质胸卡，
使得转运取料的动作费时费
力，
严重制约着硬质胸卡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而提供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
置。
[0004]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
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包括底板，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竖直设置，
所述底板的侧壁设有安装孔，
所述底板通过安装孔与外界机架连接，
所述底板的顶端固定
安有水平的横连接板，
所述横连接板上竖直安有若干导向筒，
若干所述导向筒的中心处竖
直安有升降气缸，
所述升降气缸的伸缩端贯穿所述横连接板的侧壁连有活动板，
所述活动
板平行位于所述横连接板的上方，
所述活动板下表面的两侧竖直安有若干与所述导向筒一
一对应的导向柱，
所述导向柱同轴贯穿所述导向筒，
所述活动板的上表面固定安有竖直的
旋转电机，
所述旋转电机的顶端连有水平的旋转盘，
所述旋转盘上安有若干交叉设置的旋
转摆动臂，
所述旋转摆动臂上等间距均布有若干固定孔，
所述固定孔内可拆卸安有吸盘固
定架，
所述吸盘固定架的水平架上安有若干T型吸盘架，
所述T型吸盘架的底部安有吸盘。
[0006] 所述底板与所述横连接板之间固定安有若干加强筋板，
所述加强筋板的截面呈三
角形结构设置。
[0007] 所述活动板为长方形板。
[0008] 所述导向筒的个数为2。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设计合理，
通过设置旋转盘，
带
有等间距均布有若干固定孔的旋转摆动臂，
可拆卸的吸盘固定架以及T型吸盘架，
增强了旋
转取料装置的通用性，
根据转运的硬质胸卡的距离，
避免了停机更换不同规格的旋转摆动
臂来转运装配好的硬质胸卡，
使得转运取料的动作省时省力，
进一步提高了硬质胸卡流水
线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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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中：
1-底板；
2-横连接板；
3-活动板；
4-加强筋板；
5-旋转摆动臂；
6-吸盘固定架；
7-T型吸盘架；
8-导向筒；
9-导向柱；
10-升降气缸；
11-旋转盘；
12-旋转电机；
[0012] 以下将结合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参照附图进行详细叙述。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4] 如图1所示，
一种硬质胸卡装配用旋转取料装置，
包括底板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
板1竖直设置，
所述底板1的侧壁设有安装孔，
所述底板1通过安装孔与外界机架连接，
所述
底板1的顶端固定安有水平的横连接板2，
所述横连接板2上竖直安有若干导向筒8，
若干所
述导向筒8的中心处竖直安有升降气缸10，
所述升降气缸10的伸缩端贯穿所述横连接板2的
侧壁连有活动板3，
所述活动板3平行位于所述横连接板2的上方，
所述活动板3下表面的两
侧竖直安有若干与所述导向筒8一一对应的导向柱9，
所述导向柱9同轴贯穿所述导向筒8，
所述活动板3的上表面固定安有竖直的旋转电机12，
所述旋转电机12的顶端连有水平的旋
转盘11，
所述旋转盘11上安有若干交叉设置的旋转摆动臂5，
所述旋转摆动臂5上等间距均
布有若干固定孔，
所述固定孔内可拆卸安有吸盘固定架6，
所述吸盘固定架6的水平架上安
有若干T型吸盘架7，
所述T型吸盘架7的底部安有吸盘。
[0015] 所述底板1与所述横连接板2之间固定安有若干加强筋板4，
所述加强筋板4的截面
呈三角形结构设置。
[0016] 所述活动板3为长方形板。
[0017] 所述导向筒8的个数为2。
[0018] 本实用新型工作前，
通过底板1上的安装孔连接在外界机架上，
根据转运的硬质胸
卡的距离，
将吸盘固定架6安装在旋转摆动臂5上合适的固定孔内，
增强了旋转取料装置的
通用性，
工作时，
启动旋转电机12，
旋转电机12通过旋转盘11对旋转摆动臂5进行旋转，
同时
启动升降气缸10，
升降气缸10的伸缩端驱动活动板3上下移动，
使得旋转摆动臂5带动吸盘
固定架6上的T型吸盘架7上下移动，
进而使得T型吸盘架7上的吸盘对装配好的硬质胸卡进
行取放，
避免了停机更换不同规格的旋转摆动臂5来转运装配好的硬质胸卡，
使得转运取料
的动作省时省力，
进一步提高了硬质胸卡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设计合
理。
[0019]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
显然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
上述方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改进，
或未经
改进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
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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