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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了一种燃气表整机自动检

验装置，包括操作台，操作台上设有安装位，安装

位的周围设有装夹工装、加电触头、加气接头，装

夹工装上设有装夹控制单元，加电触头连接有加

电控制单元，加气接头连接有加气控制单元；操

作台上还设有检测装置。在装夹工装将燃气表定

位在安装位的基础上，通过加气部分的加气接头

向待验燃气表通气，通过加电触头向待验燃气表

通电，以在待验燃气表通气、通电的状态下，使得

待验燃气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检验，并且通

过检测装置对燃气表整机的各项性能进行检验，

从而提高了燃气表性能检测的准确性、降低了燃

气表性能检测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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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包括操作台及其上设置的加电部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用于对待验燃气表供电的加电部分；所述操作台上还设有供待验燃气表装入的

安装位，安装位的周围设有供待验燃气表装夹的装夹工装；所述加气部分包括用于连通在

待验燃气表的气源接口上的加气接头，所述加电部分包括用于导电连接在待验燃气表的供

电接口上的加电触头，加电触头和加气接头各自处于安装位的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装夹工装包括用于撑

托在待验燃气表下方的托架和用于挡止在待验燃气表上方的挡止结构，托架沿上下方向移

动装配在操作台上，并在托架上连接有用于带动托架升降的动力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加气接头处于托架的

上方、并与托架上下相对设置，所述挡止结构为加气接头的朝向托架的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加电触头包括固定在

托架上的触头主体，触头主体上设有用于导电抵顶接触在待验燃气表的正极接口上的正极

触头和用于导电抵顶接触在待验燃气表的负极接口上的负极触头，正、负极触头其中一个

为可相对于触头主体弹性伸缩的弹性触头、另一个为固定在触头主体上的固定触头。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

装置包括用于拍摄待验燃气表的面板上的显示内容的视觉识别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视觉识别装置包括摄

像头及其至少一侧偏置设置的补光灯。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位的前侧设有供

待验燃气表装入和待验燃气表的正面露出的装入口；所述视觉识别装置和操作台之间设有

用于带动视觉识别装置平移或升降或偏转摆动或俯仰摆动的视觉识别移位机构，视觉识别

装置在移位行程中具有用于进入所述装入口中的工作位和用于从所述装入口中退出的避

让位。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操作

台上还设有处于安装位周围的磁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定义安装位前侧为供

待验燃气表正面露出的装入口，磁体和操作台之间设有用于带动磁体进入和退出所述装入

口的磁体移位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装夹

工装、加电部分、加气控制单元和检测装置连接在同一上位机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6074094 U

2



一种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燃气表整机的各功能和性能指标的检验，仍然采用分岗多步骤执行、人工测

试和读取检测数据的方式，检测人员根据检测得数据判定产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和生产要

求。但在燃气表整机的检验过程中，因检验项目众多，所以容易在检验过程中出现人工疲劳

和检验结果差异的问题，并且检验判断结果因人而异，这样更加大了检验结果的差异性。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204536493U公开了一种智能燃气表单板自动测试平台，该平台包

括上位机、串口模块、若干工位，每个工位上设有若干测试设备和一工装夹具，上位机经串

口模块与各工位上的各测试设备连接，各工位上的测试设备与自身工位上的工装夹具连

接，以实现各测试设备与装夹在工装夹具上的被测电路板之间的连接，实现对被测电路板

各种功能参数的自动化检测。但这种平台仅能实现对燃气表的主电路板进行检验，对于燃

气表整机在加气、加电状态下的性能是无法进行检验的，这也导致了现有燃气表在组装成

整机后，燃气表整机仍然需要采用分岗多步骤执行、人工测试和读取检测数据的方式进行

检验，从而导致燃气表整机的检验过程仍然存在费时费力的问题。另外，在对燃气表整机采

用分岗多步骤执行、人工测试和读取检测数据的方式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在每一步检验的

过程中，待验燃气表的工况与实际工作中的工况存在差别，所以对待验燃气表整机检验得

出的测试结果与燃气表实际工作中性能参数存在较大偏差，使得检验结果失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便于对燃气表整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检验的燃气

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中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包括操作台及其上设置的加电部分、检测装置，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用于对待验燃气表供电的加电部分；所述操作台上还设有供待验燃气表装入

的安装位，安装位的周围设有供待验燃气表装夹的装夹工装；所述加气部分包括用于连通

在待验燃气表的气源接口上的加气接头，所述加电部分包括用于导电连接在待验燃气表的

供电接口上的加电触头，加电触头和加气接头各自处于安装位的周围。

[0007] 装夹工装包括用于撑托在待验燃气表下方的托架和用于挡止在待验燃气表上方

的挡止结构，托架沿上下方向移动装配在操作台上，并在托架上连接有用于带动托架升降

的动力源。

[0008] 加气接头处于托架的上方、并与托架上下相对设置，所述挡止结构为加气接头的

朝向托架的端部。

[0009] 加电触头包括固定在托架上的触头主体，触头主体上设有用于导电抵顶接触在待

验燃气表的正极接口上的正极触头和用于导电抵顶接触在待验燃气表的负极接口上的负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6074094 U

3



极触头，正、负极触头其中一个为可相对于触头主体弹性伸缩的弹性触头、另一个为固定在

触头主体上的固定触头。

[0010] 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拍摄待验燃气表的面板上的显示内容的视觉识别装置。

[0011] 视觉识别装置包括摄像头及其至少一侧偏置设置的补光灯。

[0012] 安装位的前侧设有供待验燃气表装入和待验燃气表的正面露出的装入口；所述视

觉识别装置和操作台之间设有用于带动视觉识别装置平移或升降或偏转摆动或俯仰摆动

的视觉识别移位机构，视觉识别装置在移位行程中具有用于进入所述装入口中的工作位和

用于从所述装入口中退出的避让位。

[0013] 操作台上还设有处于安装位周围的磁体。

[0014] 定义安装位前侧为供待验燃气表正面露出的装入口，磁体和操作台之间设有用于

带动磁体进入和退出所述装入口的磁体移位机构。

[0015] 装夹工装、加电部分、加气控制单元和检测装置连接在同一上位机上。

[0016] 本实用新型采用在操作台上集成装夹工装、加气部分、加电部分和检测装置的结

构，这样在使用过程中，在装夹工装将燃气表定位在安装位的基础上，通过加气部分的加气

接头向待验燃气表通气，通过加电触头向待验燃气表通电，以在待验燃气表通气、通电的状

态下，使得待验燃气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检验，并且通过检测装置对燃气表整机的各

项性能进行检验，从而提高了燃气表性能检测的准确性、降低了燃气表性能检测的难度。

[0017] 进一步的，该操作台上设有视觉识别装置，以通过视觉识别装置拍摄到的燃气表

在通电、通气状态下的显示内容，判断燃气表在使用状态下显示内容和实际参数的差异，从

而实现了对燃气表的实际工况进行检验，提高了燃气表检验的准确性。

[0018] 进一步的，操作台上还设有磁体，以通过磁体产生的磁场对燃气表内电子元件进

行干扰，这样可实现对燃气表整机在磁干扰状态下的各项电气性能的检测，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检测结果的多样性，便于对燃气表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进行评估。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的左视图；

[0021] 图3是图1的俯视图；

[0022] 图4是图1的后视图；

[0023] 图5是图1中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图1中装夹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图6中装夹工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加电端子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图8的左视图；

[0028] 图10是图8中加电端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是图1中干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2是图11的右视图；

[0031] 图13是图11中干扰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4是图1中视觉识别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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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5是图14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实用新型中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实施例：该装置包括用在燃气表整机检

验，用以整机生产后检验燃气表的各性能指标和功能。如图1至图5所示，该装置主要由操作

台1、装夹工装2、加电装置3、加气装置4、干扰装置5、检测装置和上位机组成。

[0035] 操作台1采用箱式结构，操作台1上设有一左右延伸的操作室11，操作室11的前侧

开口、其余侧封闭，操作室11内设有四处在左右方向均布的安装位12，在每个安装位12上可

进行单个燃气表整机的检验。在每个安装位12的下方均设有一装夹工装2。如图6和图7所

示，该装夹工装2包括固定在操作台1上的基座21，基座21上立设有两根上下延伸的导向柱

22，两导向柱22对称设置在基座21的左右两侧，并在两导向柱22上沿上下方向导向移动装

配有托架23，托架23和基座21之间装配有处于两导向柱22之间的驱动气缸24，驱动气缸24

可带动托架23沿导向柱22升降往复移动。驱动气缸24的控制单元即为整个装夹工装2的用

于控制对待验燃气表进行夹紧和放松的装夹控制单元。托架23包括用于撑托在待验燃气表

下方的托板，托板的左右两侧和后侧的边沿上设有处于托板上方的围沿，该围沿与托板形

成前侧开口、后侧封闭的铲形结构，以在托架23的前侧预留出供待验燃气表自前侧装入的

开口，对应的安装位12的前侧设有供燃气表装入的装入口，而该装入口的另一个作用是：供

待验燃气表的面板和电子元件集中的前侧面板部分露出。基座21的前侧设有若干左右间隔

设置的接线柱6。加气装置4的加气接头在托架23的上方形成了用于在待验燃气表上升到位

时进行挡止的挡止结构，该挡止结构与托架配合实现对待验燃气表的上下夹紧。

[0036] 加气装置4包括气源风机抽风系统、充气压力调整阀、减压系统、压力指示、加气接

头。气源风机抽风系统与充气压力调整阀相连，充气压力调整阀与减压系统相连，减压系统

的调整范围为0至5kPa，且充气压力调整阀可指示压力值。充气压力调整阀为用于控制加气

装置4的气源通断的加气控制单元。压力指示安装在操作台1的控制面板上。加气接头与操

作室11内各安装位12一一对应设置。各加气接头均处于对应安装位12的上方，以使加气接

头处于托架23的上方、并与托架23上下相对设置。加气接头由向待验燃气表供气的进气管

41和供待验燃气表排气的出气管42，进气管41和出气管42均是接口朝下设置。

[0037] 加电装置3包括加电开关38、加电端子、加电控制按钮37、电源装置30。加电控制按

钮37处于操作台1的控制面板上，加电控制按钮37为整个检验装置的总电源开关，该加压控

制按钮也是控制加电装置3通断电的加电控制单元。电源装置30为接线柱6从基座21前侧伸

出的编程控制的可调稳压电源，电源为测试表具提供要求的供电电压。加电端子与操作室

11内各安装位12一一对应设置，该加电端子处于托架23上。如图8至图10所示，该加电端子

包括连接在托架23上的触头主体31和通过螺钉连接在触头主体31上的压板32，压板32上设

有与待验燃气表的正极导电接触的弹性触头33和与待验燃气表的负极导电接触的固定触

头34，并在压板32和触头主体31之间夹紧设置有向弹性触头33供电的正极导线35和向固定

触头34供电的负极导线36。

[0038] 干扰装置5为对待验燃气表的电子元件进行电磁干扰的电磁干扰装置5，如图11至

图13所示，该干扰装置5包括磁体51和磁体移位机构。磁体51为圆形的磁钢块体。磁体移位

机构由磁体夹具和磁体气缸54组成。磁体夹具由前后延伸的磁体横杆52和自上而下由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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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斜的磁体斜杆53组成，磁体51固定在磁体斜杆53的下端，磁体斜杆53的上端固定在磁

体横杆52的前端。磁体气缸54沿上下方向伸缩，磁体气缸54的缸体连接在操作台1，磁体气

缸54的活塞杆固连在磁体横杆52的后端。在磁体气缸54的带动下，磁体51可上下移位，以在

磁体51下移到位时，磁体51进入安装位12前侧的装入口；在磁体51上移到位时，磁体51从安

装位12前侧的装入口退出而让开装入口。

[0039] 检测装置包括视觉识别系统7、整机电性能测试系统9、检验进度指示系统8、阀门

气密性检验系统。阀门气密性检验系统用于检验燃气表整机密封性。整机电性能测试系统9

测试整机工作电流、静态电流及欠压值的测试系统。视觉识别系统7及夹具使用摄像设备实

现机器自动识别燃气表字轮和液晶显示内容，并将判断结果送入上位机用于判定测试结

果。如图14和图15所示，视觉识别系统7主要由动力部分、夹具部分和执行部件组成。夹具部

分包括前后延伸的夹具臂71，夹具臂71上沿前后方向移动卡套有夹头72，夹头72上连接有

控制夹头72夹紧和松开夹具臂71的锁定螺钉，夹头72的下方连接有一门形的灯光连接架

73，灯光连接架73的两端头上分别固定有一补光灯74；夹具臂71的前端固设一向下垂伸的

支臂75，支臂75上下延伸，支臂75的下端固定有处于两补光灯74之间的摄像头76，也可以说

是两补光灯74偏置于摄像头76的两侧。动力部分为连接在夹具臂71后端的动力气缸77，动

力气缸77沿上下方向伸缩，动力气缸77的缸体连接在操作台1上、活塞杆连接在夹具臂71的

后端，以通过动力气缸77带动夹具部分上下移动。执行部件由一摄像头76和两个补光灯74

组成。在动力气缸77的带动下，执行部件可在装入口位置处进行升降往复移动。在动力气缸

77带动执行部件下移到位时，执行部件进入装入口内，可对待验燃气表正面的显示内容进

行拍照；在动力气缸77带动执行部件上移到位时，执行部件退出装入口，以便于待验燃气表

装入安装位12。

[0040] 上位机包括PLC控制系统20、阀门电气性能的控制系统、触屏控制系统、视窗式上

位机检验流程控制系统10，其中PLC控制系统20是整个检验装置各执行机构的电气控制系

统；阀门电气性能的控制系统是检验阀门电气性能的各执行机构的控制部分；视窗式上位

机检验流程控制系统10是组织自动执行检测内容的系统，整个检测过程由该系统进行统筹

和安排执行；触屏控制系统用于显示检测工位的检测内容及进度、启动单工位检测功能；视

觉识别系统7是用摄像头76实现机器自动识别燃气表字轮和液晶显示内容，并将判断结果

送入上位机用于判定测试结果；检验进度指示系统8用于指示检验进度和检验结果。阀门气

密性检验系统和装夹工装2、磁体夹具连接在PLC控制系统20上，PLC控制系统20与视窗式上

位机检验流程控制系统10、阀门电气性能的控制系统及夹具、编程控制的可调稳压电源和

触屏控制系统相连，视窗式上位机检验流程控制系统10与检验进度指示系统8、视觉识别系

统7、整机电性能测试系统9、检验进度指示系统8相连，加电控制按钮37与装夹工装2、PLC控

制系统20、视觉识别系统7、视窗式上位机检验流程控制系统10相连。从而使得装置控制单

元、加电控制单元、加气控制单元和检测装置控制连接在同一上位机上。

[0041] 本实用新型的燃气表整机自动检验装置的其他实施例：装夹工装也可以采用对夹

方式的夹具、卡扣方式的夹具等。磁体移位机构和视觉识别移位机构除了采用气缸驱动的

方式进行上下移动外，还可以采用左右平移、俯仰摆动、旋转摆动的方式，使得磁体和视觉

识别装置在装入口中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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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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