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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该

测量方法利用机器人根据接收到的测量信号，带

动机械抓手移动真空吸头至相应的吸取工位并

吸取超薄圆片；其次带动吸取的圆片移动至拍照

工位，拍照机构根据不同类型的圆片提取内外径

及圆心后，将数据反馈给机器人，机器人根据圆

心信息调整坐标系将其放置至测量工位；测量机

构完成圆片厚度测量并将数据反馈给机器人，机

器人对测量厚度进行判定，最后吸取测量工位处

的圆片按照放回方法自动放回至托盘的相应位

置。本发明的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具有自动、高

效、智能化的优点，可用于工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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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量方法使用的测量装置包括拍照

机构(1)、托盘机构(2)、测量机构(3)、机械抓手(4)、机器人(5)和支撑台(6)，所述的拍照机

构(1)  安装在支撑台(6)的下表面，托盘机构(2)、测量机构(3)和具有机械抓手(4)的机器

人(5)安装在支撑台(6)的上表面；

托盘机构(2)放置待测量圆片，机器人(5)驱动机械抓手(4)吸取托盘机构(2)上的待测

量圆片，拍照机构(1)测量待测量圆片的直径和圆心位置坐标，测量机构(3)  测量待测量圆

片的厚度；

所述的测量机构(3)包括测量台(301)、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

(304)、测量笔Ⅳ(305)、测量过渡件(306)、锁紧螺钉(307)、真空发生器Ⅰ(308)、真空发生器

Ⅱ(309)和旋转气缸(310)，测量过渡件(306)通过螺纹与旋转气缸(309)固定，测量笔Ⅰ

(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和测量笔Ⅳ(305)分别插入测量过渡件(306)的装配

孔内，并分别通过锁紧螺钉(307)固定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和测

量笔Ⅳ(305)在装配孔中的轴向位置；测量台(301)具有测量水平面，真空发生器Ⅰ(308)  和

真空发生器Ⅱ(309)为测量台(301)的测量水平面提供真空吸力，通过螺纹固定于支撑台

(6)上，旋转气缸(310)为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测量笔Ⅳ(305)提

供下压力；

所述的测量台(301)的测量水平面上钻有六个内小深孔和六个外小深孔，在测量台

(301)正面钻有两组通孔，两组通孔的两端分别攻有螺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行密封，一组

通孔只与6个外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301)侧面钻有一组盲孔与通孔相连，盲孔攻有螺

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行密封，其中A盲孔利用气管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

器Ⅰ(308)相连；另一组通孔只与6个内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301)侧面钻有B盲孔与通孔

相连，B盲孔攻有螺纹孔，利用气管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Ⅱ(309)相连；

调整测量笔Ⅰ(302)  和测量笔Ⅲ(304)的位置，使其测量头下压落在内小深孔组中心圆上，

用以测量内小深孔吸住的超薄圆片，调整测量笔Ⅱ(303)和测量笔Ⅳ(305)的位置，使其测

量头下压落在外小深孔组中心圆上，用以测量外小深孔吸住的超薄圆片；

所述的机械抓手(4)包括真空吸头Ⅰ(401)、真空吸头Ⅱ(402)、吸头连接件(403)、滑轨

(404)、小型弹簧(405)、滑轨固定块(406)、安装块(407)、气缸连接件(408)、三点气缸

(409)、三点抓手(410)、真空发生器Ⅲ(411)和真空发生器Ⅳ(412)，真空吸头Ⅰ(401)通过轴

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402)相连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402)与吸

头连接件(403)  通过配合固定，吸头连接件(403)通过螺纹与滑轨(404) 的移动部分连接，

滑轨(404)的固定部分通过螺纹与滑轨固定块(406)，滑轨(404)的移动部分通过小型弹簧

(405)和滑轨固定块(406)连接，对滑轨进行浮动补偿，消除吸取过程的刚性冲击，滑轨固定

块(406)通过螺纹与安装块(407)连接固定；三点抓手(410)共三个，分别通过螺纹与三点气

缸(409)的三个移动块连接固定，三点气缸(409)通过螺纹与气缸连接件(408)固定，气缸连

接件(408)通过螺纹与安装块(407)连接固定，安装块(407)上表面中心开有内孔，与机器人

(5)的移动轴连接固定；

所述的真空吸头Ⅰ(401)上端面中心的开有导向固定孔，且开有内外两层环形槽，内外

两层环形槽内分别均匀的钻有六个小孔，形成内小孔组和外小孔组；真空吸头Ⅱ(402)下端

面加工有导向轴结构，用于和真空吸头Ⅰ(401)的导向固定孔配合定心固定，真空吸头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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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下端面还开有外环形槽，其外环形槽和真空吸头Ⅰ(401)上端面的外环形槽直径相同，

真空吸头Ⅱ(402)的侧面开有孔C，孔C与下端面的外环形槽连通，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头

Ⅱ(402)上端面中心开有孔D，且孔D底部开有均布的六个小孔，六个小孔与真空吸头Ⅰ(401)

上端面的内环形槽重合，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头Ⅰ(401)通过轴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402)

相连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402)的侧面孔C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

器Ⅲ(411)的相连，真空吸头Ⅱ(402)的上端面孔D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Ⅳ(412)的相连；

所述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  对托盘的圆片1区域划分为A，圆片2区域划分为B，小圆片1区域划分为C，小圆片2区

域划分为D；针对不同圆片的测量，定义模块间的测量数据的传输格式为X+i/j，X为A、B、C或

D中的一种，表示对相应区域的第i行第j列圆片进行测量；

b.  机器人(5)接收到测量数据后，对测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处理后，带动机械抓手(4)

的真空吸头Ⅰ(401)移至托盘X区域的第i行第j列处，若X为A或B，则打开真空发生器Ⅲ

(411)，若X为C或D，则打开真空发生器Ⅳ(412)，若X为其他值，系统则报警并显示无此类测

量零件；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上吸取有圆片的真空吸头Ⅰ(401)移动

至拍照机构(1)的拍照工位处，并发送X数据至拍照机构(1)；

c.  拍照机构(1)接收到机器人(5)发送的X数据后，对X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根据X数

据按照直径测量方法对真空吸头Ⅰ(401)吸取的圆片进行直径和圆心测量，测量后发送圆片

直径和圆心数据至机器人(5)；

d.  机器人(5)对接收到圆片直径和圆心数据处理，将圆片直径进行存储，根据圆心数

据调整机器人(5)的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中

心放置至测量机构(3)的测量台(301)中心，若X为A或B，则关闭真空发生器Ⅲ(411)，打开真

空发生器Ⅰ(308)，若X为C或D，则关闭真空发生器Ⅳ(412)，打开真空发生器Ⅱ(309)，等待△

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位；

e.  打开旋转气缸(310)，旋转气缸(310)带动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

(304)、测量笔Ⅳ(305)旋转后下压，接触测量吸附在测量台(301)中心的圆片，等待△t1时

间至测量数据稳定，关闭旋转气缸(310)，带动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

(304)、测量笔Ⅳ(305)旋转回位，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移至测量

机构(3)的测量台(301)中心，若X为A或B，则读取测量笔Ⅱ(303)和测量笔Ⅳ(305)的测量值

并计算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值，关闭真空发生器Ⅰ(308)，打开真空发生器Ⅲ(411)，若X为C

或D，则读取测量笔Ⅰ(302)  和测量笔Ⅲ(304)的测量值，计算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值并存

储，关闭真空发生器Ⅱ(309)，打开真空发生器Ⅳ(412)，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

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按照放回方法将圆片放置在指定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所述的直径测

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c1.  拍照机构(1)接收到机器人(5)发送的X数据后，对分析处理后的X数据进行判定，

若传输的X数据为A、B、C或D中的一种，则拍照机构(1)启动拍照功能，对真空吸头Ⅰ(401)吸

取的圆片进行拍照并数字化处理图片，若传输的X数据不是A、B、C或D中的一种，则报警提示

并请求机器人(5)重新发送数据；

c2.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A，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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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内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

根据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3.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B，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

比对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内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

将圆片2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4.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C，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

分，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

据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5.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D，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

比对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将圆

片2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e所述的放回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e1.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不满足要求，则对X数据进行判定，若X

为A或B，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圆片不合格

区，若X为C或D，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小圆

片不合格区；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

位，测量结束；

e2.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满足要求，则对测量厚度与给定厚度

△H进行比较；

e3.  若测量厚度小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

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初始吸取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

械抓手(4)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e4.  若测量厚度大于等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

(401)将圆片移至拍照机构(1)工位，按照步骤c的直径测量方法获取圆片圆心，机器人(5)

根据接收到圆心数据调整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

圆片中心放置至托盘的初始吸取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

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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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程项目中，有时涉及到多种超薄圆片的厚度及直径测量，包括特殊几何尺寸

相差较大的圆片，超薄圆片在自然状态下，存在重量轻、易漂浮、厚度薄、易弯曲变形等特

性，易漂浮特性使得圆片厚度测量存在偏差，易弯曲变形的特性使得直径测量精度难以保

证。

[0003] 目前超薄圆片的厚度测量常采用螺旋测微仪单个测量逐个测量，耗时较长，圆片

直径测量采用多个同类圆片重叠增加厚度，利用卡尺等工具测量，测量精度难以保证，且无

法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多种超薄圆片自动测量。

[0004] 当前，针对多种超薄圆片的自动测量方法尚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

[0006] 本发明的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使用的测量装置包括拍照机构、托盘机构、测

量机构、机械抓手、机器人和支撑台，所述的拍照机构  安装在支撑台的下表面，托盘机构、

测量机构和具有机械抓手的机器人安装在支撑台的上表面；

托盘机构放置待测量圆片，机器人驱动机械抓手吸取托盘机构上的待测量圆片，拍照

机构测量待测量圆片的直径和圆心位置坐标，测量机构  测量待测量圆片的厚度；

所述的测量机构包括测量台、测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测量笔Ⅳ、测量过渡件、锁

紧螺钉、真空发生器Ⅰ、真空发生器Ⅱ和旋转气缸，测量过渡件通过螺纹与旋转气缸固定，测

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和测量笔Ⅳ分别插入测量过渡件的装配孔内，并分别通过锁紧

螺钉固定测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和测量笔Ⅳ在装配孔中的轴向位置；测量台具有测

量水平面，真空发生器Ⅰ  和真空发生器Ⅱ为测量台的测量水平面提供真空吸力，通过螺纹

固定于支撑台上，旋转气缸为测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测量笔Ⅳ提供下压力；

所述的测量台的测量水平面上钻有六个内小深孔和六个外小深孔，在测量台正面钻有

两组通孔，两组通孔的两端分别攻有螺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行密封，一组通孔只与6个外

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侧面钻有一组盲孔与通孔相连，盲孔攻有螺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

行密封，其中A盲孔利用气管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Ⅰ相连；另一组通孔只

与6个内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侧面钻有B盲孔与通孔相连，B盲孔攻有螺纹孔，利用气管

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Ⅱ相连；调整测量笔Ⅰ  和测量笔Ⅲ的位置，使其测

量头下压落在内小深孔组中心圆上，用以测量内小深孔吸住的超薄圆片，调整测量笔Ⅱ和

测量笔Ⅳ的位置，使其测量头下压落在外小深孔组中心圆上，用以测量外小深孔吸住的超

薄圆片；

所述的机械抓手包括真空吸头Ⅰ、真空吸头Ⅱ、吸头连接件、滑轨、小型弹簧、滑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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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安装块、气缸连接件、三点气缸、三点抓手、真空发生器Ⅲ和真空发生器Ⅳ，真空吸头Ⅰ通

过轴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相连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与吸头连接

件  通过配合固定，吸头连接件通过螺纹与滑轨 的移动部分连接，滑轨的固定部分通过螺

纹与滑轨固定块，滑轨的移动部分通过小型弹簧和滑轨固定块连接，对滑轨进行浮动补偿，

消除吸取过程的刚性冲击，滑轨固定块通过螺纹与安装块连接固定；三点抓手共三个，分别

通过螺纹与三点气缸的三个移动块连接固定，三点气缸通过螺纹与气缸连接件固定，气缸

连接件通过螺纹与安装块连接固定，安装块上表面中心开有内孔，与机器人的移动轴连接

固定；

所述的真空吸头Ⅰ上端面中心的开有导向固定孔，且开有内外两层环形槽，内外两层环

形槽内分别均匀的钻有六个小孔，形成内小孔组和外小孔组；真空吸头Ⅱ下端面加工有导

向轴结构，用于和真空吸头Ⅰ的导向固定孔配合定心固定，真空吸头Ⅱ下端面还开有外环形

槽，其外环形槽和真空吸头Ⅰ上端面的外环形槽直径相同，真空吸头Ⅱ的侧面开有孔C，孔C

与下端面的外环形槽连通，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头Ⅱ上端面中心开有孔D，且孔D底部开有

均布的六个小孔，六个小孔与真空吸头Ⅰ上端面的内环形槽重合，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头Ⅰ

通过轴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相连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的侧面孔C

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Ⅲ的相连，真空吸头Ⅱ的上端面孔D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Ⅳ的相

连；

所述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  对托盘的圆片1区域划分为A，圆片2区域划分为B，小圆片1区域划分为C，小圆片2区

域划分为D；针对不同圆片的测量，定义模块间的测量数据的传输格式为X+i/j，X为A、B、C或

D中的一种，表示对相应区域的第i行第j列圆片进行测量；

b.  机器人接收到测量数据后，对测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处理后，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

吸头Ⅰ移至托盘X区域的第i行第j列处，若X为A或B，则打开真空发生器Ⅲ，若X为C或D，则打

开真空发生器Ⅳ，若X为其他值，系统则报警并显示无此类测量零件；等待△t时间后，机器

人带动机械抓手上吸取有圆片的真空吸头Ⅰ移动至拍照机构的拍照工位处，并发送X数据至

拍照机构；

c.  拍照机构接收到机器人发送的X数据后，对X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根据X数据按照

直径测量方法对真空吸头Ⅰ吸取的圆片进行直径和圆心测量，测量后发送圆片直径和圆心

数据至机器人；

d.  机器人对接收到圆片直径和圆心数据处理，将圆片直径进行存储，根据圆心数据调

整机器人的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中心放置至测量机

构的测量台中心，若X为A或B，则关闭真空发生器Ⅲ，打开真空发生器Ⅰ，若X为C或D，则关闭

真空发生器Ⅳ，打开真空发生器Ⅱ，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移至等待位；

e. 打开旋转气缸，旋转气缸带动测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测量笔Ⅳ旋转后下压，

接触测量吸附在测量台中心的圆片，等待△t1时间至测量数据稳定，关闭旋转气缸，带动测

量笔Ⅰ、测量笔Ⅱ、测量笔Ⅲ、测量笔Ⅳ旋转回位，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移至测

量机构的测量台中心，若X为A或B，则读取测量笔Ⅱ和测量笔Ⅳ的测量值并计算平均值作为

厚度测量值，关闭真空发生器Ⅰ，打开真空发生器Ⅲ，若X为C或D，则读取测量笔Ⅰ  和测量笔

Ⅲ的测量值，计算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值并存储，关闭真空发生器Ⅱ，打开真空发生器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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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按照放回方法将圆片放置在指定位置。

[0007] 步骤c所述的直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c1.  拍照机构接收到机器人发送的X数据后，对分析处理后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传输

的X数据为A、B、C或D中的一种，则拍照机构启动拍照功能，对真空吸头Ⅰ吸取的圆片进行拍

照并数字化处理图片，若传输的X数据不是A、B、C或D中的一种，则报警提示并请求机器人重

新发送数据；

c2.  拍照机构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A，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分，

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内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

据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

c3.  拍照机构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B，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比对

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内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将圆

片2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

c4.  拍照机构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C，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分，

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

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

c5.  拍照机构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D，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比对

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将圆片2的

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

[0008] 步骤e所述的放回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1.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不满足要求，则对X数据进行判定，若X

为A或B，则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圆片不合格区，若X为C或

D，则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小圆片不合格区；关闭所有真

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e2.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满足要求，则对测量厚度与给定厚度

△H进行比较；

e3.  若测量厚度小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放置至

托盘的初始吸取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移至等待

位，测量结束；

e4.  若测量厚度大于等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移

至拍照机构工位，按照步骤c的直径测量方法获取圆片圆心，机器人根据接收到圆心数据调

整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的真空吸头Ⅰ将圆片中心放置至托盘的初始吸取

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带动机械抓手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0009] 本发明的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利用机器人根据接收到的测量信号，带动机械抓手

移动真空吸头至相应的吸取工位并吸取超薄圆片；其次带动吸取的圆片移动至拍照工位，

拍照机构根据不同类型的圆片提取内外径及圆心后，将数据反馈给机器人，机器人根据圆

心信息调整坐标系将其放置至测量工位；测量机构完成圆片厚度测量并将数据反馈给机器

人，机器人对测量厚度进行判定，最后吸取测量工位处的圆片按照放回方法自动放回至托

盘的相应位置。本发明的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具有自动、高效、智能化的优点，可用于工业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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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托盘结构示意图；

图3a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测量机构示意图(主视图)；

图3b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测量机构示意图(俯视图)；

图4a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测量台主视图；

图4b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测量台剖视图(A-A剖视图)；

图4c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测量台剖视图(B-B剖视图)；

图5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机械抓手主视图；

图6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机械抓手左视图；

图7a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真空吸头结构示意图；

图7b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真空吸头结构示意图(A-A剖视

图)；

图7c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所使用装置中的真空吸头结构示意图(B-B剖视

图)；

图8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流程图；

图9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中直径测量方法流程图；

图10为本发明的圆片尺寸测量方法中放回方法流程图。

[0011] 图中，1.拍照机构  2.托盘机构  3.测量机构  4.机械抓手  5.机器人  6.支撑台；

301.测量台  302.  测量笔Ⅰ  303.  测量笔Ⅱ  304.  测量笔Ⅲ  305.  测量笔Ⅳ  306.  测

量过渡件  307.  锁紧螺钉  308. 真空发生器Ⅰ  309. 真空发生器Ⅱ  310.  旋转气缸；

401 .  真空吸头Ⅰ  402 .  真空吸头Ⅱ  403 .  吸头连接件  404 .  滑轨  405 .  小型弹簧 

406.  滑轨固定块  407.  安装块  408.  气缸连接件  409.  三点气缸  410.  三点抓手  411. 

真空发生器Ⅲ  412. 真空发生器Ⅳ。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

[0013]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圆片尺寸的测量方法所使用的测量装置包括拍照机构

1、托盘机构2、测量机构3、机械抓手4、机器人5和支撑台6，所述的拍照机构1  安装在支撑台

6的下表面，托盘机构2、测量机构3和具有机械抓手4的机器人5安装在支撑台6的上表面；

托盘机构2放置待测量圆片，机器人5驱动机械抓手4吸取托盘机构2上的待测量圆片，

拍照机构1测量待测量圆片的直径和圆心位置坐标，测量机构3  测量待测量圆片的厚度。

[0014] 如图3a、3b所示，所述的测量机构3包括测量台301、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

量笔Ⅲ304、测量笔Ⅳ305、测量过渡件306、锁紧螺钉307、真空发生器Ⅰ308、真空发生器Ⅱ

309和旋转气缸310，测量过渡件306通过螺纹与旋转气缸309固定，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

303、测量笔Ⅲ304和测量笔Ⅳ305分别插入测量过渡件306的装配孔内，并分别通过锁紧螺

钉307固定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和测量笔Ⅳ305在装配孔中的轴向位置；

测量台301具有测量水平面，真空发生器Ⅰ308  和真空发生器Ⅱ309为测量台301的测量水平

面提供真空吸力，通过螺纹固定于支撑台6上，旋转气缸310为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

说　明　书 4/7 页

8

CN 110118529 A

8



量笔Ⅲ304、测量笔Ⅳ305提供下压力；

如图4a、4b、4c所示，所述的测量台301的测量水平面上钻有六个内小深孔和六个外小

深孔，在测量台301正面钻有两组通孔，两组通孔的两端分别攻有螺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

行密封，一组通孔只与6个外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301侧面钻有一组盲孔与通孔相连，盲

孔攻有螺纹，利用螺钉对通孔进行密封，其中A盲孔利用气管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

真空发生器Ⅰ308相连；另一组通孔只与6个内小深孔相连，并在测量台301侧面钻有B盲孔与

通孔相连，B盲孔攻有螺纹孔，利用气管接头进行密封，并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Ⅱ309相

连；调整测量笔Ⅰ302  和测量笔Ⅲ304的位置，使其测量头下压落在内小深孔组中心圆上，用

以测量内小深孔吸住的超薄圆片，调整测量笔Ⅱ303和测量笔Ⅳ305的位置，使其测量头下

压落在外小深孔组中心圆上，用以测量外小深孔吸住的超薄圆片；

如图5、6所示，所述的机械抓手4包括真空吸头Ⅰ401、真空吸头Ⅱ402、吸头连接件403、

滑轨404、小型弹簧405、滑轨固定块406、安装块407、气缸连接件408、三点气缸409、三点抓

手410、真空发生器Ⅲ411和真空发生器Ⅳ412，真空吸头Ⅰ401通过轴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

402相连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402与吸头连接件403  通过配合固

定，吸头连接件403通过螺纹与滑轨404 的移动部分连接，滑轨404的固定部分通过螺纹与

滑轨固定块406，滑轨404的移动部分通过小型弹簧405和滑轨固定块406连接，对滑轨进行

浮动补偿，消除吸取过程的刚性冲击，滑轨固定块406通过螺纹与安装块407连接固定；三点

抓手410共三个，分别通过螺纹与三点气缸409的三个移动块连接固定，三点气缸409通过螺

纹与气缸连接件408固定，气缸连接件408通过螺纹与安装块407连接固定，安装块407上表

面中心开有内孔，与机器人5的移动轴连接固定；

如图7a、7b、7c所示，所述的真空吸头Ⅰ401上端面中心的开有导向固定孔，且开有内外

两层环形槽，内外两层环形槽内分别均匀的钻有六个小孔，形成内小孔组和外小孔组；真空

吸头Ⅱ402下端面加工有导向轴结构，用于和真空吸头Ⅰ401的导向固定孔配合定心固定，真

空吸头Ⅱ402下端面还开有外环形槽，其外环形槽和真空吸头Ⅰ401上端面的外环形槽直径

相同，真空吸头Ⅱ402的侧面开有孔C，孔C与下端面的外环形槽连通，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

头Ⅱ402上端面中心开有孔D，且孔D底部开有均布的六个小孔，六个小孔与真空吸头Ⅰ401上

端面的内环形槽重合，保证气体流通；真空吸头Ⅰ401通过轴孔配合与真空吸头Ⅱ402相连

接，通过粘接胶对连接面进行密封，真空吸头Ⅱ402的侧面孔C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Ⅲ411

的相连，真空吸头Ⅱ402的上端面孔D通过气管与真空发生器Ⅳ412的相连；

实施例1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  如图2所示，对托盘的圆片1区域划分为A，圆片2区域划分为B，小圆片1区域划分为

C，小圆片2区域划分为D；针对不同圆片的测量，定义模块间的测量数据的传输格式为X+i/

j，X为A、B、C或D中的一种，表示对相应区域的第i行第j列圆片进行测量；

b.  机器人5接收到测量数据后，对测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处理后，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

空吸头Ⅰ401移至托盘X区域的第i行第j列处，若X为A或B，则打开真空发生器Ⅲ411，若X为C

或D，则打开真空发生器Ⅳ412，若X为其他值，系统则报警并显示无此类测量零件；等待△t

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上吸取有圆片的真空吸头Ⅰ401移动至拍照机构1的拍照工

位处，并发送X数据至拍照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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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拍照机构1接收到机器人5发送的X数据后，对X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根据X数据按

照直径测量方法对真空吸头Ⅰ401吸取的圆片进行直径和圆心测量，测量后发送圆片直径和

圆心数据至机器人5；

d.  机器人5对接收到圆片直径和圆心数据处理，将圆片直径进行存储，根据圆心数据

调整机器人5的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中心放置至

测量机构3的测量台301中心，若X为A或B，则关闭真空发生器Ⅲ411，打开真空发生器Ⅰ308，

若X为C或D，则关闭真空发生器Ⅳ412，打开真空发生器Ⅱ309，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

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位；

e. 打开旋转气缸310，旋转气缸310带动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测量

笔Ⅳ305旋转后下压，接触测量吸附在测量台301中心的圆片，等待△t1时间至测量数据稳

定，关闭旋转气缸310，带动测量笔Ⅰ302、测量笔Ⅱ303、测量笔Ⅲ304、测量笔Ⅳ305旋转回

位，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移至测量机构3的测量台301中心，若X为A或B，

则读取测量笔Ⅱ303和测量笔Ⅳ305的测量值并计算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值，关闭真空发生

器Ⅰ308，打开真空发生器Ⅲ411，若X为C或D，则读取测量笔Ⅰ302  和测量笔Ⅲ304的测量值，

计算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值并存储，关闭真空发生器Ⅱ309，打开真空发生器Ⅳ412，等待△

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按照放回方法将圆片放置在指定位置。

[0015] 如图9所示，步骤c所述的直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c1.  拍照机构1接收到机器人5发送的X数据后，对分析处理后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传

输的X数据为A、B、C或D中的一种，则拍照机构1启动拍照功能，对真空吸头Ⅰ401吸取的圆片

进行拍照并数字化处理图片，若传输的X数据不是A、B、C或D中的一种，则报警提示并请求机

器人5重新发送数据；

c2.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A，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分，

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内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

据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3.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B，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比

对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内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将

圆片2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4.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C，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搜索区域划分，

在搜索区域内找寻圆片的轮廓特征，提取外轮廓特征后拟合计算内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

输出设定，将圆片1的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c5.  拍照机构1对传输的X数据进行判定，若X为D，则对数字化图片进行光顺和模板比

对分析，根据比对情况提取外轮廓特征，拟合计算外径和圆心坐标，根据输出设定，将圆片2

的内外径值和圆心坐标传输给机器人5。

[0016] 如图10所示，步骤e所述的放回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1.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不满足要求，则对X数据进行判定，若X

为A或B，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圆片不合格区，若X

为C或D，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放置至托盘的小圆片不合格区；

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e2.  对测量后的圆片进行厚度合格判定，若厚度满足要求，则对测量厚度与给定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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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进行比较；

e3.  若测量厚度小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

放置至托盘的初始吸取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

移至等待位，测量结束；

e4.  若测量厚度大于等于给定厚度△H，则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

圆片移至拍照机构1工位，按照步骤c的直径测量方法获取圆片圆心，机器人5根据接收到圆

心数据调整工具坐标系至圆片中心，带动机械抓手4的真空吸头Ⅰ401将圆片中心放置至托

盘的初始吸取位，关闭所有真空发生器，等待△t时间后，机器人5带动机械抓手4移至等待

位，测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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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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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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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说　明　书　附　图 4/10 页

15

CN 110118529 A

15



图4c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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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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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图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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