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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

生产线。它包括视觉检测机构、旋转机构、振动机

构、焊接装置、焊接定位装置、下料装置、工作台、

电控柜和振动盘，工作台上设振动机构、焊接装

置和焊接定位装置，电器柜上面设控制面板，电

器柜内设主电源、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主电

源、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分别与控制系统通过

数据线电连接；振动盘与振动机构相连接，振动

盘设在振动架上，振动架上设视觉检测机构和旋

转机构，旋转机构设在振动机构与振动架之间。

所述焊接定位装置包括定位架、第二气缸、第三

气缸、第四气缸、推杆、推块、连杆、轴承、探针、推

料杆、细杆型气缸。它具有生产完全自动化焊接

代替人工焊接，准确率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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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它包括视觉检测机构(100)、旋转机构(200)、振

动机构(400)、焊接装置(300)、焊接定位装置(500)、下料装置(600)、工作台(700)、电控柜

(800)和振动盘(901)，工作台(700)上设振动机构(400)、焊接装置(300)和焊接定位装置

(500)，下面设下料装置(600)，侧面设电控柜(800)，电控柜(800)上面设控制面板，电控柜

(800)内设主电源、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主电源和伺服驱动器分别与控制系统通过数据

线电连接；振动盘(901)与振动机构(400)相连接，振动盘(901)设在振动架(900)上，振动架

(900)上设视觉检测机构(100)和旋转机构(200)，旋转机构(200)设在振动机构(400)与振

动架(900)之间；所述焊接装置(300)包括五轴机器人、设置在保护瓶内的焊接保护气

(306)、送丝机(309)、焊枪(303)和焊接电源(301)，五轴机器人上设焊枪(303)，五轴机器人

与伺服驱动器通过数据线电连接，且通过伺服驱动器运作，送丝机(309)用于焊枪(303)自

动送丝，送丝机(309)与控制主板相电连接，焊接电源(301)的正极接电控柜(800)的主电

源，负极与工作台(700)相连，焊接电源(301)和送丝机(309)通过通讯线相连；其特征在于：

所述焊接定位装置(500)包括定位架(502)、第二气缸(501)、第三气缸(508)、第四气缸

(507)、推杆(511)、推块(506)、连杆(503)、轴承(504)、探针(505)、推料杆(510)、细杆型气

缸(509)，定位架(502)设在工作台(700)上，定位架(502)上设第二气缸(501)、第三气缸

(508)、第四气缸(507)和轴承(504)，第二气缸(501)的前端固定设推杆(511)，推杆(511)与

推块(506)相连接，另一推块固定设在第四气缸(507)上，连杆(503)一端与第二气缸(501)

相连接，另一端与探针(505)相连，连杆(503)底端固定在轴承(504)上，轴承(504)内圈攻有

螺纹，细杆型气缸(509)固定在第三气缸(508)上，推料杆(510)设在细杆型气缸(509)上，推

料杆(510)在设在振动导轨(406)上的杆横槽内滑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机构

(400)包括振动仪器开关(401)、振动台(402)、振动仪器(403)、支撑杆(405)和振动导轨

(406)，振动仪器开关(401)和振动台(402)设在工作台(700)上，振动仪器开关(401)与振动

仪器(403)相连接，振动仪器(403)设在振动台(402)内，振动仪器(403)上方振动台(402)上

设振动导轨(406)，支撑杆(405)一端通过锁紧环(404)设在振动台(402)上，另一端固定设

在振动导轨(406)下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视觉检测机构

(100)包括检测相机(106)、LED光源(105)、滑杆(103)和滑动导轨(101)，滑杆(103)上设检

测相机(106)和LED光源(105)，检测相机(106)和LED光源(105)均由两个固定环(104)固定

在滑杆(103)上，滑杆(103)设在滑动导轨(101)上，且自由滑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机构

(200)包括设在振动架(900)上用于向上运动的第一气缸(201)、旋转气缸(202)、挡板

(203)、旋转环(204)和独立导轨(206)，旋转气缸(202)固定设在第一气缸(201)上，挡板

(203)和旋转环(204)固定设在旋转气缸(202)上，旋转环(204)上设独立导轨(206)，独立导

轨(206)与振动机构(400)的振动导轨(406)之间设两个过渡板(205)，其中一个过渡板

(205)上与挡板(203)对应位置设挡板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装置

(600)包括设在工作台(700)上的落料孔(601)、设在下料通道的下料口(602)和传输带

(603)，传输带(603)两侧边上设焊件挡板(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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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五轴机器人包

括X轴(302)、Y轴(308)、Z轴(307)、第一R轴(305)和第二R轴(304)，X轴(302)水平设在工作

台(700)上，X轴(302)上垂直设Z轴(307)，Z轴(307)上垂直设Y轴(308)，Y轴(308)设第一R轴

(305)，第一R轴(305)上设第二R轴(304)，第二R轴(304)上通过连接杆设焊枪(303)。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1：启动电控柜(800)主电源，打开振动仪器开关(401)，在五轴机器人的示教器中

预设焊接参数，焊接参数包括焊接速度、焊接时间和焊接路径；HALCON预先处理正确的零件

位姿，以便零件的位姿矫正；

步骤2：五轴机器人焊接轨迹模拟运作，然后试焊一个零件，以检验五轴机器人焊接路

径的精确性，同时检验气缸复位与启动时间的准时性；

步骤3：当上述2个步骤完成后，振动盘(901)开始自动上料，通过振动导轨(406)向前运

动；

步骤4：在零件运动过程中，检测相机(106)实时检测与抓拍图像，当抓拍到零件位姿与

预处理的零件位姿图像不一样时，通过检测相机(106)通讯反馈信号给电控柜(800)内控制

系统，控制系统传给第一气缸(201)一个启动信号，第一气缸(201)向上运动，带动第一气缸

(201)上的挡板(203)一起向上运动，挡板(203)穿过过度板上的挡板槽阻止了后方零件的

运动，此时需要调整位姿的零件已在独立导轨(206)上，旋转气缸(202)延时启动，带动独立

导轨(206)旋转180度后停止，然后第一气缸(201)在预设的时间内向下运动，复位；独立导

轨(206)在过渡板(205)的振动下，将位姿调整后的零件继续向前振动；

步骤5：当有零件接触到探针(505)时，探针(505)反馈一个信号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

再发送启动信号，第二气缸(501)向前运动，与第二气缸(501)相连的推杆(511)也相前运

动，这时与推杆(511)相连的推块(506)也相前运动，推块(506)通过滑槽(512)阻断了后方

零件的运动，与推杆(511)相连的连杆(503)绕着轴承(504)带动探针(505)远离振动导轨

(406)，同时第四气缸(507)延时运动，与第四气缸(507)相连的推块(506)将零件推至焊接

位置，此时上述焊枪(303)开始按着预设焊接路径开始焊接，焊接结束时，伺服驱动器反馈

信号于控制系统，细杆型气缸(509)向前运动，与细杆型气缸(509)相连的第三气缸(508)向

垂直于细杆型气缸(509)运动的方向运动，与细杆型气缸(509)相连的推料杆(510)将焊接

好的零件推离振动导轨(406)；然后第三气缸(508)和细杆型气缸(509)按照预设时间开始

复位；

步骤6：掉落的焊接后的零件通过下料口(602)滑至传送带上，传送带上设有焊件挡板

(604)，确保焊接件能完全在传送带上运动，通过传送带将焊接后零件运送至封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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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

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在现有技术中已经被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焊接效率和

准确率，同时，也保证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在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CN106736116A中公开了一

种了基于中央计算机全自动控制的机器人自动焊接生产线，通过中央计算机连接并控制各

个生产线上的工位控制台内的PLC控制模块；工位控制台包括分别独立连接在中央计算机

上的自动焊接工位、自动检测平台、自动矫正平台、装配机器人、自动牵引小车、焊接机器人

和焊接变位机；上述工位控制台均设有掌上控制器；其中：中央计算机包括中央控制计算机

和中央监控计算机，中央监控计算机与设置在各个工位控制台的摄像头连接，进而实时监

控各个工位的工作状态。本发明的生产线，高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为一体的全自动智能

机器人焊接大型零部件的生产线，其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性能安全可靠、有效降低成本、应

用效果显著。但是现有技术中的自动化焊接装置仍需人工将待焊工件工装至焊接工位，或

者增加输送待焊工件的流水线，不能实现自动化焊接装置与焊接生产线一体化，造成资源

浪费。而现有技术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存在的问题是待焊工件存在不能自动送料和自动定

位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能自动送料和自动定

位的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它具有生产完全自动化焊接代替人工焊接，准确率高，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它包括

视觉检测机构、旋转机构、振动机构、焊接装置、焊接定位装置、下料装置、工作台、电控柜和

振动盘，工作台上设振动机构、焊接装置和焊接定位装置，下面设下料装置，工作台侧面设

电控柜，电控柜上面设控制面板，电控柜内设主电源、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主电源和伺

服驱动器分别与控制系统通过数据线电连接；振动盘与振动机构相连接，振动盘设在振动

架上，振动架上设视觉检测机构和旋转机构；所述焊接装置包括五轴机器人、设置在保护瓶

内的焊接保护气(如CO2保护气)、送丝机、焊枪和焊接电源，五轴机器人上设焊枪，五轴机器

人与伺服驱动器通过数据线电连接，且通过伺服驱动器运作，送丝机用于焊枪自动送丝，送

丝机与控制主板相电连接，焊接电源的正极接电控柜800的主电源，负极与工作台相连，焊

接电源和送丝机通过通讯线相连；所述五轴机器人包括X轴、Y轴、Z轴、第一R轴和第二R轴，X

轴水平设在工作台上，X轴上垂直设Z轴，Z轴上垂直设Y轴，Y轴设第一R轴，第一R轴上设第二

R轴，第二R轴上通过连接杆设焊枪。

[0005] 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检测相机、LED光源、滑杆和滑动导轨，滑杆上设检测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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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D光源，检测相机和LED光源均最好由两个固定环固定在滑杆上，滑杆设在滑动导轨上，

且可以自由滑动，滑杆最好通过滑杆固定环设置在滑动导轨上。

[0006] 所述旋转机构包括设在振动架上用于向上运动的第一气缸、旋转气缸、挡板、旋转

环和独立导轨，旋转气缸固定设在第一气缸上，挡板和旋转环固定设在旋转气缸上，旋转环

上设独立导轨，独立导轨与振动机构的振动导轨之间设两个过渡板，其中一个过渡板上与

挡板对应位置设挡板槽。

[0007] 所述振动机构包括振动仪器开关、振动台、振动仪器、支撑杆和振动导轨，振动仪

器开关和振动台设在工作台上，振动仪器开关与振动仪器相连接，振动仪器设在振动台内，

振动仪器上方振动台上设振动导轨，支撑杆一端通过锁紧环设在振动台上，另一端固定设

在振动导轨下面。

[0008] 所述焊接定位装置包括定位架、第二气缸、第三气缸、第四气缸、推杆、推块、连杆、

轴承、探针、推料杆、细杆型气缸，定位架设在工作台上，定位架上设第二气缸、第三气缸、第

四气缸和轴承，第二气缸的前端固定设推杆，推杆与推块相连接，推块固定设在第四气缸

上，连杆一端与第二气缸相连接，另一端与探针相连，连杆底端固定在轴承上，轴承内圈攻

有螺纹，细杆型气缸固定在第三气缸上，推料杆设在细杆型气缸上，推料杆可以在设在振动

导轨上的杆横槽内滑动。

[0009] 所述下料装置包括设在工作台上的落料孔、设在下料通道的下料口和传输带，传

输带两侧边上设焊件挡板。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的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步骤1：启动电控柜主电源，打开振动仪器开关，在五轴机器人的示教器中预设焊

接参数，焊接参数包括焊接速度、焊接时间和焊接路径；HALCON预先处理正确的零件位姿，

以便零件的位姿矫正；

[0012] 步骤2：五轴机器人焊接轨迹模拟运作，然后试焊一个零件，以检验五轴机器人焊

接路径的精确性，同时检验气缸复位与启动时间的准时性；

[0013] 步骤3：当上述2个步骤完成后，振动盘开始自动上料，通过振动导轨向前运动；

[0014] 步骤4：在零件运动过程中，检测相机实时检测与抓拍图像，当抓拍到零件位姿与

预处理的零件位姿图像不一样时，通过检测相机通讯反馈信号给电控柜内控制系统，控制

系统传给第一气缸一个启动信号，第一气缸向上运动，带动第一气缸上的挡板一起向上运

动，挡板穿过过度板上的挡板槽阻止了后方零件的运动，此时需要调整位姿的零件已在独

立导轨上，旋转气缸延时启动，带动独立导轨旋转180度后停止，然后第一气缸在预设的时

间内向下运动，复位；独立导轨在过渡板的振动下，将位姿调整后的零件继续向前振动；

[0015] 步骤5：当有零件接触到探针时，探针反馈一个信号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再发送

启动信号，第二气缸向前运动，与第二气缸相连的推杆也相前运动，这时与推杆相连的推块

也相前运动，推块通过滑槽阻断了后方零件的运动，与推杆相连的连杆绕着轴承带动探针

远离振动导轨，同时第四气缸延时运动，与第四气缸相连的推块将零件推至焊接位置，此时

上述焊枪开始按着预设焊接路径开始焊接，焊接结束时，伺服驱动器反馈信号于控制系统，

细杆型气缸向前运动，与细杆型气缸相连的第三气缸向垂直于细杆型气缸运动的方向运

动，与细杆型气缸相连的推料杆将焊接好的零件推离振动导轨；然后第三气缸和细杆型气

缸按照预设时间开始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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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6：掉落的焊接后的零件通过下料口滑至传送带上，传送带上设有焊件挡板，

确保焊接件能完全在传送带上运动，通过传送带将焊接后零件运送至封装处。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是：由于采用了上述结构和焊接方法，振

动盘将零件逐一震上振动导轨，振动仪器启动，振动导轨上的零件开始向前运动，通过视觉

检测机构来检测零件位姿的正确性，若位姿不正确，可由旋转机构来矫正零件的位姿。零件

焊接时由焊接定位装置定位，确保零件焊接时的形位尺寸保持稳定。通过焊接装置对零件

进行焊接，焊接后的零件由下料装置卸料，最后通过传送带进行封装。本发明具有自动送料

和自动定位的功能。它具有生产完全自动化焊接代替人工焊接，准确率高，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总体组成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焊接定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焊接定位装置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振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视觉检测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旋转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焊接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的下料装置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00视觉检测机构、101滑动导轨、102滑杆固定环、103滑杆、104固定环、105 

LED光源、106检测相机、200旋转机构、201第一气缸、202旋转气缸、203挡板、204旋转环、205

过渡板、206独立导轨、300焊接装置、301焊接电源、303焊枪、302  X轴、304第二R轴、305第一

R轴、306焊接保护气、307  Z轴、308  Y轴、309送丝机、400振动机构、401振动仪器开关、402振

动台、403振动仪器、404锁紧环、405支撑杆、406振动导轨、500焊接定位装置、501第二气缸、

502定位架、503连杆、504轴承、505探针、506推块、507第四气缸、508第三气缸、509细杆型气

缸、510推料杆、511推杆、512滑槽、600下料装置、601落料孔、602下料口、603传输带、604焊

件挡板、700工作台、800电控柜、900振动架和901振动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图1至图8示出了本发明组成各种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视觉

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它包括视觉检测机构100、旋转机构200、振动机构400、焊接装置300、

焊接定位装置500、下料装置600、工作台700、电控柜800和振动盘901，工作台700上设振动

机构400、焊接装置300和焊接定位装置500，下面设下料装置600，工作台700侧面设电控柜

800，电控柜800上面设控制面板，电控柜800内设主电源、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主电源、

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器分别与控制系统通过数据线电连接；振动盘901与振动机构400相连

接，振动盘901设在振动架900上，振动架900上设视觉检测机构100和旋转机构200，旋转机

构200设在振动机构400与振动架900之间；所述焊接装置300包括五轴机器人、设置在保护

瓶内的焊接保护气306(如CO2保护气)、送丝机309、焊枪303和焊接电源301，五轴机器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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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焊枪303，五轴机器人与伺服驱动器通过数据线电连接，且通过伺服驱动器运作，送丝机

309用于焊枪303自动送丝，送丝机309与控制主板相电连接，焊接电源301的正极接电控柜

800的主电源，负极与工作台700相连，焊接电源301和送丝机309通过通讯线相连；所述五轴

机器人包括X轴302、Y轴308、Z轴307、第一R轴305和第二R轴304，X轴302水平设在工作台700

上，X轴302上垂直设Z轴307，Z轴307上垂直设Y轴308，Y轴308设第一R轴305，第一R轴305上

设第二R轴304，第二R轴304上通过连接杆设焊枪303。所述视觉检测机构100包括检测相机

106、LED光源105、滑杆103和滑动导轨101，滑杆103上设检测相机106和LED光源105，检测相

机106和LED光源105均最好由两个固定环104固定在滑杆103上，滑杆103设在滑动导轨101

上，且可以自由滑动，滑杆103最好通过滑杆固定环102设置在滑动导轨101上。所述旋转机

构200包括设在振动架900上用于向上运动的第一气缸201、旋转气缸202、挡板203、旋转环

204和独立导轨206，旋转气缸202固定设在第一气缸201上，挡板203和旋转环204固定设在

旋转气缸202上，旋转环204上设独立导轨206，独立导轨206与振动机构400的振动导轨406

之间设两个过渡板205，其中一个过渡板205上与挡板203对应位置设挡板槽。所述振动机构

400包括振动仪器403开关401、振动台402、振动仪器403、支撑杆405和振动导轨406，振动仪

器403开关401和振动台402设在工作台700上，振动仪器开关401与振动仪器403相连接，振

动仪器403设在振动台402内，振动仪器403上方振动台402上设振动导轨406，支撑杆405一

端通过锁紧环404设在振动台402上，另一端固定设在振动导轨406下面。所述焊接定位装置

500包括定位架502、第二气缸501、第三气缸508、第四气缸507、推杆511、推块506、连杆503、

轴承504、探针505、推料杆510、细杆型气缸509，定位架502设在工作台700上，定位架502上

设第二气缸501、第三气缸508、第四气缸507和轴承504，第二气缸501的前端固定设推杆

511，推杆511与推块506相连接，推块506固定设在第四气缸507上，连杆503一端与第二气缸

501相连接，另一端与探针505相连，连杆503底端固定在轴承504上，轴承504内圈攻有螺纹，

细杆型气缸509固定在第三气缸508上，推料杆510设在细杆型气缸509上，推料杆510可在设

在振动导轨406上的杆横槽上滑动。所述下料装置600包括设在工作台700上的落料孔601、

设在下料通道的下料口602和传输带603，传输带603两侧边上设焊件挡板604。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视觉的全自动焊接生产线的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1：启动电控柜800主电源，打开振动仪器开关401，在五轴机器人的示教器中

预设焊接参数，焊接参数包括焊接速度、焊接时间和焊接路径；HALCON预先处理正确的零件

位姿，以便零件的位姿矫正；

[0031] 步骤2：五轴机器人焊接轨迹模拟运作，然后试焊一个零件，以检验五轴机器人焊

接路径的精确性，同时检验气缸复位与启动时间的准时性；

[0032] 步骤3：当上述2个步骤完成后，振动盘901开始自动上料，通过振动导轨406向前运

动；

[0033] 步骤4：在零件运动过程中，检测相机106实时检测与抓拍图像，当抓拍到零件位姿

与预处理的零件位姿图像不一样时，通过检测相机106通讯反馈信号给电控柜800内控制系

统，控制系统传给第一气缸201一个启动信号，第一气缸201向上运动，带动第一气缸201上

的挡板203一起向上运动，挡板203穿过过度板上的挡板槽阻止了后方零件的运动，此时需

要调整位姿的零件已在独立导轨206上，旋转气缸202延时启动，带动独立导轨206旋转180

度后停止，然后第一气缸201在预设的时间内向下运动，复位；独立导轨206在过渡板20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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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下，将位姿调整后的零件继续向前振动；

[0034] 步骤5：当有零件接触到探针505时，探针505反馈一个信号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

再发送启动信号，第二气缸501向前运动，与第二气缸501相连的推杆511也相前运动，这时

与推杆511相连的推块506也相前运动，推块506通过滑槽512阻断了后方零件的运动，与推

杆511相连的连杆503绕着轴承504带动探针505远离振动导轨406，同时第四气缸507延时运

动，与第四气缸507相连的推块506将零件推至焊接位置，此时上述焊枪303开始按着预设焊

接路径开始焊接，焊接结束时，伺服驱动器反馈信号于控制系统，细杆型气缸509向前运动，

与细杆型气缸509相连的第三气缸508向垂直于细杆型气缸509运动的方向运动，与细杆型

气缸509相连的推料杆510将焊接好的零件推离振动导轨406；然后第三气缸508和细杆型气

缸509按照预设时间开始复位；

[0035] 步骤6：掉落的焊接后的零件通过下料口602滑至传送带上，传送带上设有焊件挡

板604，确保焊接件能完全在传送带上运动，通过传送带将焊接后零件运送至封装处。

[0036] 本发明工作原理为：

[0037] 工作时，振动盘901将零件逐一震上振动导轨406，振动仪器403启动，振动导轨406

上的零件开始向前运动，通过视觉检测机构100来检测零件位姿的正确性，若位姿不正确，

可由旋转机构200来矫正零件的位姿。零件焊接时由焊接定位装置500定位，确保零件焊接

时的形位尺寸保持稳定。通过焊接装置300对零件进行焊接，焊接后的零件由下料装置600

卸料，最后通过传送带进行封装。本发明具有自动送料和自动定位的功能。它具有生产完全

自动化焊接代替人工焊接，准确率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0038]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对其做出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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