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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机械手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械手，包括支架、设于支

架上的第一驱动装置、可移动地安装于支架并与

第一驱动装置连接的滑台、固设于滑台上的第二

驱动装置、以及与第二驱动装置连接的抓取装

置，所述滑台设有用于检测所述滑台移动行程的

第一检测装置，所述抓取装置设有用于检测所述

抓取装置抓取状态的第二检测装置。上述机械手

通过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以及抓取装

置的相互配合自动的抓取产品，抓取速度快，效

率高；第一检测装置和第二检测装置分别对滑台

和抓取装置进行实时监控，避免滑台动作异常或

抓取装置的抓取异常对产品造成损坏，保证了抓

取质量；通过机械自动抓取代替手工劳作，极大

的提高了抓取效率，节省劳力，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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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手，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设于支架上的第一驱动装置、可移动地安装于

支架并与第一驱动装置连接的滑台、固设于滑台上的第二驱动装置、以及与第二驱动装置

连接的抓取装置，所述滑台设有用于检测所述滑台移动行程的第一检测装置，所述抓取装

置设有用于检测所述抓取装置抓取状态的第二检测装置，所述机械手还包括柔性连接装

置，所述柔性连接装置连接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和所述滑台，所述柔性连接装置包括连杆、连

杆安装座、以及设于连杆和连杆安装座之间的弹簧,所述连杆连接至所述第一驱动装置,所

述连杆安装座连接至所述滑台；所述连杆包括肩部，所述连杆安装座设有可供连杆穿过的

轴孔，所述弹簧套设于连杆上，其一端抵接连杆的肩部，另一端连接至连杆安装座，同时连

杆远离肩部的一端穿设于连杆安装座的轴孔中并能自由活动，所述柔性连接装置通过连杆

设有肩部的一端连接至第一驱动装器,并通过连杆安装座连接至滑台,所述第一检测装置

与所述肩部对应设置，当连杆的肩部超出第一检测装置的感测范围时，第一检测装置发出

报警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导轨和固定板，所述滑台设

有滑块，所述滑台通过所述滑块与导轨的配合滑动地连接至所述支架，所述第一驱动装置

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一驱动器和安装块，所述安装块固定于所述固定板，所述滑台通过所述

第一驱动装置的带动在所述导轨往复移动，当所述滑台的移动超出移动行程时，所述第一

检测装置发出报警信号。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器为笔形气缸。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二驱

动器和连接块，所述连接块固定于所述滑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器为三轴气缸。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抓取装置包括安装板和设于安装板上

的多个抓取机构，所述抓取机构包括第三驱动器及连接至第三驱动器的夹爪，所述第二检

测装置设于所述第三驱动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驱动器为气缸，所述夹爪设有防

滑结构，所述防滑结构为塑胶、橡胶、滚花中的任一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械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装置、所述第二检测装置均

为接近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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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械手。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各样的可充电电池应运而生，而且广泛应用到各种产品，比

如电动汽车和电动单车。可充电电池使用干净无污染，而且可反复充电使用，使用陈本低，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可充电电池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因此，需要提高可充电电池的产

量。

[0003] 在可充电电池在生产过程中，某些工序中需要抓取可充电电池，比如检测、测试、

以及包装，目前，抓取可充电电池大多是通过手动的方式抓取，抓取效率低，影响生产效率，

进而影响产量。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可自动快速抓取、同时不对产品造成损伤的机械手。

[0005] 一种机械手，包括支架、设于支架上的第一驱动装置、可移动地安装于支架并与第

一驱动装置连接的滑台、固设于滑台上的第二驱动装置、以及与第二驱动装置连接的抓取

装置，所述滑台设有用于检测所述滑台移动行程的第一检测装置，所述抓取装置设有用于

检测所述抓取装置抓取状态的第二检测装置，所述机械手还包括柔性连接装置，所述柔性

连接装置连接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和所述滑台，所述柔性连接装置包括连杆、连杆安装座、以

及设于连杆和连杆安装座之间的弹簧,所述连杆连接至所述第一驱动装置,所述连杆安装

座连接至所述滑台；所述连杆包括肩部，所述连杆安装座设有可供连杆穿过的轴孔，所述弹

簧套设于连杆上，其一端抵接连杆的肩部，另一端连接至连杆安装座，同时连杆远离肩部的

一端穿设于连杆安装座的轴孔中并能自由活动，所述柔性连接装置通过连杆设有肩部的一

端连接至第一驱动装器,并通过连杆安装座连接至滑台，所述第一检测装置与所述肩部对

应设置，当连杆的肩部超出第一检测装置的感测范围时，第一检测装置发出报警信号。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支架包括导轨和固定板，所述滑台设有滑块，所述滑台通过所述滑

块与导轨的配合滑动地连接至所述支架，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一驱动器和

安装块，所述安装块固定于所述固定板，所述滑台通过所述第一驱动装置的带动在所述导

轨往复移动，当所述滑台的移动超出移动行程时，所述第一检测装置发出报警信号。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驱动器为笔形气缸。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二驱动器和连接块，所述连接块

固定于所述滑台。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驱动器为三轴气缸。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抓取装置包括安装板和设于安装板上的多个抓取机构，所述抓取

机构包括第三驱动器及连接至第三驱动器的夹爪，所述第二检测装置设于所述第三驱动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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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驱动器为气缸，所述夹爪设有防滑结构，所述防滑结构为塑

胶、橡胶、滚花中的任一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检测装置、所述第二检测装置均为接近感应器。

[0013] 上述机械手通过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以及抓取装置的相互配合自动的

抓取产品，抓取速度快，效率高；第一检测装置和第二检测装置分别对滑台和抓取装置进行

实时监控，避免滑台动作异常或抓取装置的抓取异常对产品造成损坏，保证了抓取质量；通

过机械自动抓取代替手工劳作，极大的提高了抓取效率，节省劳力，降低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所示机械手的正面视图。

[0016] 图3是图2沿A-A方向的剖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8] 请一并参阅图1至图3，示出本发明实施例的机械手100，其包括支架110、设于支架

110上的第一驱动装置120、可移动地安装于支架110并与第一驱动装置120连接的滑台130、

固设于滑台130上的第二驱动装置140、以及与第二驱动装置140连接的抓取装置150，所述

滑台130设有用于检测所述滑台130移动行程的第一检测装置160，所述抓取装置150设有用

于检测所述抓取装置150抓取状态的第二检测装置170。第一驱动装置120、第二驱动装置

140、第一检测装置160、以及第二检测装置170分别连接至控制系统(图未示)，以通过控制

系统控制机械手100进行自动抓取和放置作业。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支架110包括导轨112和固定板111,支架110大致呈板状，两个导轨

112设于支架110两侧，固定板111固定于支架110的顶端且设于两个导轨112之间，优选的，

导轨112为直线导轨。所述滑台130设有滑块131，滑块131与导轨112配对并可在导轨112上

自由滑动，所述滑台130通过所述滑块131与导轨112的配合滑动地连接至所述支架110，优

选的，滑台130的两侧分别对称的设有两个滑块131。所述第一驱动装置120包括相互连接的

第一驱动器121和安装块122，所述安装块122固定于所述固定板111，从而将第一驱动器121

固定至支架110上；第一驱动器110连接至滑台130，当第一驱动器121正反转动时，滑台130

随之在导轨112上往复滑动，因此，滑台130可通过所述第一驱动装置120的带动在所述导轨

112往复移动。当第一检测装置160检测到滑台130动作异常时会发出报警信号。第一检测装

置160可连接至报警器(图未示)和控制系统(图未示)，当第一检测装置120发出报警信号

时，报警器及时发出报警以引起操作人员的注意，同时控制系统向第一驱动装置120发出停

止指令使其停止工作，直到操作人员处理完滑台130的动作异常使第一检测装置160停止发

出报警后，报警器解除警报，同时控制系统发出开始工作指令使第一驱动装置120继续工

作。

[0020] 如图3所示，所述柔性连接装置180包括连杆182、连杆安装座183、以及设于连杆

182和连杆安装座183之间的弹簧181,连杆182一端设有肩部1821，连杆安装座183设有可供

连杆182穿过的轴孔(图未示)，弹簧181套设于连杆182上，其一端抵接连杆182的肩部1821，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956257 B

4



另一端连接至连杆安装座183，同时连杆182远离肩部1821的一端穿设于连杆安装座183的

轴孔中并可自由活动。柔性连接装置180通过连杆182设有肩部1821的一端连接至第一驱动

装器121,并通过连杆安装座183连接至滑台130。第一检测装置160与连杆182的肩部1821对

应设置，当连杆182的肩部1821超出第一检测装置160的感测范围时，第一检测装置160发出

报警信号。

[0021]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第一驱动器121为笔形气缸，第一检测装置160为接近传感

器，第一驱动器121包括第一活塞杆1211，固定板111上设于供第一活塞杆1211穿过的通孔

(图未示)，第一活塞杆1211穿过该通孔并连接至连杆182，滑台130设于滑台安装座132，滑

台安装座132与连杆安装座183固定连接，滑台安装座132设有可供连杆182自由穿过的通孔

(图未示)。当第一驱动器驱121使第一活塞杆1211上下滑动时，第一活塞杆1211带动连杆

182上下移动，连杆182再挤压或拉动弹簧181，使弹簧181通过连杆安装座183推动或拉动滑

台130上下移动。在正常工作时，连杆182在设定的行程内滑动，当连杆182在此行程内滑动

时，连杆182的肩部1821在第一检测装置160的感测范围内；当滑台130向下滑动时受到外物

抵挡而无法继续滑动时，弹簧181远离连杆182的肩部1821的一端也无法移动；由于第一活

塞杆1211的继续推动，连杆182在超出设定的行程后继续挤压弹簧181，进而使连杆182的肩

部1821超出第一检测装置160的感测范围，最终使第一检测装置160发出报警信号。

[0022] 请参照图1和图3，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驱动装置140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二驱动器

142和连接块141，所述连接块141固定于所述滑台130；所述抓取装置150包括安装板151和

设于安装板151上的多个抓取机构152，安装板151与第二驱动器142连接，当滑台130上下移

动时，滑台130通过连接块141带动第二驱动器142上下移动，第二驱动器142再带动安装板

151及设于安装板151上的抓取机构152移动。所述抓取机构152包括第三驱动器1521及连接

至第三驱动器1521的夹爪1522，每个第三驱动器1521均设有第二检测装置170，当第三驱动

器1521驱动夹爪1522抓取到产品200时，第二检测装置170发出抓取状态信号；当第三驱动

器1521驱动夹爪1522松开产品200或未抓取到产品200时，第二检测装置170发出未抓取状

态信号。夹爪1522设有防滑结构1523，所述防滑结构1523为塑胶、橡胶、滚花中的任一种。

[0023]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第二驱动器141为三轴气缸，所述第三驱动器1521为

气缸，第二检测装置170为接近感应器，所述防滑结构1523为橡胶，产品200为可充电电池。

第二驱动器142包括用于驱动抓取装置150移动的第二活塞杆1422、以及对称设于第二活塞

杆1422两侧的导杆1421，当第二活塞杆1422上下移动时，其两侧的导杆1421可增加第二活

塞杆1422移动的平稳性；第三驱动器1521也设有活塞杆(图未示)，活塞杆上套设有磁环，两

个第二检测装置170分别对应的设于活塞杆的两个极限位置上，即第三驱动器1521的开闭

位置，第三驱动器1521的开闭对应于夹爪1522的松开或抓取。夹爪1522上设置防滑结构

1523可进一步提高夹爪1522抓取产品200的牢固性，避免因夹爪1522抓取产品200掉落而影

响抓取效率。

[0024]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第一驱动装置120、第二驱动装置140可选用伺服电机和丝杆

结构，不局限于气缸结构；柔性连接装置180可选用气缸，不局限于弹簧连杆结构。同时，第

一驱动装置120和第二驱动装置140也可设置传感器，并且传感器连接至控制系统，使得控

制系统可掌控第一驱动装置120和第二驱动装置140的位置状态。

[0025] 以下对上述机械手100的工作过程进行说明，请参照图1至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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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抓取产品200时，工作之前，第一驱动装置120、第二驱动装置140均在初始位置，抓

取装置150未抓取产品；开始工作之后，控制系统控制第一驱动装置120的第一驱动器121驱

动第一活塞杆1211向下移动，第一活塞杆1211带动柔性连接装置180的连杆182向下移动，

连杆182挤压弹簧183，弹簧183作用于连杆安装座183并通过连杆安装座183推动滑台130在

支架110的导轨112上滑动；当滑台130滑动到预设位置后，第二驱动装置140的第二驱动器

142驱动第二活塞杆1422向下移动，第二活塞杆1422带动抓取机构152向下移动；当抓取机

构152移动到预设位置后，第三驱动器1521带动夹爪1521抓住产品200，第二检测装置170检

测到夹爪1521抓住到产品200后发出抓取状态信号，控制系统在接收到上述抓取状态信号

后控制第二驱动装置140、第一驱动装置120反向动作而回到初始位置，从而完成对产品200

进行抓取作业。

[0027] 放置产品200时，第一驱动装置120、第二驱动装置140、抓取装置150的动作过程与

抓取产品200一致，区别在于，当抓取装置150移动到预设位置后，第三驱动器1521驱动夹爪

1522松开产品200，第二检测装置170检测到夹爪1522处于打开状态后发出未抓取状态信

号，控制系统在接收到上述未抓取状态信号后控制第二驱动装置140、第一驱动装置120反

向动作而回到初始位置，从而完成对产品200进行放置作业。在放置产品200的过程中，在第

一驱动装置120通过柔性连接装置180、滑台130、第二驱动装置140、以及抓取装置150间接

带动产品200下移时，产品200触碰到阻挡物而无法继续向下移动，滑台130和第二驱动装置

140也无法移动，随着第一驱动装置120的第一活塞杆1211带动柔性连接装置180的连杆182

不断下移，连杆182向下挤压弹簧181并超出第一检测装置160的感测范围，第一检测装置

160感测不到连杆182的肩部1821，从而发出报警信号，控制系统接收到上述报警信号后向

第一检测装置120发出停止信号，避免第一驱动装置120的强制动作使产品200受损。

[0028] 上述机械手100通过第一驱动装置120、第二驱动装置140、以及抓取装置150的相

互配合自动的抓取产品200，抓取速度快，效率高；第一检测装置160和第二检测装置170分

别对滑台130和抓取装置150进行实时监控，避免滑台130动作异常或抓取装置150的抓取异

常对产品200造成损坏，保证了抓取质量；通过机械自动抓取代替手工劳作，极大的提高了

抓取效率，节省劳力，降低了成本。

[0029]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本领域

技术人员还可以做出其他变化，这些依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所做的变化，都应包含在本发

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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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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