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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
的爬壁机器人，
主要包括包括车架、
跟踪组件、
四
组磁轮组件、
两个编码器、
两个电机等。车架底部
连接碳纤维底板、内部安装两个挡板。每组磁轮
机构包括环形磁铁、
保护圈、
两个导磁件、
外侧端
盖、法兰连接轴、轴承固定座、轴承、
同步轮和电
机固定座，
两组磁轮组件对称布置并分别连接电
机、编码器，
一侧的磁轮组件通过同步带传动。跟
踪组件包括相机、相机支架、Ⅱ型固定座、滑动
座、提升螺栓。磁轮组件通过螺栓固定在车架两
侧，
相机组件通过螺栓安装在车架中心位置。该
机器人通过磁轮组件实现在金属壁面的吸附、
通
过跟踪组件对焊缝位置进行识别，
进而通过运动
调整实现对焊缝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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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包括车架（1）、碳纤维底板
（2）、两个挡板（3）、
四组磁轮组件、用于连接一侧磁轮组件的同步带（14）和跟踪组件、两个
电机（15）和两个编码器，
每个磁轮组件包括环形磁铁（4）、
保护圈（5）、
外侧导磁件（6）、
内侧
导磁件（7）、
外侧端盖（8）、
法兰连接轴（9）、轴承固定座（10）、轴承（11）、
同步轮（12）和电机
固定座（13），
跟踪组件包括相机（17）、相机支架（21）、两个Ⅱ型固定座（19）、两个滑动座
（20）和两个提升螺栓（18）；
碳纤维底板（2）中心预留圆孔，
跟踪组件通过两个Ⅱ型固定座
（19）和碳纤维底板（2）连接，
并确保相机（17）位于碳纤维底板（2）中心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轮
组件通过轴承固定座（10）和电机固定座（13）安装于车架（1）上，
其中电机固定座（13）固定
设置在所述车架（1）的内侧，
同步轮位于所述电机固定座（13）内；
其中位于同一侧的一个电
机固定座（13）的外端连接电机（15），
另一个电机固定座（13）的外端固定编码器（16）；
其中
每个电机（15）与同步轮（12）连接固定；
位于同侧的两个同步轮（12）之间通过同步带（14）连
接；
所述轴承（11）通过外卡簧（1101）固定在轴承固定座（10）内，
并且通过内卡簧（1102）固
定到法兰连接轴（9）上；
所述同步轮（12）通过内卡簧（1201）固定在法兰连接轴（9）的末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环形
磁铁（4）安装在保护圈（5）内侧，
并且环形磁铁（4）内侧面和内侧导磁件（7）贴合，
环形磁铁
（4）外侧面外和外侧导磁件（6）贴合；
外侧端盖（8）通过螺栓把外侧导磁件（6）、
内侧导磁件
（7）连接到法兰连接轴（9）上构成整体，
环形磁铁（4）通过外侧导磁件（6）、
内侧导磁件（7）和
工作金属面形成完整磁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相机
（17）通过螺栓固定在相机支架（21）上，
相机支架（21）通过螺栓分别和两个滑动座（20）连
接；
两个滑动座（20）分别通过两个提升螺栓（18）安装在两个Ⅱ型固定座（19）的内侧，
并可
以同时转动两个提升螺栓（18）进行上下移动，
进而改变相机（17）的高度。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纤
维底板（2）的中心预留50mm的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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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机器人工程领域，
具体来说涉及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
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随着工业发展，
特种设备使用数量急剧增长。在大型金属设备（如球罐、
贮
罐）结构中，
焊缝结构是最薄弱的，
极易出现缺陷从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焊接部件和
结构中，
裂缝会导致使用寿命和性能的损失，
在进行检测为了确保使用的安全性，
需要定期
检查焊缝。常规检测需要搭设脚手架，周期长、
人工费高昂，
且人工检测对操作人员的专业
水平要求较高，
操作失误极易对人身造成危险。通过爬壁机器人可以有效代替人工测试，
提
升工作效率。
[0003]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已经研究了不同种类能够攀爬墙壁垂直表面的爬壁机器人。
使用真空吸盘的机器人可以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墙壁上移动，
只要表面条件平滑且其吸附力
易于控制。然而，
由于它总是必须通过真空泵或具有喷射器的压缩机产生真空，
因此持续需
要巨大的能量来维持稳定的壁吸附姿势，
因此其实际使用的可行性相当有限。磁吸附也是
另一种研究较多的吸附方式，
分为永磁体吸附和电磁吸附。磁吸附较为可靠，
但是其只能满
足磁性壁面的爬壁，
一般材料壁面还有许多特殊金属壁面如奥氏体不锈钢等也不能使用磁
吸附。
最近也提出使用弹性体进行吸附，
但吸附力是有限的，
并且还不太实用。
[0004] 目前，
常用的爬壁机器人利用永磁铁提供吸附力，
但缺乏完整有效的磁吸附措施，
常见的磁轮直接使用圆形磁铁吸附在金属表面，
表面经常损坏而不能多次使用。定制特殊
形状的磁铁成本高昂，
不利于爬壁机器人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采用
灵巧结构的磁轮组件实现对金属壁面的吸附 ，
并可以快速更换与拆卸，
通过设计的外侧导
磁件和内侧导磁件配合实现和金属面形成更大的磁通路。
[0006] 该机器人搭载跟踪组件，
并可以调节相机高度，
实现不同高度的焊缝图像获取，
可
用于焊缝跟踪计算。
[0007] 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包括车架、碳纤维底板、两个挡板、
四
组磁轮组件、用于连接一侧磁轮组件的同步带和跟踪组件、
两个电机和两个编码器，
每个磁
轮组件包括环形磁铁、
保护圈、外侧导磁件、
内侧导磁件、外侧端盖、
法兰连接轴、轴承固定
座、轴承、
同步轮和电机固定座，
跟踪组件包括相机、相机支架、两个Ⅱ型固定座、两个滑动
座和两个提升螺栓；
碳纤维底板中心预留圆孔，
跟踪组件通过两个Ⅱ型固定座和碳纤维底
板连接，
并确保相机位于碳纤维底板中心处。
[0008]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磁轮组件通过轴承固定座和电机固定座安装于车架
上，
其中电机固定座固定设置在所述车架的内侧，
同步轮位于所述电机固定座内；
其中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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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侧的一个电机固定座的外端连接电机，
另一个电机固定座的外端固定编码器；
其中每
个电机与同步轮连接固定；
位于同侧的两个同步轮之间通过同步带连接；
所述轴承通过外
卡簧固定在轴承固定座内，
并且通过内卡簧固定到法兰连接轴上；
所述同步轮通过内卡簧
固定在法兰连接轴的末端。
[0009]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环形磁铁安装在保护圈内侧，
并且环形磁铁内侧面
和内侧导磁件贴合，
环形磁铁外侧面外和外侧导磁件贴合；
外侧端盖通过螺栓把外侧导磁
件、
内侧导磁件连接到法兰连接轴上构成整体，
环形磁铁通过外侧导磁件、
内侧导磁件和工
作金属面形成完整磁路。
[0010]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相机通过螺栓固定在相机支架上，
相机支架通过螺
栓分别和两个滑动座连接；
两个滑动座分别通过两个提升螺栓安装在两个Ⅱ型固定座的内
侧，
并可以同时转动两个提升螺栓进行上下移动，
进而改变相机的高度。
[0011]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碳纤维底板的中心预留50mm的圆孔。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 磁轮组件通过特殊凹型的外侧导磁件、
内侧导磁件形成完整磁路，
并通过保护圈
对内部环形磁铁进行保护；
（2）一体式车体和内嵌式的同步驱动设计，
提升了安全保障，
通过轴承和轴承固定座保
证受力稳定，
并利用电机和编码器同时获取更高精度的机器人里程信息。
[0013] （3）可升降的跟踪组件，
可以调节相机相对焊缝的高度位置，
同时所述碳纤维底板
预留超声波探头安装孔，
可以实现对焊缝跟踪过程中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三维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a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2b为发明的右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中磁轮组件、
电机连接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中磁轮组件结构剖视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中跟踪组件三维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应用实施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
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
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
“左”、
“右”、
“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
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1] 如图1、
图2a、
2b所示，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用于金属壁面焊缝跟踪的爬壁机器人，
包括车架1、
碳纤维底板2、
两个挡板3、
四组磁轮组件、
连接一侧磁轮组件的同步带14和跟踪
组件、两个电机15和两个编码器，
每个磁轮组件包括环形磁铁4、
保护圈5、外侧导磁件6、
内
侧导磁件7、外侧端盖8、
法兰连接轴9、轴承固定座10、轴承11、
同步轮12、
电机固定座13，
跟
4

CN 112224294 A

说

明

书

3/3 页

踪组件包括相机17、相机支架21、
两个Ⅱ型固定座19、
两个滑动座20、
两个提升螺栓18；
其中
碳纤维底板2中心预留50mm圆孔，
跟踪组件通过两个Ⅱ型固定座19和碳纤维底板2连接，
并
确保相机17位于碳纤维底板2中心处。
[0022] 如图1、
3和4所示，
所述磁轮组件通过轴承固定座10和电机固定座13安装于车架1
上，
其中电机固定座13固定设置在所述车架1的内侧，
同步轮位于所述电机固定座13内；
其
中位于同一侧的一个电机固定座13的外端连接电机15，
另一个电机固定座13的外端固定编
码器16；
其中每个电机15与同步轮12连接固定；
位于同侧的两个同步轮12之间通过同步带
14连接；
所述轴承11通过外卡簧1101固定在轴承固定座10内，
并且通过内卡簧1102固定到
法兰连接轴9上；
所述同步轮12通过内卡簧1201固定在法兰连接轴9的末端。
[0023] 环形磁铁4安装在保护圈5内侧，
并且环形磁铁4内侧面和内侧导磁件7贴合，
环形
磁铁4外侧面外和外侧导磁件6贴合；
外侧端盖8通过螺栓把外侧导磁件6、
内侧导磁件7连接
到法兰连接轴9上构成整体，
环形磁铁4通过外侧导磁件 6、
内侧导磁件7和工作金属面形成
完整磁路。
[0024] 如图5所示，
相机17通过螺栓固定在相机支架21，
相机支架21通过螺栓分别和两个
滑动座20连接；
两个滑动座20分别通过两个提升螺栓18安装在两个Ⅱ型固定座19内侧，
并
可以同时转动两个提升螺栓18进行上下移动，
进而改变相机17的高度。
[0025] 本实施例磁轮组件通过特殊凹型的外侧导磁件6、
内侧导磁件7形成完整磁路，
并
通过保护圈5对内部环形磁铁进行保护；
一体式车体和内嵌式的同步驱动设计，
提升了安全
保障，
通过轴承11和轴承固定座10保证受力稳定，
并利用电机15和编码器16同时获取更高
精度的机器人里程信息；
可升降的跟踪组件，
可以调节相机17相对焊缝的高度位置，
同时碳
纤维底板2预留超声波探头安装孔，
可以实现对焊缝跟踪过程中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0026]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
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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