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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

吸附结构及方法，属于精密装配技术领域。一种

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包括吸附本体

单元和吸附头单元；所述的吸附本体单元包括吸

盘安装板和插入式管接头；吸附头单元包括吸盘

转接块、气体连通件、挡环及吸盘。吸附本体单元

用于固定吸附头单元并且提供真空吸附气体的

气路；吸附头单元可通过调整挡环及吸盘与气体

连通件的相对位置实现对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多

零件装配体的吸附拾取。利用本发明进行吸附拾

取作业，可同时吸附多个没有连接成一体的零

件，并且在作业过程中不改变零件间的相对位

置，不会引入污染物；并且一次拾取多个零件，减

少了更换吸附头的时间，提高了装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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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吸附本体单元和吸附

头单元；

所述的吸附本体单元包括吸盘安装板(1)和插入式管接头(2)；

所述的吸盘安装板(1)的一端设有螺纹孔，用于将吸盘安装板(1)安装在机械臂结构

上，为吸附结构提供支撑；吸盘安装板(1)的另一端开有凹槽孔，侧面设有贯通凹槽孔的气

路A；所述的插入式管接头(2)的一端密封安装在吸盘安装板(1)的气路A端，另一端连接气

管，气管上设有气阀，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传输至吸盘安装板(1)内；

所述的吸附头单元包括吸盘转接块(3)、气体连通件(4)、挡环(5)和吸盘(6)；

所述的吸盘转接块(3)由凸台结构和底板构成，所述的凸台结构与吸盘安装板(1)的凹

槽孔配合，凸台结构上设有与气路A相通的气路B；吸盘安装板(1)侧面的螺纹孔与止动螺栓

配合固定吸盘转接块(3)；所述的底板上设有气路C，气路C通至底板下表面，并与气路B相

通；

所述的气体连通件(4)为圆柱状结构，固定在吸盘转接块(3)的底板上；沿气体连通件

(4)轴向设有气路D，气路D与气路C相通；气体连通件(4)内部为中空的腔体，气路D与腔体内

部贯通，在吸附结构吸附拾取多零件装配体时，腔体能容纳多零件装配体中尺寸高的零件；

气体连通件(4)的周向设有气路E，气路E与腔体相通，用于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D

通过气体连通件(4)内部腔体传输至气路E；

所述的吸盘(6)为套筒结构，套在气体连通件(4)外部；吸盘(6)的上端与气体连通件

(4)的上端过盈配合，具有固定吸盘(6)和防止漏气的作用；吸盘(6)的下端为薄壁状的裙边

结构，用于紧密包裹多零件装配体的外部结构，防止漏气，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E传输至吸

盘(6)的腔体中，实现真空吸附；

所述的挡环(5)为环状零件，用于固定吸盘(6)的位置和高度，挡环(5)上开有螺纹孔，

与气体连通件(4)配合，并通过柱塞固定在气体连通件(4)上；

所述的气路A通过插入式管接头(2)与外部真空吸附气体相通，并与吸盘转接块(3)的

气路B相通，实现外部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A传输至吸盘转接块(3)；气路B与气路C相通，实

现真空吸附气体在吸盘转接块(3)内部从气路B传输至气路C；气路D与气路C相通，实现真空

吸附气体从气路C传输至气路D；气体连通件(4)的周向设有气路E，气路E与腔体相通，用于

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D通过气体连通件(4)内部腔体传输至气路E；真空吸附气体从气

路E传输至吸盘(6)的腔体中，实现真空吸附。

2.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的吸取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安装吸附本体单元，将吸盘安装板(1)通过螺栓安装在机械臂结构上，并随机

械臂移动，再将插入式管接头(2)安装在吸盘安装板(1)上，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阀传输

至吸盘安装板(1)上；

第二步：安装吸附头单元，将吸盘转接块(3)与气体连通件(4)通过螺栓连接，实现真空

吸附气体从吸盘转接块(3)内部传输至气体连通件(4)中，将挡环(5)及吸盘(6)安装在气体

连通件(4)上，其中吸盘(6)与气体连通件(4)之间为过盈配合，防止吸盘(6)掉落或漏气，将

吸盘转接块(3)的凸台结构插入吸盘安装板(1)的凹槽中，对准通气孔A与通气孔B，再拧紧

吸盘安装板(1)另一侧的止动螺栓固定吸盘转接块(3)，完成吸附头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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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多零件装配体由零件A(7)，粘性材料(8)和零件B(9)构成，粘性材料(8)用于连

接零件A(7)与零件B(9)，室温下粘性材料(8)无粘性，需要将多零件装配体移动到目标位置

后，在温度和压力作用下粘性材料(8)将零件A(7)和零件B(9)连接成一体；

第四步：根据多零件装配体的高度来调节并固定挡环(5)及吸盘(6)与气体连通件(4)

的相对位置，使得待拾取零件A(7)不能堵塞气体连通件(4)的通气孔D，并且吸盘(6)下端的

裙边结构能完全包裹待拾取零件B(9)的外部，防止吸盘漏气；吸附过程中，由于零件A(7)和

零件B(9)未连接，且零件A(7)的外径小于零件B(9)的内径，即使零件A(7)在吸附力下有抬

起趋势，由于零件A(7)和零件B(9)之间立即出现了缝隙漏气，从而防止了零件A(7)在吸附

过程中堵住通气孔D的现象发生；

第五步：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装配好后，放在待拾取位置，打开气阀，真空吸附气

体按照气阀-气路A-气路B-气路C-气路D-气路E的路线传递到吸盘(6)的腔体中，移动机械

臂，使吸附头对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待吸盘(6)下端的裙边结构包裹待拾取零件B(9)

后，将多零件装配体移动到目标位置，关闭气阀，释放装配体，完成拾取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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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及方法，属于精密装配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装配在制造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装配的成功率不仅与装配机器人的

重复定位精度相关，还与装配夹具和末端执行器的结构有密切关系。例如飞机的柔性自动

装配，就是利用工业机器人的灵活性，配置特定功能的末端执行器，实现钻孔、铆接等装配

任务。【沈建新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4，Vol.46，No.2，181-189】设计良好的末端执

行器，可同时可靠拾取一个或多个零件，直接影响到提高装配的效率和精度。

[0003] 李瑞琴【李瑞琴等，华北工学院学报，1999，Vol.20，No.4，368-370】认为可以为装

配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创建夹具库，使得机器人在抓取不同零件时可迅速准确地从库中自

动更换夹持器，从而扩大机器人手爪的应用范围，提高装配机器人的装配效率。王越【王越

等，制造业自动化，2016，Vol.38，No.3，86-88】针对小型异形电子元器件的自动插装作业要

求，设计了插装机器人的抓手，集成了CCD机器视觉系统、光纤传感器检测系统和碰撞缓冲

系统，可实现异形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抓取、精确定位、元器件针脚碰撞检测、插装到位检测

等功能。吴天强【吴天强等，机电信息，2015，No.12，116-117】报道了一种三指形旋转手爪，

它的3个手指能绕轴公转并同步自转，实现三指的张开与收拢，手爪能够自定心抓取多种几

何规则物体，并具有自锁功能，完成螺母的预装配等功能。

[0004] 综上所述，针对工业机器人拾取物体作业的各种末端执行器的研究近年来受到了

广泛关注，针对不同作业的夹爪、夹钳和吸附头的设计多种多样，但总体说来，其专用性较

强，而且一般一次只能拾取一个零件或者已经连接成整体的一个组件。

[0005] 在一些装配作业中，考虑到装配面的清洁度，无外界金属离子引入或空气中的颗

粒污染装配面，同时减少吸附头更换，提高作业效率，需要同时拾取2个以上未连接成整体

的零件，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可一次拾取多个未连接成

整体的零件，且不改变三个零件间的相互位置，从而拓展了末端执行器的夹持范围，使自动

装配系统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及方法，通过真空吸附力完

成对多个零件的同时拾取，从而将多个零件同时搬运并释放到指定位置。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包括吸附本体单元和吸附头单元；

[0009] 所述的吸附本体单元包括吸盘安装板和插入式管接头；

[0010] 所述的吸盘安装板的一端设有螺纹孔，用于将吸盘安装板安装在机械臂结构上，

为吸附结构提供支撑；吸盘安装板的另一端开有凹槽孔，侧面设有贯通凹槽孔的气路A；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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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插入式管接头的一端密封安装在吸盘安装板的气路A端，另一端连接气管，气管上设有

气阀，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传输至吸盘安装板内；

[0011] 所述的吸附头单元包括吸盘转接块、气体连通件、挡环和吸盘；

[0012] 所述的吸盘转接块由凸台结构和底板构成，所述的凸台结构与吸盘安装板的凹槽

孔配合，凸台结构上设有与气路A相通的气路B；吸盘安装板侧面的螺纹孔与止动螺栓配合

固定吸盘转接块；所述的底板上设有气路C，气路C通至底板下表面，并与气路B相通；

[0013] 所述的气体连通件为圆柱状结构，固定在吸盘转接块的底板上；沿气体连通件轴

向设有气路D，气路D与气路C相通；气体连通件内部为中空的腔体，气路D与腔体内部贯通，

在吸附结构吸附拾取多零件装配体时，腔体能容纳多零件装配体中尺寸高的零件；

[0014] 气体连通件的周向设有气路E，气路E与腔体相通，用于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D

通过气体连通件内部腔体传输至气路E；

[0015] 所述的吸盘为套筒结构，套在气体连通件外部；吸盘的上端与气体连通件的上端

过盈配合，具有固定吸盘和防止漏气的作用；吸盘的下端为薄壁状的裙边结构，用于紧密包

裹多零件装配体的外部结构，防止漏气，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E传输至吸盘的腔体中，实现

真空吸附；

[0016] 所述的挡环为环状零件，用于固定吸盘的位置和高度，挡环上开有螺纹孔，与气体

连通件配合，并通过柱塞固定在气体连通件上。

[0017] 所述的气路A通过插入式管接头与外部真空吸附气体相通，并与吸盘转接块的气

路B相通，实现外部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A传输至吸盘转接块；气路B与气路C相通，实现真空

吸附气体在吸盘转接块内部从气路B传输至气路C；气路D与气路C相通，实现真空吸附气体

从气路C传输至气路D；气体连通件的周向设有气路E，气路E与腔体相通，用于实现真空吸附

气体从气路D通过气体连通件内部腔体传输至气路E；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E传输至吸盘6的

腔体中，实现真空吸附。

[0018] 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第一步：安装吸附本体单元，将吸盘安装板通过螺栓安装在机械臂结构上，并随机

械臂移动，再将插入式管接头安装在吸盘安装板上，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阀传输至吸盘

安装板上。

[0020] 第二步：安装吸附头单元，将吸盘转接块与气体连通件通过螺栓连接，实现真空吸

附气体从吸盘转接块内部传输至气体连通件中，将挡环及吸盘安装在气体连通件上，其中

吸盘与气体连通件之间为过盈配合，防止吸盘掉落或漏气，将吸盘转接块的凸台结构插入

吸盘安装板的凹槽中，对准通气孔A与通气孔B，再拧紧吸盘安装板另一侧的止动螺栓固定

吸盘转接块，完成吸附头的安装。

[0021] 第三步：多零件装配体由零件A，粘性材料和零件B构成，粘性材料用于连接零件A

与零件B，室温下粘性材料无粘性，需要将多零件装配体移动到目标位置后，在温度和压力

作用下粘性材料将零件A、零件B和目标位置上的其它零件连接成一体。

[0022] 第四步：根据多零件装配体的高度来调节并固定挡环及吸盘与气体连通件的相对

位置，使得待拾取零件A不能堵塞气体连通件的通气孔D，并且吸盘下端的裙边结构能完全

包裹待拾取零件B的外部，防止吸盘漏气；吸附过程中，由于零件A和零件B未连接，且零件A

的外径小于零件B的内径，即使零件A在吸附力下有抬起趋势，由于零件A和零件B之间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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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缝隙漏气，从而防止了零件A在吸附过程中堵住通气孔D的现象发生。

[0023] 第五步：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装配好后，放在待拾取位置，打开气阀，真空吸

附气体按照气阀-气路A-气路B-气路C-气路D-气路E的路线传递到吸盘的腔体中，移动机械

臂，使吸附头对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待吸盘下端的裙边结构包裹待拾取零件B后，将

多零件装配体移动到目标位置，关闭气阀，释放装配体，完成拾取放置工作。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可以同时吸附多个没有连接成一体的零件，并在拾取、

移动和释放时不改变零件间的相互位置，不会将污染物引入零件界面；一次拾取多个零件，

减少了更换吸附头的时间，减少了装配步骤和时间，提高了装配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吸盘安装板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插入式管接头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吸盘转接块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气体连通件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挡环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吸盘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待拾取零件A示意图。

[0033] 图9是待拾取的粘性材料。

[0034] 图10是待拾取零件B示意图。

[0035] 图11是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

[0036] 图中：1吸盘安装板；2插入式管接头；3吸盘转接块；4气体连通件；5挡环；6吸盘；7

零件A；8粘性材料；9零件B。

[0037] 具体的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技术方案和附图1-11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39] 一种用于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吸附结构，其中包括吸附本体单元和吸附头单

元；

[0040] 所述的吸附本体单元，包括吸盘安装板1、插入式管接头2；

[0041] 所述的吸盘安装板1的一端有螺纹孔，安装在机械臂等结构上，为吸附结构提供支

撑；吸盘转接块3的凸台结构安装在吸盘安装板1的凹槽中，并通过吸盘安装板1侧面的螺纹

孔安装螺栓来固定吸盘转接块3；气路A外侧接插入式管接头2，连接外部真空吸附气体，内

侧与吸盘转接块3气路B对接，实现外部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A传输至吸盘转接块3；

[0042] 所述的插入式管接头2，一端为螺纹，安装在吸盘安装板1气路A上，另一端为管状

结构，与气阀通过气管连接，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阀传输至吸盘安装板1上；

[0043] 所述的吸附头单元，包括吸盘转接块3、气体连通件4、挡环5、吸盘6；

[0044] 所述的吸盘转接块3为内部开有通气槽的矩形结构件，吸盘转接块3内部开有通气

槽，实现真空吸附气体在吸盘转接块3内部从气路B传输至气路C，吸盘转接块3通过螺栓与

气体连通件4连接，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C传输至气路D；

[0045] 所述的气体连通件4为圆柱状结构，上端开有通气孔D，并通过螺栓与吸盘转接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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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C传输至气路D，气体连通件4内部开有圆柱形腔体，通气孔D

与腔体内部贯通，在吸附拾取多零件装配体时，腔体内部容纳多零件装配体中尺寸较高的

零件，腔体两侧开有通气槽E，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D通过气体连通件4内部腔体传输至气路

E；

[0046] 所述的挡环5为环状零件，用于固定吸盘6的位置和高度，挡环5上开有螺纹孔，与

气体连通件4配合，并通过柱塞固定在气体连通件4上；

[0047] 所述的吸盘6为套筒结构，上端的孔与气体连通件4过盈配合，起固定吸盘6和防止

漏气的作用，吸盘6下端有薄壁状的裙边结构，用于紧密包裹多零件装配体的外部结构，防

止漏气，真空吸附气体从气路E传输至吸盘6的腔体中，实现真空吸附。

[0048] 所述吸附结构实现多零件同时吸附拾取的方法，以图8、9、10所示的多零件装配体

为例，其中零件A7与零件B9之间有粘性材料8，如图11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0049] 第一步：将吸盘安装板1通过螺栓安装在机械臂等结构上，使得吸盘安装板1能够

随着机械臂自由移动，再将插入式管接头2安装在吸盘安装板1上，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气

阀传输至吸盘安装板上。

[0050] 第二步：将吸盘转接块3与气体连通件4通过螺栓连接，实现真空吸附气体从吸盘

转接块3内部传输至气体连通件4中，将挡环5及吸盘6安装在气体连通件4上，其中吸盘6与

气体连通件4之间为过盈配合，防止吸盘6掉落或漏气。

[0051] 第三步：根据多零件装配体的高度来调节挡环5及吸盘6与气体连通件4的相对位

置，使得待拾取零件A7不能堵塞气体连通件4的通气孔D，并且吸盘6下端的裙边结构能完全

包裹待拾取零件B9的外部，防止吸盘漏气。

[0052] 第四步：调整好挡环5及吸盘6与气体连通件4的相对位置之后，用柱塞固定挡环5

的位置，使得挡环5及吸盘6保持相对位置不变，将吸盘转接块3的矩形凸台插入吸盘安装板

1的凹槽中，对准通气孔A与通气孔B，再拧紧吸盘安装板1另一侧的止动螺栓固定吸盘转接

块3，完成吸附头的安装。

[0053] 第五步：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装配好后，放在待拾取位置，打开气阀，真空吸

附气体按照气阀-气路A-气路B-气路C-气路D-气路E的路线传递到吸盘6的腔体中，移动机

械臂，使吸附头对准待拾取的多零件装配体，待吸盘6下端的裙边结构包裹待拾取零件B9

后，将多零件装配体移动到放置位置，关闭气阀，机械臂回到初始位置，完成拾取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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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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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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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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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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