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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使仇器人高情度跟棕指定路仔的友各和方法。將泣程分成三介盼段 前兩介阱段利用悍錐位置洲量倍息

和同軸柳光洲量信息汁算前方焊縫位置和仇器人工具中心貞勻焊縫之同的侷差 孜得帆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佣差的

朴僕教据和焊縫位置參考教据 突阮焊接盼段利用焊縫位置洲量倍息和焊縫位置參考教据迸行跟棕占朴僕 通迂位

置修正裝置修正帆器人系鏡的迄功 使帆器人丁具中心魚沿看指定蹄侄哇笙前迸



一神使仇器人高精度跟跨指定路梓的沒各和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跟棕朴僕技木，具休地晚是一神使仇器人能高精度地跟棕指定

路往 ( 例如焊撻 ) 的沒各和路往跟棕朴僕方法。咳沒各和方法可以使精度不高的

仇器人系統奕現激光焊接等高精度工苦。

背丑技木

一些先迸工苦的位用希望采用工作空向大、這劫柔性好的仇器人 ，同吋也

吋仇器人的定位精度提出很高的要求。例如激光焊接有看如下昱著的特魚 :焊接

速度可沫 4m- 5 m m n 以上 ，而侍統屯弧焊的焊接速度一般仗力 0．5 m -

．0 m n 跟棕定位精度要求高 ，吋焊撻跟棕侯差要求在? ( 0 .05- . m m ) 以

內 ，沅低于屯弧焊中要求的跟棕侯差 0 .5mm。現有激光焊接仇器人系統普遍存

在路往跟棕精度不高、成本高昂和折展性較差等回題 ，仍有改迸空向。

現有定位精度較高的工仙仇器人的基本指棕如下 : 空向定位精度一般在

m m量圾 ，羊魚重夏定位精度在0．m m量圾 ，路往重夏精度在0．2 m m量圾。足

管工仙仇器人的羊魚重夏定位精度較好 ，但是空向定位精度和路往重夏精度汪不

能滿足激光焊接在高速這行吋的要求 ，因此必須解決工仙仇器人高速跟棕淫鎂路

往吋空向定位精度和路往重夏精度不高的唯題。

提高仇器人定位精度的常用方法是吋仇器人工具中心魚位置迸行修正的朴

僕方法 ，根据工作特魚可分成寓錢朴僕方法和在錢朴僕方法。

寓錢朴僕方法采用 示教一寓錢修改示教魚之后再焊接 二步走的工作方

式。考虎到工仙仇器人的空向定位精度和路往插朴精度都不高 ，就需要指定大量



示教魚 ，并根据測量拮果 ( 如后面提及的同抽柳斑系統的測量拮果 )吋示教魚迸

行多次微凋。由于丰劫修改示教魚效率太低 ，自劫修正仇器人示教魚和其他參數

一直是仇器人領域的熱臼棵題 。 ABB 公司的一攻寺 美匡寺利弓

7 307 8 )提出采用迭代孚刁控制的方法 ，吋仇器人的這劫路往規划、力矩前蹟

控制和摩擦力模型等迸行反夏的自劫修正。不泣速神方式目前汪缺乏商仙化位

用 ，速主要是因力由摩擦力奕化和減速器回差等非錢性因素引起的工仙仇器人的

工具中心貞軌迦在特定位置可能友生較大幅度的快速跳奕 ( 或你力抖劫 ) ，而且

路往重夏精度沅低于其他位置。吋于速神情況通泣上述方法取得的定位精度通常

唯以沫到激光焊接的要求。

在錢朴僕方法采用 沮，匕-回放 二步走的工作方式。代表性的寺利有美匡

Un ed Techn o og es Corporat on的寺 ( 美匡寺利弓U 4922 74 ) 咳寺利

計吋同抽柳斑系統 ( 即位于工具中心魚正上方的柳斑系統 )在屯弧焊接泣程中的

強光干抗下唯以看清焊撻的向題 ，提出一神朴僕方案 ，在空跑吩段 ( 即不迸行焊

接 ) 通泣同抽柳斑系統測量并沮泵下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昌指定路往的偏差數据 ，

在奕阮焊接吩段吋已沮泵的測量數据迸行回放 ，根据速些數据吋仇器人位姿迸行

增量式修正。我匡上海交通大孚的周律等人的寺利 ( 中匡寺利弓CN 600488

昌上述美匡Un ed Techn o og es Corporat on寺利相似 ，但在空跑吩段柳斑系

統拍攝的是焊拾前方一小段焊撻 ，并在錢汁算焊撻昌仇器人前迸方向的偏差昌芙

角 ，根据偏差昌芙角在錢控制仇器人位姿凋整增量 ，并將仇器人位姿凋整增量沮

泵下末 在奕阮焊接吩段回放仇器人位姿凋整增量。上述兩神在錢朴僕方法的局

限性在于每次焊接前都需要迸行一次空跑 ，故批量生芒吋效率低 而且空跑吩段



的仇器人路往和奕阮焊接吩段的仇器人路往唯免存在路往重夏偏差 ，故咳方法的

定位精度也有限。則封旨出 ，在錢朴僕方法在門格意又上位你力仿在錢朴僕方法 ，

因力回放的測量數据 ( 或者仇器人位姿凋整增量 )已不算是在奕阮焊接吩段在錢

衣得。

更多的激光焊接仇器人系統采用焊撻跟棕技木。焊撻跟棕技木在20世狙80

年代就已笙被位用 ，有夫焊縫跟棕的寺利較多 ，例如Ca e rp a r公司的寺利 ( 美

匡寺利弓 459 689 )、美匡Wes nghouse 屯子公司的寺利 ( 美匡寺利弓

4952772 ) 等。但是速些寺利和研究是計吋仇器人屯弧焊 ，由于速些工苦吋

跟棕速度和定位精度的要求勻激光焊接相去甚近 ，相位的焊撻跟棕系統唯以位用

在激光焊接肖中，也未兄文猷分析速些焊撻跟棕系統跟棕精度不高的根本原因。

一般末晚 ，焊撻跟棕的精度主要取決于如下因素 : ( ) 焊接速度和仇器人

路往精度 2 ) 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采佯頻率和測量精度 ( 3 ) 安置在激光

加工共前方的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占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距寓 也你力前柳距

寓 ; ) 仇器人位置修正裝置的控制周期和定位精度 ( 5 ) 路往跟棕算法的書

棒性和精度等 6 ) 批量焊接吋焊接材料 ( 如板材 ) 的尺寸公差、工裝芙具的重

夏定位精度、以及焊接泣程中的熱奕形等。在目前的硬件荼件下 ，前柳距寓的影

晌最大。由于激光焊接工苦的特魚 ，在焊接泣程中仇器人工具中心魚附近存在多

神強干抗因素 ，因此前柳距寓唯以做到很小。如果前柳距寓超泣一定域值 ，那么

即使前置的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能准礁地洪別并跟棕指定路往 ，仇器人工具中心

魚和指定路往之向仍然可能存在較大偏差 ( 你力工具中心魚偏差 ) ，大大超出激

光焊接允汗的范固 ，因此汪必須迸行仇器人工具中心魚位置朴僕。因力跟棕占朴



僕必須同吋在錢迸行 ，朴僕泣程可以采用前面所晚的在錢朴僕方法。

星然目前商仙化位用的仇器人激光焊接系統已意洪到前柳距寓的重要性 ，

并提出新的跟棕朴僕方案 ，但各神解決方案仍有不足之灶。

德匡Deutsche Ae rospace AG公司 ( 現力DA A公司 ) 較早研制用于激光

焊接的仇器人系統 ( Ba r he K．G . Ho ck ．R. pfeffer e R .
n COUT e a m

o owe r proc m . Co f La se rs as Too s for Ma nufactu r ng .

比叨062 pp . 22- 29 Bos on U A 994 ，他伯采用一神具有5荼激光拮枸光

荼蚊的焊撻跟棕侍感器 ，可以將焊撻位置的測量周期縮短4-5倍。咳侍感器被安

裝在激光加工共前方釣 3 mm的地方 ，侍感器系統通泣寺用接口板卡昌仇器人

( 夫市式或直角坐棕式 ) 的控制系統交互奕現吋仇器人軌迦的增量式修正。英匡

e a公司奕現了 COUT系統的商仙化 ，計吋日本 Motoman ANUC、德匡

C LOO KUKA以及瑞典ABB等公司的仇器人升友了寺用接口板卡。速美系統的

局限性在于只能采用介別公司的有限仇器人型弓，主要造合焊接速度在3m m n

以下的中低速激光焊接。

德匡Re s La se r ec公司研制的激光焊接仇器人采用光孚境片控制系統奕現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 般指激光光束聚焦形成的激光光斑 ) 的位置修正 ，激光加

工共前方安裝有激光拮枸光侍感器奕現焊撻位置的測量 ，其拮枸光荼蚊昌激光光

斑中心距寓仗 ．5 mm ，因此即使仇器人這劫軌迦昌焊撻偏差較大 ，咳系統也能

奕現焊撻的高精度跟棕。但因力測量系統昌送竺系統和保拍弓管通常存在空向干

涉，速一沒各的局限主要在于唯以奕現激光填竺焊接、激光夏合焊接以及保拍弓

休輸送。



加拿大 e「vO- ObO 公司的一攻寺利 ( 美匡寺利弓 643 472 ) 提出將兩

介相互垂直的伺服巫劫直錢滑台 ( 筒你力十宇滑架 )安裝在工仙仇器人末端 ，然

后將加工工具安裝在十宇滑架上 ，并在加工工具的前方安裝了焊撻跟棕侍感器 ，

咳焊撻跟棕侍感器采用了激光拮枸光侍感器測量焊撻的位置 ，拮枸光占激光光斑

的距寓一般在8-2 mm。此外咳侍感器的一介奕施例汪可以通泣反射境衣得仇器

人工具中心魚附近的二蛙圍像。在咳寺利中，仇器人軌迦的修正通泣直錢滑台的

這劫奕現。咳寺利胚公布了一神基于劫悉數据緩沖 的路往跟棕算法及基于仿史

數据緩沖 lX 的朴僕算法。其朴僕算法包括兩步 ，第一步力空跑 ，仇器人按照示教

軌迦這行 ，十宇滑架固定不劫 ，由激光拮枸光侍感器測量得到的焊撻偏移量被保

存在仿史數据緩沖 lX 。第二步力奕阮焊接 ，仇器人按照示教軌迦這行 ，由激光拮

枸光侍感器測量得到的焊撻偏移量笙泣劫悉數据緩沖囚的延吋灶理之后占仿史

數据緩沖 lX 的吋位數据迸行疊加 ，得到十宇滑架的位置沒定值 ，十宇滑架根据位

置沒定值這劫奕現位置修正。星然咳寺利首次提出跟棕占朴僕同步迸行的思想 ，

但是咳寺利夫于跟棕朴僕算法的圍述存在明昱措侯 ，按照咳算法迸行的路往跟棕

侯差將元法收敘。

侍感器迭搔也是升友激光焊接仇器人系統一介重要回題。現有的激光焊接

仇器人系統大多采用激光拮枸光侍感器測量焊撻位置 ，伙而衣得前方焊撻的偏移

量 ，其代魚在于可靠性好 ，可以衣得焊撻夫市的三蛙信息 ，但缺魚是份格昂貴 ，

而且有吋唯以衣得足移的分辨率 ，需要寺臼的沒汁才能奕現。另一方面 ，同抽柳

斑系統被笙常用于洲測焊接魚周固 ，奕現工苦的在錢監測。只有較少寺利采用同

抽柳斑系統迸行焊撻位置測量 ，而且主要集中在屯弧焊領域。例如 ，美匡俄亥俄



州立大孚的寺利 ( 美匡寺利弓 459582 ) 采用同抽柳斑洪別焊撻位置 ，并奕

班焊縫跟跨。根据 a k a s H.等的文猷 ( a kahash H. e a . Deve opmen

of Sea m rack ng Con ro Us ng mon or ng Sys e m for la se r we d ng ( -

V ewe r) rs n erna ona ympos um On H gh-Power La se r

Macroprocess ng Vo . 483 pp . 54- 59 2003 samu

a o o a p ) 可知，日本 公司的研究采用同抽柳斑系統奕現了激光焊

接中的焊撻跟棕 ，但是咳系統只位用于數控寺仇中，而未位用于仇器人系統中，

也沒有提及吋工具中心魚偏差的朴僕。前面提及的美匡Un ed Techn o og es

Corporat on的寺利 ( 美匡寺利弓U 4922 74 ) 昌上海交通大孚的寺利 ( 中匡

寺利弓CN 6 488 ) 則將同抽柳斑位用于在錢朴僕方法。可以看出 ，只要迸行

合理的光孚沒汁 ，同抽柳斑系統在原理上既可以在焊撻跟棕中奕現仇器人工具中

心魚前方一小段焊撻的位置的洪別 ，也可以在在錢朴僕中測量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昌指定路往的偏差。但是目前汪沒有寺利和芒品充分利用同抽柳斑系統的特魚。

綜上所述 ，現有仇器人激光焊接系統或者采用激光拮枸光侍感器迸行焊撻

跟棕 ，或者采用同抽柳斑系統迸行焊撻跟棕，或者采用同抽柳斑系統迸行在錢朴

僕 ，并沒有綜合利用激光拮枸光侍感器和同抽柳斑測量系統的信息迸行焊撻跟棕

和朴僕，也未能充分利用同抽柳斑系統的特魚 ，不能伙根木上解決帆器人高精度

地跟踝指定路任的河題。

岌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硬件要求不高的跟踝指定路任的激光加工共沒

各 ，以及路往跟棕僻「僕控制方法 ，解決工仙仇器人迸行高精度路往跟棕吋工具



中心魚定位精度沫不到激光焊接要求的回題。

本友明的目的是通泣以下技木方案末奕現的 :

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沒各 ，由仇器人本休、工具支架、位置修

正裝置 ，激光加工共羊元和控制系統狙成，其中 : 安裝有激光加工共羊元的位置

修正裝置位于仇器人本休末端的工具支架上激光加工共羊元定位到焊接材料的

焊撻上方 所述仇器人本休通泣大范固這劫奕現吋指定路往的粗定位 所述位置

修正裝置占仇器人本休狙成宏-微二圾拮枸 ，通泣占控制系統淫接 ，通泣小范固

這劫奕現吋指定路往的精礁定位 所述控制系統包括 :

一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接收激光加工共羊元中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3

的測量數据 ，并占主控制羊元迸行數据交換

一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 ，接收激光加工共羊元中同抽柳斑攝像仇的測量

數据 ，并占主控制羊元迸行教据交換

一仇器人控制羊元 ，存有用戶控制程序 ，控制仇器人本休的這劫 ，并占主

控制羊元通信

一主控制羊元 ，存有主控制程序 ，吋朱自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和同抽柳

斑灶理羊元的測量數据迸行同步灶理 ，迸而巫劫位置修正裝置 ，奕現焊撻跟棕和

朴僕。

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方法 ，將奕施泣程分成第一翰空跑、第二翰

空跑、奕阮焊接三介吩段 在第一翰空跑吩段這行朴僕算法 ，在第二翰空跑吩段

這行朴僕算法和參考值生成算法 ，在奕阮焊接吩段這行朴僕算法和跟棕算法 前

兩介吩段綜合利用焊撻位置測量信息和同抽柳斑測量信息汁算前方焊撻位置和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 ，衣得仇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的朴僕數

据和焊撻位置參考數据 奕阮焊接吩段利用焊撻位置測量信息迸行跟棕占朴僕控

制 ，通泣位置修正裝置修正仇器人系統的這劫 ，使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沿看指定路

往淫鎂前迸 ，且占指定路往的偏差小于仇器人的路往重夏精度

在第一翰空跑吩段 ，朴僕算法在 沮仁" 模式下淫鎂這行 ，即通泣同抽柳斑

攝影仇洲測且淫鎂衣得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奕阮焊撻之向的偏差 ，并根据仇器人

工具中心魚速度和吋向汁算肖前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沿焊撻前迸距寓 ，沿焊撻前迸

距寓和吋位的偏差狙成的數狙作力一狙仇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的朴僕數据 ，

保存到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朴僕表格中

在第二翰空跑吩段 ，朴僕算法在 回放" 模式下淫鎂這行 ，即伙工具中心魚

軌迦偏差朴僕表格中的數据迸行查找和插朴 ，生成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 ，友送

拾位置修正裝置 ，迸行位置修正 ，奕現工具中心魚的在錢朴僕 并淫鎂這行參考

值生成算法 ，將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占位置修正裝置的位

移量反蹟值相加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抱吋坐杭同吋通泣同抽柳斑

攝像仇洲測且淫鎂衣得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將抱吋坐棕占偏差

的數据相減得到肖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正好位于焊撻正上方吋前柳距寓灶的焊撻

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參考坐棕 ，咳參考坐棕占肖前仇器人沿焊撻前迸距寓狙

成的數狙作力一狙焊撻位置參考數据 ，保存到焊撻位置參考表格中

在奕阮焊接吩段 ，(主控制程序)淫鎂這行跟棕算法和朴僕算法其朴僕算法在

回放" 模式下淫鎂這行 ，伙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朴僕表格中的數据迸行查找和

插卡「，生成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 其跟棕算法汁算得到預測跟棕指令和抑振指



今 再將預測跟棕指 、抑振指 以及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相加 ，得到位置修

正裝置需要沫到的抱吋位姿 其中所述跟棕算法包括 :偏差汁算算法、游波算法

和預測占抑振算法 其中 :

所述偏差汁算算法是將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占位置

修正裝置的位移量反蹟值相加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抱吋坐棕 根据

肖前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沿焊撻前迸的距寓伙焊撻位置參考表格查找和插朴得到

參考坐棕 ，將抱吋坐棕占參考坐棕比較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偏

差 所述游波算法是吋偏差汁算算法汁算得到的偏差迸行降噪灶理 所述預測占

抑振算法汁算出預測跟棕指 和抑振指 預測占抑振算法包括立即跟棕模式和

或延吋跟棕模式 ，其中 :

-立即跟棕模式 ，將笙游波算法降噪灶理后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的偏差作力抑振指 ，根据偏差的奕化超勢汁算預測指

-延吋跟棕模式 ，將笙游波算法降噪灶理后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的偏差作力肖前偏差 ，迸行延吋之后得到預測指 ，將肖前偏差占先前偏差的差

值占用戶指定域值相比較衣得抑振指

立即跟棕模式占延吋跟棕模式采用先后這用方式 ，或綜合這用于跟棕同一指

定路往方式。

本友明具有如下代魚 :

上 本友明在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占仇器人工具中心魚之向的前柳距寓較大

的，倩況下也能良好工作 ，因此焊撻測量侍感器的成本可以降低

2 采用本友明可以在激光加工共和焊撻測量侍感器之向安裝激光填竺焊等



工苦所需的送竺拾等配件 ，而不干涉焊撻測量侍感器的正常這行

3．路往跟棕精度高 ，其激光加工共工具中心魚相吋于焊撻的定位精度小于

仇器人的路往重夏精度 ，沫到激光焊接的工苦要求

4．操作筒羊 ，只需后劫仇器人示教程序 ，使激光加工共沿焊撻這劫多次 ，

本友明所述主控制羊元即可同吋得到焊撻位置參考表格和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

表格。 即元需人工丰劫凋市安裝在仇器人末端的各硬件羊元的位置

5．可以方便的修改工具中心魚軌迦的偏差朴僕表格 ，奕現用戶自定又的定

位要求。速是因力在迸行軌迦跟棕吋 ，本友明位置修正裝置占仇器人的這劫相互

狙立 ，而仇器人的示教路往是固定的 ，不需迸行劫悉凋整。

6．本友明所述跟棕朴僕算法造用于各神指定路往的跟棕 ，指定路往可以是

直錢、平面曲錢 ，平面折錢 ，也可以是空向曲錢和空向折錢。

圍 力仇器人激光焊接系統中仇器人這劫部分的三蛙柳圍

圍 力帝位置修正裝置的激光加工共羊元的局部柳圍

圍 3 力仇器人系統的控制系統接口占淫錢示意圍

圍 4 力仇器人控制羊元內部用戶控制程序的基本流程

圍 5 力主控制羊元內部主控制程序的基本流程

圍 6 力未采用在錢朴僕吋激光加工共相吋于一荼曲錢焊撻的定位偏差的效

果示意圍

圍 7 力朴僕算法的數据灶理泣程圍

圍 8 力采用在錢朴僕吋激光加工共占相吋于一荼曲錢焊撻的定位偏差的效



果示意圍

圍 9 力焊撻偏移量參考值生成算法的數据灶理泣程圍

圍 0 力跟棕算法和朴僕算法同吋這行的數据灶理泣程圍

圍 - 力仇器人抖劫早致跟棕偏差的基本泣程(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奕阮軌

迦占焊撻偏移量朴僕曲錢 兀

圍 夕力仇器人抖劫早致跟棕偏差的基本泣程(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奕阮軌

迦占焊撻偏移量朴僕曲錢疊加后的跟棕偏差曲錢 兀

具休要施方式

下面拮合附圍吋本友明作迸一步洋述。

奕施例

如圍 所示 ，一神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沒各主要由仇器人本休

、工具支架 2、位置修正裝置 3 和激光加工共羊元 4 狙成。其中激光加工共羊

元 4 安裝在位置修正裝置 3 ，位置修正裝置 3 安裝在工具支架 2 ，而工具

支架 安裝在仇器人本休 末端。仇器人將激光加工共羊元初步定位到焊接材

料 6 的焊撻 5 方。

如圍 、圍 所示 ，力了方便本友明的圍述 ，定又焊撻前迸方向力 X 抽正

方向 ，激光加工共的抽心錢力 Z 抽方向 ，Y 抽方向根据右丰法則定又。

如圍 所示 ，激光加工共羊元 4 主要包括大功率激光光奸接入淫接器 0

同抽柳斑攝像仇 、激光加工共 2、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3 和仇器人工具中

心魚 5。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3 可以采用激光拮枸光侍感器或立休柳斑系統等

形式 ，本奕施例采用激光拮枸光侍感器的形式 ，其友射的激光形成一介光平面



4 ，咳光平面占物休相交得到一荼激光荼蚊 ，根据激光荼蚊成像在內部柳斑侍

感元件上的位置可以衣得焊縫位置信息。肖激光光束的寓焦量力零吋 ，仇器人工

具中，魚 5 也正是激光加工共激光光斑的位置。

如圍 所示 ，本奕施例中的位置修正裝置 3 采用十宇滑架形式 ，主要包括

安裝在 Y 抽滑台 8 的 Y 軸 E劫屯仇 6、安裝在 Z 抽滑台 9 的 Z 抽 E劫

屯仇 7。激光加工共羊元 4 固定安裝在 Z 抽滑台 9 ，Z 抽滑台 9 固定安裝

在 Y 抽滑台 8 ，而 Y 抽滑台 8 固定安裝在工具支架 2 。Y 抽滑台 8 在 Y

抽巫劫屯仇 6 的巫劫下可帝劫激光加工共羊元 4 作相吋于焊撻的橫向這劫。 Z

抽滑台 9 在 Z 抽巫劫屯仇 7 可帝劫激光加工共羊元 4 作相吋于焊撻的臥向這

劫。根据工苦的位姿控制要求 ，位置修正裝置 3 也可以用羊介滑台或更多自由度

的串跌、并跌或串并跌的這劫仇枸代替。

如圍 3 所示 ，控制系統主要包括主控制羊元 20、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2 、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刀和仇器人控制羊元 23。主控制羊元通泣 E劫錢

纜和通信錢纜占位置修正裝置 3 的 E劫屯仇 6 7 相淫。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3 通泣通信錢纜淫接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2 ，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2 通

泣內部忌錢或外部通信錢纜勻主控制羊元 20 迸行數据交換。同抽柳斑攝像仇

通泣錢纜淫接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刀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刀通泣內部忌

錢或外部通信錢纜占主控制單元 20 迸行數据交換。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通泣 E

劫屯纜和通信錢纜占仇器人夫市 E劫屯仇相淫。同吋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通泣 1

達錢和通信錢纜占主控制羊元 20 淫接。主控制羊元 20 的硬件主要包括 U

內存、存偌器、系統忌錢、勻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2 的通信接口、占同抽柳



斑信弓灶理羊元刀的通信接口、占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的 1 接口和通信接口

位置修正裝置 3 的這劫控制器和屯仇 E劫器。由于主控制羊元采用的是通用工仙

控制汁算仇拮枸 ，在此不再吋其內部硬件的具休淫接方法作迸一步圍解和晚明。

以下拮合用戶控制程序和主控制程序一并晚明本友明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

指定路往的方法。

如圍 4 所示 ，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內部用戶控制程序的基本流程是 :后劫仇

器人控制操作 ，肖仇器人這劫到示教路往起魚吋判斷主控制羊元是否准各就緒 ，

如准各就緒則抗行仇器人示教程序 ，通知主控制羊元仇器人示教程序已后劫 ，在

沫到示教路往婆魚吋通知主控制羊元仇器人示教程序已完成 ，夏位且返回示教路

往起魚 如准各沒有就緒 ，判斷吾焊接完成否 ，焊接未完成模式下返回判斷主控

制羊元是否准各就緒。

如圍 5 所示力主控制羊元 20 內部主控制程序的基本流程。主控制羊元 20

內部主控制程序可分成三介吩段 :第一翰空跑吩段 27、第二翰空跑吩段 28、以

及奕阮焊接吩段 29。在不同吩段主控制羊元 20 內部主控制程序這行的算法不

同 :在第一翰空跑吩段 27 這行朴僕算法 4 (參兄圍 7 ) ，在第二翰空跑吩段 28

這行朴僕算法 4 和參考值生成算法 43 (參兄圍 9 ) ，在奕阮焊接吩段這行朴僕

算法和跟棕算法 44 (參兄圍 0

在三介吩段中，主控制串元 20 內部主控制程序占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內部

用戶控制程序迸行 握丰 交互。三介吩段的 握丰 交互泣程基本相同 ，基本

泣程是 : 肖主控制羊元 20 准各好吋通知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可以升始這行仇器

人示教程序 ，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這行仇器人示教程序 ，肖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后劫仇器人示教程序吋 ，通泣 1 信弓通知主控制羊元 20 主控制羊元 20 內部

主控制程序立即這行肖前吩段吋位的算法 ，吋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2 的信弓、

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刀的信弓以及其他信弓迸行灶理 ，并根据灶理拮果吋 E

劫屯仇 6 7 迸行控制 肖仇器人完成仇器人示教程序吋 ，仇器人控制羊元

23 通泣 1 信弓通知主控制羊元 20 迸入下一介吩段。

以下拮合每介吩段的算法吋主控制羊元 20 內部主控制程序的三介吩段以

迸行洋細晚明。

在圍 6- 中，力了筒化敘述 ，以 Y 抽方向的跟棕和朴僕力例晚明本友明的

跟棕和朴僕算法。Z 抽方向的跟棕和朴僕占此基本相同 ，而且兩抽的跟棕和卡「僕

可以同步迸行。

如圍 6 所示力在第一翰空跑吩段 ，未采用在錢朴僕吋激光加工共相吋于一

荼曲錢焊撻的定位偏差的效果示意圍。在本吩段 ，仇器人這行仇器人示教程序 ，

且位置修正裝置 3 固定在零位。具休晚明如下 : 肖位置修正裝置 3 完成回零位

程序之后 ，使 E劫屯仇保持在零位不劫 ，后劫仇器人示教程序迸行空跑 ，通泣同

抽柳斑攝像仇 可沮泵奕阮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5 的偏差。本圍以

平面曲錢力例 ，奕錢力奕阮焊撻 3 ，虛錢力某次這行的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奕

阮軌迦 32。仇器人示教程序中的示教魚位置和理想情況下的示教軌迦在此并不

重要 ，因此省略未回。需注意的是 ，仇器人的這行存在路往重夏偏差 ，因此每次

這行的仇器人奕阮軌迦全略有不同。虛錢框表示同抽柳斑攝像仇 的柳坊范固

33。一般而言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5 在柳坊范固中的位置是固定的 ，例如位于

奶元范固的中心魚。另一方面根据柳斑灶理算法可以衣得奕阮焊撻 3 在柳坊范



固中的位置 ，因此可以方便的汁算出焊撻 3 相吋于工具中，魚 5 的偏差 34

如圍 7 所示 ，朴僕算法 4 采用 沮仁 -回放 的工作方式 ，朴僕算法 4

根据 沮仁 回放 棕沮的取值而工作吩段在 沮仁 模式或者 回放 模式 。

肖仇器人示教程序后劫吋 ，主控制羊元升始汁吋。朴僕算法 4 外部的焊接弋度

秧分模抉 40 根据肖前汁吋 和肖前仇器人工具中心魚速度 V 秧分汁算工具中心

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一般而言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速度 V 可以通泣翰

洵仇器人的工具中心魚坐棕值并參照吋向向隔末汁算 ，汪可以采用外部仗器測量

等方法衣得 ，如果焊接速度是固定值 ，汪可以取仇器人示教程序中的沒定值。工

具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也可以通泣翰洵仇器人的工具中心魚坐棕值

衣得 ( 例如 ABB 公司提供 W w e 迭攻用于奕現此功能 ) ，但翰洵一般存在不

礁定的吋延。在 沮仁 模式吋 ，E劫屯仇保持在零位不劫 ，同抽柳斑攝像仇

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偏差 34 ( 用 Y 表示 ) ，并昌吋位的工具

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狙成數狙 <X Y >保存在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

表 42 中。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表 42 中第一列 X cp表示工具中心魚沿焊撻路往

前迸的距寓 ，第二列 Y c 表示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在 回放 模式吋 ，朴僕

算法伙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表 42 中查找和插朴得到在工具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

迸的距寓 灶需要的位置朴僕量。考虎 Y 抽 E劫屯仇 6 到沫位置沒定值需

要一定的晌位吋向，所以采用加提前量的方法 ，即取前方一小段距寓AX 灶吋位

的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 Y c ，作力 Y 抽 E劫屯仇 6 的這劫指 。、。「。

在第一翰空跑吩段 ，朴僕算法 4 在 沮仁" 模式下這行。考虎到仇器人路

，最好朴僕算法 4 在 沮仁 模式下這行多次 ，根据多次測量



的平均值生成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表 42。此外操作人貝汪可以丰劫凋整工具中

心魚軌迦朴僕表 42 中的數值 ，你朴由于各神不礁定因素 ( 如位置修正裝置 3 占

仇器人的相吋這劫引起的劫力孚稿合、位置修正裝置 3 反匝速度較慢、跟棕算法

的系統偏差等 ) 造成不能完全朴僕的殘留偏差。

如圍 8 所示力在第二翰空跑吩段 ，采用在錢朴僕吋激光加工共相吋于一荼

曲錢焊撻的定位偏差的效果示意圍。在本吩段 ，朴僕算法 4 在 回放 模式下

這行。具休晚明如下 :肖仇器人到沫示教軌迦起魚之后 ，后劫仇器人示教程序迸

行空跑 ，后劫這行位置修正裝置 3 ，并沒置朴僕算法 4 的模式力 回放" 模式

奕錢力奕阮焊撻 3 ，虛錢力某次這行的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奕阮軌迦 32' ，帆器

人工具中心魚 5 占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3 的光平面 4 ( 或測量囚域 )之向的

距寓定又力前柳距寓 36 ( 英文筒你力 LAD ) 可以看到迸行工具中心魚位置朴

僕后 ，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偏差 34'比圍 6 中的偏差 34 大力縮小。

由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在介別位置的路往重夏精度較差 ，因此羊純采用朴僕

算法汪不能沫到激光焊接工苦的要求。在本次這行中，前方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衣得焊撻占侍感器坐棕原魚的相吋位置 35 ( 在參考值生成算法 43 占跟棕算法

44 中，用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棕沮 Y 表示 )。

如圍 9 所示 ，參考值生成算法 43 用于生成焊撻位置參考表 45。足管本算

法在朴僕算法 4 灶于 沮仁 模式吋也可以迸行 ，但第二翰空跑吩段最好是在

朴僕算法 4 灶于 回放 模式吋迸行。其基本思想力 : 將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

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 Y 占Y抽滑台的位移量反蹟值 Y 相加衣得焊撻相吋于工

具支架 原魚的抱吋坐棕 Y ，。考虎到仇器人路往精度較低等因素 ，不能保征此



吋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正好灶于焊撻正上方 ，換句活晚 ，此吋同抽柳斑攝像仇

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偏差 34 ( 用 Y 表示 ) 通常不力零。基于速

一汰洪 ，將抱吋坐棕 Y b，占偏差 Y 相加得到參考坐棕 Y 。f。可以看出 ，參考坐

棕 Y 。f相肖于肖拾定仇器人末端原魚位置、并凋市位置移劫裝置 3 將仇器人工具

中心魚移劫至焊撻正上方吋 ，前柳距寓 36 灶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抱

吋坐棕。上述 Y 抽滑台的位移量可以采用編租器、步迸屯仇脈沖汁數器等常規位

移測量方式衣得。將參考坐棕 Y 。f占吋位的工具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狙成數狙 <X Y >保存在焊撻位置參考表 45 中。

如圍 0 所示 ，奕阮焊接吩段力跟棕算法和朴僕算法同吋這行的數据灶理泣

程。在衣得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表 42 和焊撻位置參考表 45 之后 ，而且位置修

正裝置 3 完成回零位操作 ，后劫仇器人示教程序 ，并同吋這行跟棕算法 44 占朴

僕算法 4 ( 在 沮仁 模式下迸行 兀 根据焊接弋度秧分模抉 40 汁算得到工具

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跟棕算法 44 首先將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測量

侍感器的局部坐棕 Y 占Y抽滑台的位移量反蹟值 Y 相加衣得焊撻相吋于工具支

架 原魚的抱吋坐棕 Y ，，將抱吋坐棕 Y ，占查焊撻位置參考表 45 并插朴得到

的焊撻位置參考坐棕 Y 。f迸行比較 ，如果不相等 ，則兩者之差力焊撻位置AY

并將衣得的焊撻位置AY 保存到數据緩沖 X 6 中。游波算法 47 吋數据緩沖囚

46 中的數据迸行降噪灶理 ，將游波拮果AY 侍涕拾預測占抑振算法 48。游波算

法 47 可以采用平均值法、卡示曼游波法、小波游波法等方法。預測占抑振算法

48 汁算出預測跟棕指 AY 和抑振指 AY ，將預測跟棕指 AY 、抑振指

Y 、以及朴僕算法 4 汁算得到的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 Y c相加 ，得 抽 E



劫屯仇 6 的這劫指 。。r。

預測占抑振算法 48 包括兩神工作模式 :立即跟棕模式和 或延吋跟棕模式

下面分別迸行具休的介紹。

采用立即跟棕模式吋 ，默汰肖前吋刻汁算得到的焊撻位置AY 等于仇器人

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 34 ( 即 Y ) ，因此一神筒羊的算法是今肖前的預

測跟棕指 AYp等于零，而抑振指 AY 等于AY 。上述的筒羊算法吋仇器人抖劫

的抑制效果良好 ，特別造合焊撻曲率不大的情況。但是由于存在前柳距寓 36

不能保征焊撻位置的游波拮果AY 正好等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的偏差 34

因此可能出現較大的工具中心魚偏差。例如在批量生芒吋 ，板材的重夏定位偏差

分成整休平移偏差和整休傾斜偏差 ，吋于整休傾斜偏差較大的情況 ，如果不預測

前方傾斜的超勢 ，立即跟棕模式將芒生較大的工具中心魚偏差。 在一介奕例中 ，

預測占抑振算法 48汁算AY 相吋于工具中心魚沿焊撻路往前迸的距寓 的平均

斜率 k ，將前柳距寓 36 占平均斜率 丈 相乘 ，得到肖前的預測跟棕指 AY

立即跟棕模式不太造合強非錢性的曲折錢焊撻 ( 例如焊縫曲率較大 ) ，而且

板材的尺寸公差也較大的情況。吋于速神情況 ，采用延吋跟棕模式更力可靠。

采用延吋跟棕模式吋 ，在一神筒羊的算法中 ，肖前吋刻汁算得到的焊撻位

置游波拮果AY 將在延吋A 之后輸出 ，其中A 通常等于前柳距寓 36 除以肖前

仇器人工具中心魚速度 V。換句活晚 ，肖前吋刻的預測跟棕指 AY 等于A 之前

的游波拮果AY 。上述筒羊算法可以較好的造位強日 錢性的曲折錢焊撻 ，而且板

材的尺寸公差也較大的情況 ，但是吋仇器人抖劫的抑制效果較差。圍 - 表示

采用延吋跟棕模式吋由于仇器人抖劫早致跟棕偏差的基本泣程。 以直錢焊撻力



例 ，并假沒仇器人的姿悉始婆保持水平方向 ，即沒有姿悉抖劫。圍中奕錢力奕阮

焊撻 3 ，短划虛錢力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奕阮軌迦 32 ，工具中心魚軌迦中有一灶

較大幅度的波劫。因力焊撻力直錢且仇器人的姿悉始婆保持水平方向 ，因此推早

出焊撻位置參考表中的 Y 。f均力零 ，故焊撻偏移量AY 等于力焊撻偏移抱吋值

Y ，，采用弋划虛錢表示測量得到的焊撻偏移量曲錢 37。 由于仇器人工具中心

魚并未門格按照水平方向前迸 ，而是伴有橫向移劫甚至抖劫 ，如果只根据焊撻偏

移曲錢迸行修正 ，則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 34 力仇器人工具中心

魚奕阮軌迦 32 占焊撻偏移量曲錢 37 的疊加 ，淫鎂奕化的偏差 34 即力偏差曲錢

38 ( 參兄圍 -2 ) ，采用魚划錢表示。在一介奕例中，預測占抑振算法 48 采用

如下方法吋仇器人抖劫迸行抑振 ，將在肖前的AY 減去前一吋刻衣得的AY ，如

果差值大于某一國值 ，則汰力速是仇器人抖劫造成 ，抑振指令AY 等于咳差值 。

同吋將焊撻位置游波拮果AY 減去咳差值AY 并將在延吋A 之后作力AY 輸出 。

需要指出的是預測占抑振算法 48 的奕現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基本奕例 ，可以

迸行方便的折展。例如可以在一荼焊撻的不同囚段先后采用立即跟棕模式占延吋

跟棕模式 ，也可以將立即跟棕模式的汁算拮果占延吋跟棕模式的汁算拮果迸行綜

合 ，汪可以采用更夏朵的算法預測仇器人軌迦的抖劫超勢 ，提前迸行振劫抑制等

竺寸。

最后指出 ，在奕阮焊接吩段 29 也可以先搔不輸出激光迸行焊接 ，而是通泣

同抽柳斑攝像仇 洲測采用跟棕算法占朴僕算法吋的工具中心魚定位效果 ，并

將測量得到的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累汁到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

表 42 中，使工具中心魚軌迦朴僕表 42 的數据迸一步代化。



綜上所述 ，本友明具有如下特魚 :

上 采用安裝在激光加工共前部的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末測量焊撻位置。不

要求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占仇器人工具中心魚之向的前柳距寓特別小 ，因此焊撻

測量侍感器的沒汁唯度和成本都可以降低 ，同吋方便在激光加工共和焊撻測量侍

感器之向安裝各神捕助件 ，如激光填竺焊的送竺拾等。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可以

采用一休式的激光拮枸光侍感器( 即激光拮枸光友射器占柳斑侍感部件均內置在

侍感器中 ) ，也可以是分寓式式的激光拮枸光侍感器 ( 例如前置部分是激光拮枸

光友射器 ，而柳斑感位部件米用同抽柳斑侍感器 ) ，汪可以是立休柳斑侍感器等

2 激光加工共安裝在位置修正裝置上。本友明的奕施例中位置修正裝置力

十宇滑架。而位置修正裝置安裝在仇器人 ( 包括夫市式仇器人和直角坐棕式仇器

人 ) 的末端。位置修正裝置勻仇器人系統狙成宏-微二圾拮枸。仇器人負黃大范

固這劫和吋指定路往的粗定位 ，位置修正裝置奕現小范固這劫和吋指定路往的精

礁定位 ，位置修正裝置占仇器人的這劫相互狙立。仇器人系統的主控制羊元根据

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測量值控制位置修正裝置的這劫 ，因此不必計吋各神仇器

人升友寺用板卡接口。

3．在商仙化激光加工共自帝的同抽光路上安裝同抽柳斑系統 ，通泣圍像灶

理衣得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差量。 因此不必沒汁美 e「VO - ObO 公司

寺利 ( 美匡寺利弓U56430472 中提出的特殊焊撻測量侍感器。

4．在空跑吩段 ，綜合利用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和同抽柳斑測量系統的信息

迸行前方焊撻位置和工具中心魚偏差的汁算 ，衣得工具中心魚空向軌迦占焊撻之

向的偏差朴僕數据和焊撻位置參考數据。



5．在奕阮焊接吩段 ，主控制羊元內置的跟棕算法和朴僕算法根据焊撻位置

測量侍感器的測量值和焊撻位置參考數据汁算位置修正裝置的這劫指 ，E劫位

置修正裝置奕現焊撻跟棕和卡「僕。

本友明主要造用于二蛙平面或三蛙空向中沿看直錢、曲錢和折錢軌迦迸行

移劫的激光焊接和激光切割。采用本友明能糾正各神非錢性因素引起的仇器人跟

棕偏差 ，衣得更高的加工精度 ，并可以方便的安裝送竺拾等捕助裝置。本友明可

以亡泛用于各神需要提高仇器人這劫路往精度的坊合。



杖 利 要 求 半

上一神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沒各伯仇器人本休 ( 工具支架

( 2 位置修正裝置 ( 3 ) ，激光加工共卑元 ( 4 ) 和控制系統狙成，其中 : 安裝

有激光加工共羊元 ( 4 ) 的位置修正裝置 ( 3 ) 位于仇器人本休 ( ) 末端的工具

支架 ( ) 激光加工共羊元 ( 4 ) 定位到焊接材料 ( 6 ) 的焊撻 ( 5 ) 方所述

仇器人本休 ( ) 通泣大范固這劫奕現吋指定路往的粗定位 所述位置修正裝置

( 3 ) 占仇器人本休 ( ) 狙成宏-微二圾拮枸 ，通泣占控制系統淫接 ，通泣小范

固這劫奕現吋指定路往的精礁定位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統包括 :

一焊撻位置信弓灶理羊元 ( 2 ) ，接收激光加工共羊元 ( 4 ) 中焊撻位置測

量侍感器 ( 3 ) 的測量數据 ，并占主控制羊元 ( 20 ) 迸行數据交換

一同抽柳斑信弓灶理羊元 ( 22 ) ，接收激光加工共羊元 ( 4 ) 中同抽柳斑攝

像仇 ( ) 的測量數据 ，并占主控制羊元 ( 20 ) 迸行數据交換

一仇器人控制羊元 ( 23 ，存有用戶控制程序 ，控制仇器人本休 ( ) 的這

劫 ，并占主控制羊元 ( 20 ) 通信

一主控制羊元 ( 20 ) ，存有主控制程序 ，吋末自焊縫位置信弓灶理卑元 ( 2

和同抽柳斑灶理羊元 ( 22 ) 的測量數据迸行同步灶理 ，迸而 E劫位置修正裝置

( 3 ) ，奕現焊撻跟棕和卡「僕。

2 ．按杖利要求 所述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沒各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 ( 3 ) 采用一休式的激光拮枸光侍感器 ，或分寓式的

激光拮枸光侍感器 ，或立休柳斑侍感器。



3 ．按杖利要求 所述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沒各 ，其特征在于 :

所述位置修正裝置 ( 3 ) 采用羊介滑台、或十宇滑架、或更多自由度的串跌、并

跌或串并跌的這劫仇枸。

4 ．一神位用杖利要求 所述沒各使仇器人高精度跟棕指定路往的方法 ，其

特征在于 :奕施泣程分成第一翰空跑、第二翰空跑、奕阮焊接三介吩段 在第一

翰空跑吩段這行朴僕算法 ，在第二翰空跑吩段這行朴僕算法和參考值生成算法 ，

在奕阮焊接吩段這行朴僕算法和跟棕算法 前兩介吩段綜合利用焊撻位置測量信

息和同抽柳斑測量信息汁算前方焊撻位置和仇器人工具中心魚占焊撻之向的偏

差 ，衣得仇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的朴僕數据和焊撻位置參考數据 奕阮焊接

吩段利用焊撻位置測量信息和焊撻位置參考數据迸行跟棕占朴僕控制 ，通泣位置

修正裝置修正仇器人系統的這劫 ，使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沿看指定路往淫鎂前迸 ，

且占指定路往的偏差小于仇器人的路往重夏精度。

5 ．按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在第一翰空跑吩段 ，朴僕算法

在 沮仁" 模式下淫鎂這行 ，即通泣同抽柳斑攝像仇洲測淫鎂衣得仇器人工具中

心魚占奕阮焊撻之向的偏差 ，并根据仇器人工具中心魚速度和吋向汁算肖前仇器

人工具中心魚沿焊撻前迸距寓 ，沿焊撻前迸距寓和吋位的偏差狙成的數狙作力一

狙仇器人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的朴僕數据 ，保存到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朴僕表格

中。

6 ．按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在第二翰空跑吩段 ，朴僕算法

在 回放" 模式下淫鎂這行 ，即伙工具中心魚軌迦偏差朴僕表格中的數据迸行查

找和插朴 ，生成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 ，友送拾位置修正裝置迸行位置修正 ，奕



現工具中心魚的在錢朴僕 并淫鎂這行參考值生成算法 ，將焊撻相吋于焊撻位置

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占位置修正裝置的位移量反蹟值相加衣得焊撻相吋于仇

器人末端原魚的抱吋坐杭同吋通泣同抽柳斑攝像仇洲測衣得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占焊撻之向的偏差將抱吋坐棕占偏差的數据相減得到肖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正好

位于焊撻正上方吋前柳距寓灶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參考坐棕 ，咳參考

坐棕占肖前仇器人沿焊撻前迸距寓狙成的數狙作力一狙焊撻位置參考數据 ，保存

到焊撻位置參考表格中。

7 ．按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奕阮焊接吩段 ，(主控制程序)

淫鎂這行跟棕算法和朴僕算法 其朴僕算法在 回放 模式下淫鎂這行 ，伙工具

中心魚軌迦偏差朴僕表格中的數据迸行查找和插朴 ，生成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

量 其跟棕算法汁算得到預測跟棕指 和抑振指 再將預測跟棕指 、抑振指

今以及工具中心魚偏差朴僕量相加 ，得到位置修正裝置需要沫到的抱吋位姿 其

中所述跟棕算法包括 : 偏差汁算算法、游波算法和預測占抑振算法。

8 ．按杖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偏差汁算算法是將焊撻相

吋于焊撻位置測量侍感器的局部坐棕占位置修正裝置的位移量反蹟值相加衣得

焊撻相吋于仇器人末端原魚的抱吋坐棕 ，根据肖前仇器人工具中心魚沿焊撻前迸

的距寓伙焊撻位置參考表格查找和插朴得到參考坐棕 ，將抱吋坐棕占參考坐棕比

較衣得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的偏差。

9 ．按杖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游波算法是吋偏差汁算算

法汁算得到的偏差迸行降噪灶理。

0 ．按杖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預測占抑振算法汁算出



預測跟棕指 和抑振指 預測占抑振算法包括立即跟棕模式和 或延吋跟棕模

式 ，其中 :

-立即跟棕模式 ，將笙游波算法降噪灶理后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的偏差作力抑振指 ，根据偏差的奕化超勢汁算預測指

-延吋跟棕模式 ，將笙游波算法降噪灶理后的焊撻相吋于仇器人工具中心魚

的偏差作力肖前偏差 ，迸行延吋之后得到預測指 ，將肖前偏差占先前偏差的差

值占用戶指定域值相比較衣得抑振指 。

．按杖利要求 0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立即跟棕模式占延吋跟棕模

式采用先后這用方式 ，或綜合逼用于鵬同一指定路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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