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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

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属于机器人技术领

域。该装置包括固定充电站和安装在移动机器人

上的自充电附件两部分，其中固定充电站包括充

电对接系统，控制系统、无线通信模块A、对接状

态检测系统和供电系统；自充电附件，包括电池

电量监控模块、无线通信模块B和充电座。自充电

附件与移动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和充电电池系统

连接之后，通过执行移动机器人端和固定充电站

端各自的程序，实现自动对接充电。所述充电对

接系统通过单自由度运动的电动推杆实现与充

电座的对接/分离动作，对接状态检测系统通过

电压检测判断对接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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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由固定充电站和安装在机

器人上的自充电附件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充电站包括充电对接系统(1)、对接状态

检测系统(3)、无线通信模块A(4)、供电系统(5)和充电控制系统(6)，其中充电对接系统

(1)、对接状态检测系统(3)、无线通信模块A(4)分别与充电控制系统(6)连接，供电系统(5)

给充电对接系统(1)、对接状态检测系统(3)、无线通信模块A(4)和充电控制系统(6)供电；

所述自充电附件包括与可充电电池组(9)连接的充电座(2)，与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8)连

接的无线通信模块B(10)和电池电量检测模块(7)，电池电量检测模块(7)的检测端与可充

电电池组(9)连接；

所述充电对接系统(1)包括用于固定充电对接系统(1)的充电站支架、电动推杆(11)、

充电触头(12)、限位开关(13)和电机驱动模块(14)，充电站支架上固定有电动推杆(11)，电

机驱动模块(14)驱动电动推杆(11)的驱动电机(112)转动，控制电动推杆(11)伸长或收缩，

充电触头(12)和限位开关(13)设置在电动推杆(11)的自由端；

所述充电座(2)具有卡槽(21)、挡板(22)、金属簧片(23)和弹簧(24)，挡板(22)与卡槽

(21)通过螺栓固连，形成供舌形铜片(122)进入的开口，在开口中设置有金属簧片(23)，金

属簧片(23)与卡槽(21)之间均匀设置有弹簧(24)；

所述金属簧片(23)弯折为三段，分别为接触段、导向段和固定段，接触段为水平状态，

导向段与水平面呈30°角，固定段为竖直状态，金属簧片(23)的固定段与挡板(22)固定连

接；

移动机器人端的控制步骤如下:第一步，移动机器人检测可充电电池电量信息，当电量

低于设定阈值后，移动到设定充电点附近；第二步，移动机器人系统的主控通过无线通信模

块B(10)向固定充电站发送充电请求,并等待充电开始的应答信号；第三步，移动机器人接

收到充电开始的应答信号后，循环监测充电电池电量信息，待电池电量充满后，向固定充电

站发送停止充电请求，并等待停止充电应答信号；第四步，移动机器人接收到停止充电应答

信号后，离开固定充电站，并跳转到第一步；

固定充电站端的控制步骤如下：第一步，固定充电站的充电控制系统(6)通过循环读取

并解析无线通信模块A(4)监听移动机器人发出的充电请求；第二步，当充电控制系统(6)监

听到请求充电指令时，控制驱动电机(112)转动从而驱动电动推杆(11)前伸；第三步，电动

推杆(11)前伸时，充电控制系统(6)周期查询限位开关状态，当限位开关触发后，电动推杆

(11)停止前伸；第四步，充电控制系统(6)通过对接状态检测电路检查对接状态，若对接状

态检测正常，则打开充电开关开始对电池进行充电；第五步，监听移动机器人发出的停止充

电信号，当接收到停止充电信号后，断开充电继电开关，之后控制驱动电机(112)反向转动

从而驱动电动推杆(11)后缩，直到触发后缩限位开关并停止后缩；第六步，发送停止充电应

答信号，并跳转到第一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充电触头(12)包括绝缘基体(121)和舌形扁铜片(122)，绝缘基体(121)的后端

与电动推杆(11)的伸缩杆(111)前端固定连接，绝缘基体(121)的前端固定舌形扁铜片

(122)，限位开关(13)设置在绝缘基体(121)上，通过信号线与充电控制系统(6)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舌形扁铜片(122)为两片，平行且相对固定在绝缘基体(121)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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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推杆(11)的轴线保持水平，且电动推杆(11)的伸缩杆(111)在伸

缩过程中无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挡板(22)与卡槽(21)所形成开口的入口处在挡板(22)与卡槽(21)上设有导

角。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卡槽(21)和挡板(22)为绝缘材料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充电座(2)安装在移动机器人的侧面，开口保持水平，充电插座(2)的开口高

度与充电触头(12)的舌形扁铜片(122)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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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移动机器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

对接充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室内移动机器人(如服务机器人、自动物流场景下的自动导引车AGV)主要依

靠高质量的机载可充电蓄电池组来给自身供电，当电能耗尽的时候需要采用人工充电技

术，这样机器人就处于一种非连续的任务环。因此，要使机器人处在一个连续的任务环中，

必须解决机器人自动充电的问题。目前，一些室内清洁机器人采用了自动充电技术，这类充

电装置充电接线柱裸露在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不便于进行大电流充电。一些自动导

引车AGV采用了自动对接充电技术，但多属于专款专用，不便作为功能模块便捷的部署到其

他机器人系统中。一些自动充电装置需要增加传感器实现精确对准，增加了系统复杂度和

使用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具有模块化，低成本，高安全性，适用范围广，即

插即用特点的简单实用的自动对接充电技术方案，该方案可在室内移动机器人领域进行广

泛应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

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由固定充电站和安装在机器人上的自充电附件组成，所述固定充电

站包括充电对接系统、对接状态检测系统、无线通信模块A、供电系统和充电控制系统，其中

充电对接系统、对接状态检测系统、无线通信模块A分别与充电控制系统连接，供电系统给

充电对接系统、对接状态检测系统、无线通信模块A和充电控制系统供电；所述自充电附件

包括与可充电电池组连接的充电座，与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连接的无线通信模块B和电池

电量检测模块，电池电量检测模块的检测端与可充电电池组连接。

[0005] 具体地，所述充电对接系统包括用于固定充电对接系统的充电站支架、电动推杆、

充电触头、限位开关和电机驱动模块，充电站支架上固定有电动推杆，电机驱动模块驱动电

动推杆的驱动电机转动，控制电动推杆伸长或收缩，充电触头和限位开关设置在电动推杆

的自由端。充电触头包括绝缘基体和舌形扁铜片，绝缘基体的后端与电动推杆的伸缩杆前

端固定连接，绝缘基体的前端固定舌形扁铜片，限位开关设置在绝缘基体上，通过信号线与

充电控制系统连接。舌形扁铜片为两片，平行且相对固定在绝缘基体的两侧。

[0006]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电动推杆的轴线保持水平，且电动推杆的伸缩杆在伸缩过程

中无转动。

[0007] 进一步充电座的具体结构为：所述充电座具有卡槽、挡板、金属簧片和弹簧，挡板

与卡槽通过螺栓固连，形成供舌形铜片进入的开口，卡槽和挡板为绝缘材料制成，在开口中

设置有金属簧片，金属簧片与卡槽之间均匀设置有弹簧。金属簧片弯折为三段，分别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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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导向段和固定段，接触段为水平状态，导向段与水平面呈30°角，固定段为竖直状态，金

属簧片(23)的固定段与挡板固定连接。挡板与卡槽所形成开口的入口处在挡板与卡槽上设

有导角。

[0008] 所述充电座安装在移动机器人的侧面，开口保持水平(使充电座与充电站相配

合)，充电插座的开口高度与充电触头的舌形扁铜片平齐。

[0009]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10] 鉴于以上方案，本发明提供的模块化自动对接充电系统，方便将其快速部署到需

要的机器人系统中，实现即插即用，同时兼具安全防护等级高、对机器人的运动定位精度无

过高要求等特点，必将大大推动自动对接充电技术在室内移动机器人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简单可靠的自动装置，充分利用室内移动机器人移动过程中水

平运动特点，充电座设置长的楔形开口降低对接操作精度要求。该装置将结构相对简单的

充电座设置于移动机器人端，对于多机器人系统只需要增加充电座，其他部分可以复用，显

著降低多机器人自充电系统成本。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自动充电装置系统框图；

[0013] 图2为自动对接系统和充电座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自动对接系统和充电座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充电座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充电座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充电对接状态检测电路；

[0018] 图7为自动对接充电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展示了一种适用于室内移动机器人的通用型自动对接充电装置的系统框图，

包括固定充电站(见图1(a))和安装在移动机器人上的自充电附件(见图1(b)中的虚线框部

分)两部分。所述固定充电站包括充电对接系统(见图1(a)中的虚线框部分)，充电控制系

统、无线通信模块A、对接状态检测系统和供电系统。所述自充电附件(见图1(b)中的虚线框

部分)，包括充电座、电池电量检测模块、无线通信模块A。自充电附件与移动机器人的控制

系统和可充电电池组连接之后，移动机器人和固定充电站的控制程序协同工作实现自动对

接充电。

[0021] 图2和图3展示了一种优选的固定充电站侧充电对接系统和移动机器人侧充电座

的机构示意图。图2中充电对接系统1由充电站支架(图2中未画出)、电动推杆11、充电触头

12、限位开关13和电机驱动模块(图2中未画出)构成。所述电动推杆11固定于充电站支架

上，电动推杆轴线保持水平。电动推杆的伸缩杆111在伸缩过程中无转动。所述充电触头由

绝缘基体121和舌形扁铜片122构成。绝缘基体121为绝缘材料，绝缘基体121后端与电动推

杆的伸缩杆111前端固定连接。绝缘基体121上下两侧固定舌形扁铜片122，绝缘基体121左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6786882 B

5



右两侧固定限位开关13。所述电动推杆中的驱动电机112通过电机驱动模块与充电控制系

统连接。

[0022] 图4和图5展示了一种优选的安装于移动机器人侧面的充电座结构示意图。移动机

器人侧充电座2由卡槽21、挡板22、金属簧片23和弹簧24构成，其中卡槽21和挡板23为绝缘

材料。卡槽中部凸起两侧和挡板靠近卡槽中部一侧设有导角，挡板23和卡槽21通过螺栓固

连，连接之后充电座形成两条水平方向的楔形开口25(见图4)。楔形开口25间隙大于充电触

头舌形扁铜片122厚度，开口宽度根据移动机器人的定位精度设置合理余量。楔形卡口25对

充电触头对接过程起导向作用。挡板22与卡槽21之间设置有金属簧片23，金属簧片23弯折

为三段，分别为接触段、导向段和固定段。金属簧片23的接触段为水平状态，面积最大，其上

固定有均匀布置的弹簧24，保证金属簧片23和充电触头舌形扁铜片122可靠接触，金属簧片

23的导向段与水平面呈30°角，引导充电触头的扁铜片顺利插入。金属簧片23的固定段为竖

直状态，该部分与挡板22通过螺栓固定，与移动机器人可充电电池两极导通的导线连接于

此螺栓上。楔形开口25和金属簧片23的导向段有助于充电触头顺利插入充电座。充电座2固

定安装于移动机器人的侧面，充电座的楔形开口25保持水平，充电插座的水平楔形开口25

高度与充电触头的舌形扁铜片122平齐(见图2)。

[0023] 所述固定充电站侧对接状态检测系统3，通过设计电压检测电路检测触头扁铜片

122是否与充电座金属簧片23可靠接触。其工作原理为，当簧片与充电触头金属片(舌形扁

铜片122)可靠接触时，电压检测电路能检测到稳定电压；当无接触或接触不可靠时，电压检

测电路无法检测到电压或电压存在波动。当接触可靠时打开开关进行充电；当接触不可靠

时，缩短充电触头，调整移动机器人的位置和方向，重新进行对接操作，直至检测到可靠接

触。

[0024] 图6展示了一种可行的电压检测电路。该电路采用OPA333运放实现电压比较器功

能，同相输入+IN＝1.47V，当充电对接系统未接触时，反向输入-IN＝0，由+IN>-IN,可知输

出OUT＝5V，为高电平。当充电对接系统可靠接触时，则-IN＝3.08V，由-IN>+IN，可知输出

OUT＝0。将此高低电平信号送入对接控制系统检测，即可完成对接装置可靠接触检测功能。

[0025] 所述固定充电站侧对充电控制系统6，选用低功耗嵌入式微处理芯片作为主控系

统；该芯片的2个数字输入口采集限位开关的状态，2个数字输出口与电机驱动模块14相连，

分别控制电动推杆驱动电机112的正反转和电机使能开关，1个串行接口与无线通信模块A 

4相连，1个模拟输入口与对接状态检测模块相连。

[0026] 所述固定充电站侧供电系统5采用AC-DC开关电源，分别为充电控制系统6、电机驱

动模块14、对接状态检测系统3和无线通信模块A  4提供能源。

[0027] 固定充电站和移动机器人侧的无线通信模块A  4和无线通信模块B  10采用相同模

块，该模块均通过串行接口与固定充电站或移动机器人侧的移动机器人控制测的主控芯片

连接。

[0028] 电池电量检测模块7，采用库伦计测量电池电量，通过串口与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相连。

[0029] 为了实现自主对接充电，需要移动机器人和固定充电站协同工作方能实现，两侧

控制程序流程如图7所示。如图7(a)所示，移动机器人端的控制程序流程如下:第一步，移动

机器人检测可充电电池电量信息，当电量低于设定阈值后，移动到设定充电点附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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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移动机器人系统的主控通过无线通信模块B向自动充电装置发送充电请求,并等待充电

开始的应答信号；第三步，移动机器人接收到充电开始的应答信号后，循环监测充电电池电

量信息，待电池电量充满后，向自动充电装置端发送停止充电请求，并等待停止充电应答信

号；第四步，移动机器人接收到停止充电应答信号后，离开充电站，并跳转到第一步。

[0030] 如图7(b)所示，固定充电站端的控制程序流程如下：第一步，自动充电装置主控系

统通过循环读取并解析无线通信模块A监听移动机器人发出的充电请求；第二步，当自动充

电装置主控系统监听到请求充电指令时，控制电机转动从而驱动充电插头(舌形扁铜片)前

伸；第三步，电动推杆前伸时，主控系统周期查询限位开关状态，当限位开发触发后，电动推

杆停止前伸；第四步，自动充电装置通过对接状态检测电路检查对接状态，若对接状态检测

正常，则打开充电开关开始对电池进行充电；第五步，监听移动机器人发出的停止充电信

号，当接受到停止充电信号后，断开充电继电开关，之后控制丝杠电机反向转动从而驱动充

电插头后缩，直到触发后缩限位开关并停止后缩；第六步，发送停止充电应答信号，并跳转

到第一步。

[0031] 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效变

化和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6786882 B

7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8

CN 106786882 B

8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106786882 B

9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106786882 B

10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06786882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