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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

配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设备领域，公开了一种基

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其包

括底板，底板上固定有焊接机械手，底板的下方

设有小车轮组；第一齿条和第一导轨组上设置有

沿第一导轨组直线运动的焊接机械手，焊接机械

手包括焊接平台，焊接平台的下方设置有支撑

腿，支撑腿滑动设置在第一导轨组上，第一电机

的输出轴同轴连接有第一齿轮，第一齿轮和第一

齿条相互啮合，第一电机的一侧设置有安装杆，

安装杆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轮，支撑轮与底板滚动

接触；焊接平台上安装有转盘，转盘的外部套设

有齿轮环，齿轮环的内侧面与转盘的外侧面过盈

配合，齿轮环啮合有第二齿轮。本装置具有使用

范围广，成本低，传动控制精确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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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装配生产线

(300)，装配生产线(300)的一侧设置有送料传送带(301)，送料传送带(301)的一侧设置有

抓料机械手(302)，抓料机械手(302)将送料传送带(301)的待加工件送入装配生产线(300)

进行装配，装配生产线(300)的另一侧设置有传送轨道(303)，传送轨道(303)上设置有焊接

机器人(304)，焊接机器人(304)沿装配生产线(300)运动方向行走，焊接机器人(304)包括

机器人主体和用于控制机器人主体运动的控制系统，机器人主体包括底板(100)，底板

(100)上设置有第一齿条(101)和第一导轨组(102)，第一齿条(101)和第一导轨组(102)上

设置有沿第一导轨组(102)直线运动的焊接机械手(103)；焊接机械手(103)包括焊接平台

(104)，焊接平台(104)的下方设置有支撑腿(127)，支撑腿(127)滑动设置在第一导轨组

(102)上，焊接平台(104)的下端面设置有行走动力组，行走动力组包括第一电机(105)，第

一电机(105)的输出轴同轴连接有第一齿轮(106)，第一齿轮(106)和第一齿条(101)相互啮

合，第一电机(105)的一侧设置有安装杆(107)，安装杆(107)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轮(108)，支

撑轮(108)与底板(100)滚动接触；焊接平台(104)上安装有转盘(109)，转盘(109)的外部套

设有齿轮环(110)，齿轮环(110)的内侧面与转盘(109)的外侧面过盈配合，齿轮环(110)的

一侧啮合有第二齿轮(111)，另一侧啮合有测量齿条(200)，焊接平台(104)上设置有第二导

轨(201)，测量齿条(200)的底部设置在第二导轨(201)上且沿第二导轨(201)滑动，第二齿

轮(111)上安装有转轴，转轴穿过焊接平台(104)，焊接平台(104)的下方设置有第二电机

(112)，第二电机(112)的输出轴与转轴同轴连接并带动第二齿轮(111)转动，齿轮环(110)

和第二齿轮(111)的啮合带动转盘(109)转动；转盘(109)上设置有第一安装架(113)，第一

安装架(113)上安装有主动丝杆(114)，主动丝杆(114)的上端与第一安装架(113)相连，下

端与转盘(109)相连，主动丝杆(114)的上端安装有第三电机(115)，第三电机(115)固定安

装在第一安装架(113)上，主动丝杆(114)的上端设置有传动齿轮(202)，传动齿轮(202)的

两侧啮合有过渡齿轮(203)，过渡齿轮(203)固定在第一安装架(113)上，第一安装架(113)

上还设置有两根从动丝杆(204)分别对应设置在主动丝杆(114)的两侧，从动丝杆(204)的

一端与第一安装架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转盘转动连接，从动丝杆(204)的上端同轴固连有从

动齿轮(205)，从动齿轮(205)的圆心和主动齿轮的圆心位于同一直线且所处的高度相同，

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205)的参数相同，主动丝杆(114)上套设有焊接组件(116)，焊接组件

(116)包括安装调节板(117)，安装调节板(117)与主动丝杆(114)、从动丝杆(204)相配合，

第一安装架(113)上设置有竖直方向的第三导轨(250)，安装调节板(117)落在第三导轨

(250)上沿第三导轨(250)滑动；第三电机(115)带动主动丝杆(114)、传动齿轮(202)转动，

传动齿轮(202)通过过渡齿轮(203)带动从动齿轮(205)同速转动，从动齿轮(205)带动从动

丝杆(204)转动，主动丝杆(114)和从动丝杆(204)的参数相同，安装调节板(117)通过主动

丝杆和从动丝杆(204)的带动上下运动，安装调节板(117)上安装有焊枪组件(118)，焊枪组

件(118)包括第二安装架(119)，第二安装架(119)固定在安装调节板(117)上，第二安装架

(119)上安装有安装轴(120)，安装轴(120)的两端与第二安装架(119)通过轴承转动连接，

安装轴(120)上设置有第三齿轮(121)和固定焊枪的焊枪架(122)，第三齿轮(121)啮合有第

四齿轮(123)，第二安装架(119)上设置有支撑板(124)，支撑板(124)上安装有第四电机

(125)，第四电机(125)和第四齿轮(123)相连带动第四齿轮(123)转动，第二安装架的上端

设置有机器视觉系统(206)，机器视觉系统(206)包括第五电机(207)，第五电机(207)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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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安装轴(208)，第一安装轴(208)上设置有摄像头(209)，第五电机(207)通过带动第

一安装轴(208)转动带动摄像头(209)进行转角运动；焊枪组件(118)的一侧设置有锤击装

置(210)，锤击装置(210)安装在安装调节板(117)上，锤击装置(210)包括锤击安装架

(211)，锤击安装架(211)的顶部设置有旋转电机(212)，旋转电机(212)连接有第二安装轴

(213)，第二安装轴(213)上套设置有锤击板(214)，锤击板(214)和第二安装轴(213)铰接，

第二安装轴(213)的端部固定设置有水平的安装板(215)，安装板(215)上的上侧设置有锤

击气缸(216)，锤击气缸(216)的活塞杆通过万向接头和锤击板(214)连接，锤击板(214)的

一端固连有敲击锤(217)，敲击锤(217)和锤击气缸(216)分别对应设置第二安装轴(213)的

两侧；安装板(215)上还设置有吹气嘴(218)，吹气嘴(218)设置在靠近敲击锤(217)的一侧；

焊枪组件(118)的另一侧设置有清洁装置(219)，清洁装置(219)包括清洁电机(220)，清洁

电机(220)连接有摇臂(221)，清洁电机(220)带动摇臂(221)进行转动，摇臂(221)的一端设

置有钢刷(222)，钢刷(222)连接有第六电机(223)，第六电机(223)带动钢刷(222)转动，钢

刷(222)的一侧设置有吸尘嘴(224)，吸尘嘴(224)通过吸尘软管(225)连接至集尘装置

(226)，集尘装置(226)设置在转盘上，集尘装置(226)设置有集尘管(227)，集尘管(227)与

吸尘软管(225)连通；集尘管(227)旁通有吸烟嘴(228)，吸烟嘴(228)固定在第二安装架

(119)上，吸烟嘴(228)连接有流量调节阀；

所述的底板(100)的下方设置有小车轮组，小车轮组包括驱动轮组(140)和转向轮组

(141)，驱动轮组(140)包括驱动轮(142)，驱动轮(142)通过设置驱动轴(143)连接，驱动轴

(143)上设置有第一驱动齿轮(144)，底板(100)的下端面设置有驱动电机(145)，驱动电机

(145)与底板(100)固连，驱动电机(145)连接有第二驱动齿轮(146)，第一驱动齿轮(144)与

第二驱动齿轮(146)啮合，驱动电机(145)通过带动第二驱动齿轮(146)转动驱动驱动轮

(142)转动，其中驱动轴(143)所在轴线与第一导轨组(102)所在直线垂直；第一安装架

(113)上固定有第一导轴(126)，第一导轴(126)的上端与第一安装架(113)固连，第一导轴

(126)的下端与转盘(109)固连，安装调节板(117)套设在第一导轴(126)上，安装调节板

(117)的内部设置有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第一导轴(126)相配合：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机

器视觉系统(206)与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第四电机、第五

电机(207)、第六电机(223)、清洁电机(220)和锤击气缸(216)通过导线连接控制，测量齿条

(200)上设置有位移传感器，测量齿条(200)行程的两端设置有防撞开关，所述的第一安装

架(113)的上端和下端设置有用于控制安装调节板上下行程的限位开关，支撑轮(108)和底

板(100)弹性接触；所述的机器视觉系统(206)包括机器视觉定位系统和机器视觉检测系

统，控制器内设置有存储模块，控制器根据机器视觉定位系统和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传输的

信号对第四电机、第六电机(223)、清洁电机(220)和锤击气缸(216)进行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其特征在

于：转向轮组(141)包括从动轮(147)，从动轮(147)与底板(100)之间为组成万向节结构，从

动轮(147)与底板之间连接有转动杆，转动杆的两端通过万向节(148)与从动轮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其特征在

于：抓料机械手(302)和送料传送带(301)的数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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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领域，尤其涉及了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动化更加痴迷，自动化生产线有其独特的优

势，比如人力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容易控制。自动化生产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器人，传

统的流水线生产机器人的使用多数局限于机器人手臂的使用，然后对机器人手臂的部分进

行改进，造价较高，不适合长距离进行操作作业；焊接作为一种常用的连接方式，具有连接

强度高，不易损坏等优点。传统的机器人只是简单的机器人手臂，对流水线上输送的零部件

进行简单的焊接，功能单一，适用范围较窄。传统的装配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低，各个工位之

间的关联性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等缺点，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

生产装配系统。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5] 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包括装配生产线，装配生产线

的一侧设置有送料传送带，送料传送带的一侧设置有抓料机械手，抓料机械手将送料传送

带的待加工件送入装配生产线进行装配，装配生产线的另一侧设置有传送轨道，传送轨道

上设置有焊接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沿装配生产线运动方向行走，焊接机器人包括机器人主

体和用于控制机器人主体运动的控制系统，机器人主体包括底板，底板上设置有第一齿条

和第一导轨组，第一齿条和第一导轨组上设置有沿第一导轨组直线运动的焊接机械手；焊

接机械手包括焊接平台，焊接平台的下方设置有支撑腿，支撑腿滑动设置在第一导轨组上，

焊接平台的下端面设置有行走动力组，行走动力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同轴

连接有第一齿轮，第一齿轮和第一齿条相互啮合，第一电机的一侧设置有安装杆，安装杆的

底部设置有支撑轮，支撑轮与底板滚动接触；焊接平台上安装有转盘，转盘的外部套设有齿

轮环，齿轮环的内侧面与转盘的外侧面过盈配合，齿轮环的一侧啮合有第二齿轮，另一侧啮

合有测量齿条，焊接平台上设置有第二导轨，测量齿条的底部设置在第二导轨上且沿第二

导轨滑动，第二齿轮上安装有转轴，转轴穿过焊接平台，焊接平台的下方设置有第二电机，

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转轴同轴连接并带动第二齿轮转动，齿轮环和第二齿轮的啮合带动转

盘转动；转盘上设置有第一安装架，第一安装架上安装有主动丝杆，主动丝杆的上端与第一

安装架相连，下端与转盘相连，主动丝杆的上端安装有第三电机，第三电机固定安装在第一

安装架上，主动丝杆的上端设置有传动齿轮，传动齿轮的两侧啮合有过渡齿轮，过渡齿轮固

定在第一安装架上，第一安装架上还设置有两根从动丝杆分别对应设置在主动丝杆的两

侧，从动丝杆的一端与第一安装架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转盘转动连接，从动丝杆的上端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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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连有从动齿轮，从动齿轮的圆心和主动齿轮的圆心位于同一直线且所处的高度相同，主

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参数相同，主动丝杆上套设有焊接组件，焊接组件包括安装调节板，安

装调节板与主动丝杆、从动丝杆相配合，第一安装架上设置有竖直方向的第三导轨，安装调

节板落在第三导轨上沿第三导轨滑动；第三电机带动主动丝杆、传动齿轮转动，传动齿轮通

过过渡齿轮带动从动齿轮同速转动，从动齿轮带动从动丝杆转动，主动丝杆和从动丝杆的

参数相同，安装调节板通过主动丝杆和从动丝杆的带动上下运动，安装调节板上安装有焊

枪组件，焊枪组件包括第二安装架，第二安装架固定在安装调节板上，第二安装架上安装有

安装轴，安装轴的两端与第二安装架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安装轴上设置有第三齿轮和固定

焊枪的焊枪架，第三齿轮啮合有第四齿轮，第二安装架上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安装有第

四电机，第四电机和第四齿轮相连带动第四齿轮转动，第二安装架的上端设置有机器视觉

系统，机器视觉系统包括第五电机，第五电机连接有第一安装轴，第一安装轴上设置有摄像

头，第五电机通过带动第一安装轴转动带动摄像头进行转角运动；焊枪组件的一侧设置有

锤击装置，锤击装置安装在安装调节板上，锤击装置包括锤击安装架，锤击安装架的顶部设

置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连接有第二安装轴，第二安装轴上套设置有锤击板，锤击板和第二

安装轴铰接，第二安装轴的端部固定设置有水平的安装板，安装板上的上侧设置有锤击气

缸，锤击气缸的活塞杆通过万向接头和锤击板连接，锤击板的一端固连有敲击锤，敲击锤和

锤击气缸分别对应设置第二安装轴的两侧；安装板上还设置有吹气嘴，吹气嘴设置在靠近

敲击锤的一侧；焊枪组件的另一侧设置有清洁装置，清洁装置包括清洁电机，清洁电机连接

有摇臂，清洁电机带动摇臂进行转动，摇臂的一端设置有钢刷，钢刷连接有第六电机，第六

电机带动钢刷转动，钢刷的一侧设置有吸尘嘴，吸尘嘴通过吸尘软管连接至集尘装置，集尘

装置设置在转盘上，集尘装置设置有集尘管，集尘管与吸尘软管连通；集尘管旁通有吸烟

嘴，吸烟嘴固定在第二安装架上，吸烟嘴连接有流量调节阀。

[0006] 作为优选，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机器视觉系统与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第一电

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第四电机、第五电机、第六电机、清洁电机和锤击气缸通过导线连

接控制，测量齿条上设置有位移传感器，测量齿条行程的两端设置有防撞开关，所述的第一

安装架的上端和下端设置有用于控制安装调节板上下行程的限位开关，支撑轮和底板弹性

接触。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机器视觉系统包括机器视觉定位系统和机器视觉检测系统，控

制器内设置有存储模块，控制器根据机器视觉定位系统和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传输的信号对

第四电机、第六电机、清洁电机和锤击气缸进行控制。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底板的下方设置有小车轮组，小车轮组包括驱动轮组和转向轮

组，驱动轮组包括驱动轮，驱动轮通过设置驱动轴连接，驱动轴上设置有第一驱动齿轮，底

板的下端面设置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与底板固连，驱动电机连接有第二驱动齿轮，第一驱

动齿轮与第二驱动齿轮啮合，驱动电机通过带动第二驱动齿轮转动驱动驱动轮转动，其中

驱动轴所在轴线与第一导轨组所在直线垂直；第一安装架上固定有第一导轴，第一导轴的

上端与第一安装架固连，第一导轴的下端与转盘固连，安装调节板套设在第一导轴上，安装

调节板的内部设置有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第一导轴相配合。

[0009] 作为优选，转向轮组包括从动轮，从动轮与底板之间为组成万向节结构，从动轮与

底板之间连接有转动杆，转动杆的两端通过万向节与从动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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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抓料机械手和送料传送带的数量相同。

[0011]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提供的装配生产线不仅能够进行部件之间的自动化组装，同时能够对组装

的零部件进行焊接，整个焊接过程为分步焊接，分步焊接的优点在于保证了下一步装配的

可靠性、稳定性，使整个装配系统更加智能化，装配更加多样化。

[0013] 同时本发明所提供的机器人，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焊接作业，同时能够对附着的

焊药进行敲击清除，而且利用机器视觉能够进行检测焊接质量，以及后续的清理焊渣的功

能功能。采用齿轮齿条传动的方式保证了整个装置传动的稳定性，精确性，同时易于控制。

整个焊接装置自由度高，不仅能够水平方向的直线运动，同时能够保证焊接机构具有水平

方向的旋转自由度和竖直方向的旋转自由度，满足不同位置焊点的焊接需求。而且所有旋

转运动均采用齿轮啮合的方式进行控制，从而保证了位置的精确定位，同时用户也可以根

据实际需求进行控制。在进行轨道直线焊接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具体的焊接需求对焊枪

到焊件的距离、角度和高度进行微调。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具体实施方式装配生产线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实施例1焊接机器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2I部分的放大图；

[0017] 图4是图3II部分的放大图；

[0018] 图5是图3III部分的放大图；

[0019] 图6是图2的后视图；

[0020] 图7是实施例2焊接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100一底板、101一第一齿条、102一第

一导轨组、103一焊接机械手、104一焊接平台、105一第一电机、106一第一齿轮、107一安装

杆、108一支撑轮、109一转盘、110一齿轮环、111一第二齿轮、112一第二电机、113一第一安

装架、114一主动丝杆、115一第三电机、116一焊接组件、117一安装调节板、118一焊枪组件、

119一第二安装架、120一安装轴、121一第三齿轮、122一焊枪架、123一第四齿轮、124一支撑

板、125一第四电机、126一第一导轴、127一支撑腿、200一测量齿条、201一第二导轨、202一

传动齿轮、203一过渡齿轮、204一从动丝杆、205一从动齿轮、206一机器视觉系统、207一第

五电机、208一第一安装轴、209一摄像头、210一锤击装置、211一锤击安装架、212一旋转电

机、213一第二安装轴、214一锤击板、215一安装板、216一锤击气缸、217一敲击锤、218一吹

气嘴、219一清洁装置、220一清洁电机、221一摇臂、222一钢刷、223一第六电机、224一吸尘

嘴、225一吸尘软管、226一集尘装置、227一集尘管、228一吸烟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基于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装配系统，包括装配生

产线300，装配生产线300的一侧设置有送料传送带301，送料传送带301的一侧设置有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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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302，抓料机械手302将送料传送带301的待加工件送入装配生产线300进行装配，装

配生产线300的另一侧设置有传送轨道303，传送轨道303上设置有焊接机器人304，焊接机

器人304沿装配生产线300运动方向行走，焊接机器人304包括机器人主体和用于控制机器

人主体运动的控制系统，所述的抓料机械手302和送料传送带301的数量相同，机器人主体

包括底板100，底板100上设置有第一齿条101和第一导轨组102，第一齿条101和第一导轨组

102上设置有沿第一导轨组102直线运动的焊接机械手103；焊接机械手103包括焊接平台

104，焊接平台104的下方设置有支撑腿127，支撑腿127滑动设置在第一导轨组102上，焊接

平台104的下端面设置有行走动力组，行走动力组包括第一电机105，第一电机105的输出轴

同轴连接有第一齿轮106，第一齿轮106和第一齿条101相互啮合，第一电机105的一侧设置

有安装杆107，安装杆107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轮108，支撑轮108与底板100滚动接触；焊接平

台104上安装有转盘109，转盘109的外部套设有齿轮环110，齿轮环110的内侧面与转盘109

的外侧面过盈配合，齿轮环110的一侧啮合有第二齿轮111，另一侧啮合有测量齿条200，焊

接平台104上设置有第二导轨201，测量齿条200的底部设置在第二导轨201上且沿第二导轨

201滑动，第二齿轮111上安装有转轴，转轴穿过焊接平台104，焊接平台104的下方设置有第

二电机112，第二电机112的输出轴与转轴同轴连接并带动第二齿轮111转动，齿轮环110和

第二齿轮111的啮合带动转盘109转动；转盘109上设置有第一安装架113，第一安装架113上

安装有主动丝杆114，主动丝杆114的上端与第一安装架113相连，下端与转盘109相连，主动

丝杆114的上端安装有第三电机115，第三电机115固定安装在第一安装架113上，主动丝杆

114的上端设置有传动齿轮202，传动齿轮202的两侧啮合有过渡齿轮203，过渡齿轮203固定

在第一安装架113上，第一安装架113上还设置有两根从动丝杆204分别对应设置在主动丝

杆114的两侧，从动丝杆204的一端与第一安装架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转盘转动连接，从动丝

杆204的上端同轴固连有从动齿轮205，从动齿轮205的圆心和主动齿轮的圆心位于同一直

线且所处的高度相同，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205的参数相同，主动丝杆114上套设有焊接组

件116，焊接组件116包括安装调节板117，安装调节板117与主动丝杆114、从动丝杆204相配

合，第一安装架113上设置有竖直方向的第三导轨250，安装调节板117落在第三导轨250上

沿第三导轨250滑动；第三电机115带动主动丝杆114、传动齿轮202转动，传动齿轮202通过

过渡齿轮203带动从动齿轮205同速转动，从动齿轮205带动从动丝杆204转动，主动丝杆和

从动丝杆204的参数相同，安装调节板通过主动丝杆和从动丝杆204的带动上下运动，安装

调节板117上安装有焊枪组件118，焊枪组件118包括第二安装架119，第二安装架119固定在

安装调节板117上，第二安装架119上安装有安装轴120，安装轴120的两端与第二安装架119

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安装轴120上设置有第三齿轮121和固定焊枪的焊枪架122，第三齿轮

121啮合有第四齿轮123，第二安装架119上设置有支撑板124，支撑板124上安装有第四电机

125，第四电机125和第四齿轮123相连带动第四齿轮123转动，第二安装架的上端设置有机

器视觉系统206，机器视觉系统206包括第五电机207，第五电机207连接有第一安装轴208，

第一安装轴208上设置有摄像头209，第五电机207通过带动第一安装轴208转动带动摄像头

209进行转角运动；焊枪组件118的一侧设置有锤击装置210，锤击装置210安装在安装调节

板117上，锤击装置210包括锤击安装架211，锤击安装架211的顶部设置有旋转电机212，旋

转电机212连接有第二安装轴213，第二安装轴213上套设置有锤击板214，锤击板214和第二

安装轴213铰接，第二安装轴213的端部固定设置有水平的安装板215，安装板215上的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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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锤击气缸216，锤击气缸216的活塞杆通过万向接头和锤击板214连接，锤击板214的

一端固连有敲击锤217，敲击锤217和锤击气缸216分别对应设置第二安装轴213的两侧；安

装板215上还设置有吹气嘴218，吹气嘴218设置在靠近敲击锤217的一侧；焊枪组件118的另

一侧设置有清洁装置219，清洁装置219包括清洁电机220，清洁电机220连接有摇臂221，清

洁电机220带动摇臂221进行转动，摇臂221的一端设置有钢刷222，钢刷222连接有第六电机

223，第六电机223带动钢刷222转动，钢刷222的一侧设置有吸尘嘴224，吸尘嘴224通过吸尘

软管225连接至集尘装置226，集尘装置226设置在转盘上，集尘装置226设置有集尘管227，

集尘管227与吸尘软管225连通；集尘管227旁通有吸烟嘴228，吸烟嘴228固定在第二安装架

119上，吸烟嘴228连接有流量调节阀。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机器视觉系统206与控制器通

过导线连接，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第四电机、第五电机207、第六电机223、清洁电

机220和锤击气缸216通过导线连接控制，测量齿条200上设置有位移传感器，测量齿条200

行程的两端设置有防撞开关，所述的第一安装架113的上端和下端设置有用于控制安装调

节板上下行程的限位开关，支撑轮108和底板100弹性接触，所述的锤击板214上设置有震动

开关，震动开关与控制器连通，控制器根据接收震动开关的信号对吹气嘴218进行通气操

作，其中震动开关的震动灵敏性可调，保证吹气嘴218的及时性，避免过多的浪费资源。

[0025] 本实施例中，该机器人坐落在传送轨道303上，然后经传送轨道303的链传动或者

其他传动方式带动运动，该种方式适合所加工件不便于在流水线上进行运输，然后采用机

器人运动对加工件进行主动运输。整个装配过程为，首先整个装配过程为分步装配过程，抓

料机械手302将送料传送带301上的待加工零件运送至装配生产线300进行装配，然后焊接

机器人304对第一步装配的工件进行焊接操作，然后装配生产线300将第一步完成的装配件

进入第二工位进行第二步装配，当装配生产线300不便于运送焊接件时，可以采用抓料机械

手302将焊接件运送至下一个装配焊接工位，焊接机器人304行走至下一个装配焊接工位；

所述的装配生产线300上设置有夹具用于固定焊接件，该流水线上设置有定位系统，由于被

加工件的焊点位置已知，所以将被加工件的需要进行焊接的位置信息进行录入，比如采用

定义一个原点坐标，然后将各个焊点相对于原点的坐标信息录入到控制器，控制器根据各

个焊点的坐标信息，对第一电机105进行控制，从而控制整个机器人主体靠近或者远离焊

点；对第三电机115进行控制转动，从而完成对整个安装调节板117上下运动的控制，然后控

制器再对第二电机进行控制，从而控制转盘109转动的角度，其中由于转盘较大，为了更加

精确保证转盘109转过的角度，本实施例通过齿轮环110带动测量齿条滑动，然后记录齿条

滑动的距离对转盘109转过的角度进行测量，形成反馈机制，同时防撞开关保证了转盘109

主体不会出现因为意外故障过转对转盘109上的设备造成伤害，保证了设备的安全性。当焊

枪到达焊点所在的坐标点时，控制器控制进行焊接操作，当焊接完成后，机器视觉系统的机

器视觉的定位系统对焊接产生的药皮位置进行捕捉，然后控制器控制旋转电机212到达所

述位置，敲击气缸216的活塞杆伸出，带动敲击锤217进行1敲击操作，敲击的过程中安装板

215上的震动开关得到震动信号，并将该信号传输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敲击信号控制吹气

嘴218连接的电磁开关阀，控制吹气嘴218的吹气操作，同时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将采集的焊

接完成图片传输给控制器并与存储器内的图片进行对比，判断焊接质量，如果存在虚焊、漏

焊则进行补焊操作，完成一个焊点的焊接后，机器视觉系统将得到的图片信息传输给控制

器，控制器根据图片信息判断是否产生了焊渣，以及产生的焊渣位置，如果产生焊渣，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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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及控制清洁电机220带动摇臂221靠近焊渣，然后第六电机223带动钢刷进行除渣作业，

同时集尘管227对焊渣进行吸附；整个焊接过程中吸烟嘴228一直进行吸烟操作，保证了车

间环境的卫生。

[0026] 其中采用主动丝杆114和从动丝杆204的方式进行传动，能够提供稳定的竖直方向

的承载，所述的主动丝杆114和从动丝杆204为相同的丝杆，且三者相互之间构成三角形。而

且，所述的第一导轴126的上端与第一安装架113固连，第一导轴126的下端与转盘109固连，

安装调节板117套设在第一导轴126上，安装调节板117的内部设置有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

第一导轴126相配合。

[0027] 本实施例中所使用的电机均为伺服电机，其中整个机器人运动的方向始终与第一

导轨102所在直线垂直。

[0028] 实施例2

[0029]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之处在于，所述的底板100的下方设

置有小车轮组，小车轮组包括驱动轮组140和转向轮组141，驱动轮组140包括驱动轮142，驱

动轮142通过设置驱动轴143连接，驱动轴143上设置有第一驱动齿轮144，底板100的下端面

设置有驱动电机145，驱动电机145与底板100固连，驱动电机145连接有第二驱动齿轮146，

第一驱动齿轮144与第二驱动齿轮146啮合，驱动电机145通过带动第二驱动齿轮146转动驱

动驱动轮142转动，其中驱动轴143所在轴线与第一导轨组102所在直线垂直；第一安装架

113上固定有第一导轴126，转向轮组141包括自动导航系统，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机器人适用

于传动线过长或者造价过高的场所，为了保证机器人的正确行走，工厂应设置与轮组相适

配的轨道。

[0030]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均等

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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