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238517.6

(22)申请日 2021.06.04

(73)专利权人 伊瓦特机器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362300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洪濑镇

扬西新区

(72)发明人 徐荣俊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权智天下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638

代理人 王炳谦

(51)Int.Cl.

B25J 9/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设备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包括纵向轨道

樑、横向引拔樑、机械手升降臂和连接组件。所述

的连接组件活动连接在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下部

之间，连接组件包括连接杆和设有一对活动夹爪

的对夹式夹持合件，连接杆穿过夹持合件且可在

夹持合件中滑动并可被活动夹爪牢固夹持，连接

组件的宽度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之间的宽度

变化而联动调整并可同步运动。本实用新型利用

连接组件的连接杆被夹紧后可刚性支撑二件机

械手升降臂，使连接组件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及

纵向轨道樑形成稳定的刚性框架结构，既可保证

产品运送定位精度，也可提高机械手升降臂的运

行精度和同步性，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使用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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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包括纵向轨道樑(1)、横向引拔樑(2)和机械手升

降臂(3)，所述的纵向轨道樑(1)、横向引拔樑(2)和机械手升降臂(3)分别沿X、Y、Z轴方向布

设且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和二件横向引拔樑(2)为一个工作单元，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

机械手升降臂(3)平行布设且可沿Z轴同步运动和可在二件平行布设的横向引拔樑(2)上沿

Y轴同步运动，亦可随二件横向引拔樑(2)在纵向轨道樑(1)上沿X轴同步运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连接组件(4)，所述的连接组件(4)为活动连接在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

(3)下部之间的杆状构件，连接组件(4)的宽度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之间的宽度变化

而联动调整，连接组件(4)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同步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组

件(4)包括夹持合件(41)、连接杆(42)和连杆固定板(43)，所述的夹持合件(41)为在带有贯

通孔的平板上设有活动夹爪的对夹式夹紧机构，所述的连杆固定板(43)为中间设有圆孔的

方形平板，所述的连接杆(42)为刚性长圆杆，其一端嵌入在连杆固定板(43)的圆孔中且与

连杆固定板(43)垂直固接，另一端穿过夹持合件(41)的贯通孔且可在贯通孔中滑动并可被

夹持合件(41)的活动夹爪牢固夹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持合

件(41)包括夹持件安装板(411)、夹持件(412)、转销(413)和气缸(414)，所述的夹持件安装

板(411)为方形平板，其中部设有贯通的杆孔(4111)用于连接杆(42)穿过和滑动导向，杆孔

(4111)的上方设有对称设置的二个带有螺纹的销孔(4112)，所述的夹持件(412)为设有一

对活动夹爪(4121)的对夹式夹紧件，夹持件(412)的二个夹爪(4121)由二件转销(413)分别

活动铰接在夹持件安装板(411)上而形成可各自转动的铰连接，所述的气缸(414)铰接在二

个夹爪(4121)的非夹持端之间用于驱动二个夹爪(4121)完成夹持动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持件

(412)的二个夹爪(4121)对称设置且在夹持状态时二个夹爪(4121)在用于安装二件转销

(413)的凸台之间设有缝隙，最小缝隙宽度t不小于5mm，夹爪(4121)的下部设为弧形夹持面

(4124)，弧形夹持面(4124)的半径与连接杆(42)的半径匹配，二个夹爪(4121)在夹持状态

时其一对弧形夹持面(4124)可合围成直径与连接杆(42)的直径匹配的圆，所述的二个夹爪

(4121)的上部均设有铰接板(4122)，二个铰接板(4122)对向设置用于与气缸(414)铰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弧形夹

持面(4124)上设有由弹性橡胶制备的防滑层。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持件

(412)还包括转动套(4123)，所述的转动套(4123)为空心套，转动套(4123)设为二件对称设

置，且分别嵌入在一对对称的夹爪(4121)用于安装转销(413)的凸台上，所述的转销(413)

穿过转动套(4123)的内孔后与夹持件安装板(411)的销孔(4112)锁固，夹爪(4121)可绕转

销(413)转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缸

(414)为两端均设有缸杆的双头气缸，缸杆末端均带有Y形连接叉头，气缸(414)的Y形叉头

与铰接板(4122)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组

件(4)还包括限位开关(44)，限位开关(44)用支板锁固在连接杆(42)的远离连杆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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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一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组

件(4)的连杆固定板(43)和夹持件安装板(411)分别固接在同一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

升降臂(3)的下部，连杆固定板(43)与夹持件安装板(411)之间的距离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

臂(3)之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且连接杆(42)可在夹持件安装板(411)的杆孔(4111)中

滑动并可被夹持合件(41)的一对夹爪(4121)牢固夹持，所述的限位开关(44)面向夹持件安

装板(411)所对应的那件机械手升降臂(3)的一侧边用于检测机械手升降臂(3)外移时的极

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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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桁架式多轴机械手组合而成的多工位自动搬运设备中，如果工件较宽较重时，

往往会将相邻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和二件横向引拔樑组合成一个工作单元，再用此工作单

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夹持在工件的两侧，然后沿X或Y或Z轴方向同步移动来转移工件。但

是由于二个机械手升降臂悬挂在二个横向引拔樑上，二个机械手升降臂之间无刚性支撑杆

连接，且夹持工件的两个夹持点在二个机械手升降臂悬空的最下端。如果夹持的是挠性重

物，比如较宽的薄钢板，由于工件的重力及挠性影响，使中间无刚性支撑的二个机械手升降

臂必然会向中间拉扯而产生变形风险，从而影响机械手升降臂在横向引拔樑上的运行精度

及二件机械手升降臂的同步性，进而影响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另外由于机械手

升降臂无法克服产品下挠，亦影响产品的运送定位精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包

括纵向轨道樑、横向引拔樑、机械手升降臂和连接组件。所述的连接组件活动连接在二件机

械手升降臂下部之间，连接组件包括连接杆和设有一对活动夹爪的对夹式夹持合件，连接

杆穿过夹持合件且可在夹持合件中滑动并可被活动夹爪牢固夹持，连接组件的宽度可随二

件机械手升降臂之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并可同步运动。利用连接组件的连接杆被夹紧

后可刚性支撑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使连接组件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及纵向轨道樑形成稳定

的刚性框架结构，从而可克服产品下挠对机械手升降臂引发变形的风险，既可保证产品运

送定位精度，也可提高机械手升降臂的运行精度和同步性，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使用

寿命。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包括纵向轨道樑、横向引拔樑和机械手升降臂，

所述的纵向轨道樑、横向引拔樑和机械手升降臂分别沿X、Y、Z轴方向布设且每二件机械手

升降臂和二件横向引拔樑为一个工作单元，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平行布设且

可沿Z轴同步运动和可在二件平行布设的横向引拔樑上沿Y轴同步运动，亦可随二件横向引

拔樑在纵向轨道樑上沿X轴同步运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组件，所述的连接组件为活

动连接在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下部之间的杆状构件，连接组件的宽度可随二

件机械手升降臂之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连接组件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同步运动。

[0006] 所述的连接组件包括夹持合件、连接杆和连杆固定板，所述的夹持合件为在带有

贯通孔的平板上设有活动夹爪的对夹式夹紧机构，所述的连杆固定板为中间设有圆孔的方

形平板，所述的连接杆为刚性长圆杆，其一端嵌入在连杆固定板的圆孔中且与连杆固定板

垂直固接，另一端穿过夹持合件的贯通孔且可在贯通孔中滑动并可被夹持合件的活动夹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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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夹持。

[0007] 所述的夹持合件包括夹持件安装板、夹持件、转销和气缸，所述的夹持件安装板为

方形平板，其中部设有贯通的杆孔用于连接杆穿过和滑动导向，杆孔的上方设有对称设置

的二个带有螺纹的销孔，所述的夹持件为设有一对活动夹爪的对夹式夹紧件，夹持件的二

个夹爪由二件转销分别活动铰接在夹持件安装板上而形成可各自转动的铰连接，所述的气

缸铰接在二个夹爪的非夹持端之间用于驱动二个夹爪完成夹持动作。

[0008] 所述的夹持件的二个夹爪对称设置且在夹持状态时二个夹爪在用于安装二件转

销的凸台之间设有缝隙，最小缝隙宽度t不小于5mm，夹爪的下部设为弧形夹持面，弧形夹持

面的半径与连接杆的半径匹配，二个夹爪在夹持状态时其一对弧形夹持面可合围成直径与

连接杆的直径匹配的圆，所述的二个夹爪的上部均设有铰接板，二个铰接板对向设置用于

与气缸铰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的弧形夹持面上设有由弹性橡胶制备的防滑层。

[0010] 所述的夹持件还包括转动套，所述的转动套为空心铜套，转动套设为二件对称设

置，且分别嵌入在一对对称的夹爪用于安装转销的凸台上，所述的转销穿过转动套的内孔

后与夹持件安装板的销孔锁固，夹爪可绕转销转动。

[0011] 进一步，所述的气缸为两端均设有缸杆的双头气缸，缸杆末端均带有Y形连接叉

头，气缸的Y形叉头与铰接板铰接。

[0012] 所述的连接组件还包括限位开关，所述的限位开关为光电开关，限位开关用支板

锁固在连接杆的远离连杆固定板的一端。

[0013] 所述的连接组件的连杆固定板和夹持件安装板分别固接在同一个工作单元的二

件机械手升降臂的下部，连杆固定板与夹持件安装板之间的距离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之

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且连接杆可在夹持件安装板的杆孔中滑动并可被夹持合件的一

对夹爪牢固夹持，所述的限位开关面向夹持件安装板所对应的那件机械手升降臂的一侧边

用于检测机械手升降臂外移时的极限位置。

[0014] 由以上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的优点在

于：将连接组件设计成包括刚性的连接杆和设有一对活动夹爪的对夹式夹持合件的杆状构

件，连接杆穿过夹持合件且可在夹持合件中滑动并可被活动夹爪牢固夹持，连接组件活动

连接在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下部之间。一是利用连接组件的连接杆被夹紧后可刚性支撑二件

机械手升降臂，使连接组件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及纵向轨道樑形成稳定的刚性框架结构，

从而可克服产品下挠对机械手升降臂引发变形的风险，且可产品运送定位精度要求；二是

夹持合件可根据需要解除对连接杆的夹紧力，使连接杆可在夹持合件中滑动，连接组件的

宽度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之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即可满足不同宽度工件的装夹需

要。本实用新型利用连接组件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及纵向轨道樑组合形成稳定且为活动连

接的刚性框架结构，从而可克服产品下挠对机械手升降臂引发变形的风险，既可满足不同

宽度的产品运送定位精度要求，也可提高机械手升降臂的运行精度和同步性，提高设备运

行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总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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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2为连接组件放大示意图。

[0017] 图3为夹持合件放大示意图。

[0018] 图4为夹持件安装板放大示意图。

[0019] 图5为转销放大示意图。

[0020] 图6为夹持件放大示意图。

[0021] 图7为A部放大示意图。

[0022] 图8为连杆固定板放大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

[0024] 1纵向轨道樑；2横向引拔樑；3机械手升降臂；4连接组件；41夹持合件；411夹持件

安装板；4111杆孔；4112销孔；412夹持件；4121夹爪；4122铰接板；4123转动套；4124弧形夹

持面；413转销；414气缸；42连接杆；43连杆固定板；44限位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包括纵向轨道樑

1、横向引拔樑2、机械手升降臂3和连接组件4。所述的纵向轨道樑1、横向引拔樑2和机械手

升降臂3分别沿X、Y、Z轴方向布设且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和二件横向引拔樑2为一个工作

单元，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平行布设且可沿Z轴同步运动和可在二件平行布

设的横向引拔樑2上沿Y轴同步运动，亦可随二件横向引拔樑2在纵向轨道樑1上沿X轴同步

运动。所述的连接组件4为活动连接在每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下部之间的杆状

构件，连接组件4的宽度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之间的宽度变化而联动调整，连接组件4与

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同步运动。

[0027]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连接组件4包括夹持合件41、连接杆42、连杆

固定板43和限位开关44，所述的夹持合件41包括夹持件安装板411、夹持件412、转销413和

气缸414，所述的夹持件安装板411为方形平板，其中部设有贯通的杆孔4111用于连接杆42

穿过和滑动导向，杆孔4111的上方设有对称设置的二个带有螺纹的销孔4112；所述的夹持

件412为设有一对活动夹爪4121的对夹式夹紧件，夹持件412的二个夹爪4121对称设置且在

夹持状态时二个夹爪4121在用于安装二件转销413的凸台之间设有缝隙，最小缝隙宽度t不

小于5mm，本实施例为8mm，夹爪4121的下部设为弧形夹持面4124，弧形夹持面4124的半径与

连接杆42的半径匹配，二个夹爪4121在夹持状态时其一对弧形夹持面4124可合围成直径与

连接杆42的直径匹配的圆；所述的弧形夹持面4124上设有由弹性橡胶制备的防滑层。所述

的二个夹爪4121的上部均设有铰接板4122，二个铰接板4122对向设置用于与气缸414铰连

接。所述的夹持件412还包括转动套4123，所述的转动套4123为空心铜套，转动套4123设为

二件对称设置，且分别嵌入在一对对称的夹爪4121用于安装转销413的凸台上，所述的转销

413穿过转动套4123的内孔后与夹持件安装板411的销孔4112锁固，二个夹爪4121可各自绕

二个转销413转动。所述的气缸414为两端均设有缸杆的双头气缸，缸杆末端均带有Y形连接

叉头，气缸414的二个Y形叉头与二个夹爪4121上的铰接板4122分别铰接用于驱动二个夹爪

4121完成夹持动作。所述的连杆固定板43为中间设有圆孔的方形平板，所述的连接杆42为

刚性长圆杆，其一端嵌入在连杆固定板43的圆孔中且与连杆固定板43垂直固接，另一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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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夹持合件41的夹持件安装板411上的杆孔4111且可在杆孔4111中滑动。所述的连接组件4

的连杆固定板43和夹持件安装板411分别固接在同一个工作单元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的

下部，连杆固定板43与夹持件安装板411之间的距离可随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之间的宽度变

化而联动调整，且连接杆42可在夹持件安装板411的杆孔4111中滑动并可被夹持合件41的

一对夹爪4121牢固夹持，所述的限位开关44用支板锁固在连接杆42的远离连杆固定板43的

一端，其面向夹持件安装板411所对应的那件机械手升降臂3的一侧边用于检测机械手升降

臂3为满足不同宽度的工件而向外移动时的极限位置。

[002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同步运行机械手的连接机构使用方法如下：

[0029] 在使用桁架式多轴机械手组合的多工位自动搬运设备装夹工件前，先指令连接组

件4上的气缸414动作，驱使二个夹爪4121松开，再指令同一工作单元上的二件机械手升降

臂3分别沿X轴的两个方向相向或背向移动使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之间的宽度调整到适合装

夹工件的宽度，再将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同步沿Y轴向工件所在的方向移动并将工件夹持

住。再指令连接组件4上的气缸414动作，驱使二个夹爪4121将连接杆42夹紧牢固形成刚性

连接，再指令刚性连接的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沿X轴或Y轴或Z轴方向同步移动，将工件送到

指定的工位即可。

[0030] 本实用新型利用连接组件4与二件机械手升降臂3及纵向轨道樑1组合形成稳定且

为活动连接的刚性框架结构，从而可克服产品下挠对机械手升降臂引发变形的风险，既可

满足不同宽度的产品运送定位精度要求，也可提高机械手升降臂的运行精度和同步性，提

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0031]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

此，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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