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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本申请底座内

有底部旋转支座，机械臂固定架底部固定在底部

旋转支座上，机械臂二的下端固定在机械臂固定

架顶部，机械臂二的上端有机械臂电机，机械臂

一后端底部支架固定在机械臂二上端的机械臂

电机的转轴上，机械臂二后侧固定有机械臂气

缸，机械臂一后端上固定安装有真空泵，软体手

连接架固定在机械臂一前端，软体手固定架固定

在软体手连接架底端，摄像头固定在软体手连接

架一侧，球形软体手固定在软体手固定架下方，

真空泵通过连接管道接球形软体手。本申请机器

人采用球形软体抓手，通过在结构中充气，利用

气压使结构产生变形或者运动，从而实现驱动抓

取，主要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可以适合于不同形

状物品的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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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包括真空泵（1）、连接管道（2）、机械臂一（3）、软体手连

接架（4）、摄像头（5）、软体手固定架（6）、球形软体手（7）、机械臂电机（8）、机械臂二（9）、机

械臂固定架（10）、底部旋转支座（11）、控制面板（12）、底座（14）和机械臂气缸（16），其特征

在于：所述底座（14）内有底部旋转支座（11），所述底座（14）上有控制面板（12），所述控制面

板（12）在底部旋转支座（11）前侧，所述机械臂固定架（10）底部固定在底部旋转支座（11）的

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9）的下端固定在机械臂固定架（10）顶部通过支架内电机控制，所述

机械臂二（9）的上端有机械臂电机（8），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底部支架固定在机械臂二（9）

上端的机械臂电机（8）的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9）后侧固定有机械臂气缸（16），所述机械

臂气缸（16）的伸缩杆端部支撑机械臂一（3）后侧下部，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上固定安装有

真空泵（1），所述软体手连接架（4）固定在机械臂一（3）前端，所述软体手固定架（6）固定在

软体手连接架（4）底端，所述摄像头（5）通过支架固定在软体手连接架（4）一侧，所述球形软

体手（7）固定在软体手固定架（6）下方的开口内，所述真空泵（1）通过连接管道（2）穿过软体

手固定架（6）接球形软体手（7），所述球形软体手（7）内填充有颗粒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臂固定架

（10）一侧设置有急停按钮（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4）通过

一对连接线分别连有2个红外光电开关（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光电开关

（13）型号为E18-D80NK。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5）有

一个或者一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板（12）

内单片机控制芯片采用采用STC15W4K32S4系列的IAP15W4K61S4单片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泵（1）采

用直流DC12V的微型真空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形软体手

（7）采用乳胶弹性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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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软体机器人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刚性机器人以其高刚度、高强度、高精度、高速度的特点在工业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然而，当众多的科研和技术人员付出巨大努力试图将刚性机器人从工业生产线应

用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家政服务、助老助残、农业自动化、医疗康复等）时，却发现严重依赖

结构化环境和精确数学模型的刚性机器人在上述的非结构复杂环境中与难以用准确的数

学模型加以描述。复杂多变对象进行交互作业时，刚性机器人的高刚度、高强度、高精度特

点反而成为导致其不能胜任此类任务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软体机器人研究逐渐兴起。

[0003] 自然界生物的柔软的身体、优良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环境适应性为机器人的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软体机器人以自然界的软体生物为原型，其躯体主要由可以承受大变形的弹

性材料构成，可以连续地变形，具有极高的自由度。通过模仿软体动物的运动，这种机器人

可以实现蠕动、扭转、爬行、游动等运动形式。软体机器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意地改变自

身形状和尺寸，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中作业。相比于传统的硬质机器人，软体机器人具有更高

的安全性和更好的环境相容性，更加适合服务业和医疗领域。基于以上优点，软体机器人具

有良好的灵活性、环境适应性，在工业生产、医疗服务、军事探测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软体机器人已经成为了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热点。

[0004] 对于抓取机器人而言，设计和制造类似人的手指比较困难，容易出现故障，并且使

用控制器控制机械手指的几十个关节也很复杂。新时代的人们需要更高级的仿制人手。这

种仿制手能够更好地进行人机互动，能够更加灵活地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例如，它可以轻

易地分拣外形多变、表面易碎的物体；可以更贴心地服务中风患者；可以在更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手术辅助。在这些工作环境中，传统的刚性操作手装置很难工作。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该机器人采用球形

软体抓手，通过在结构中充气，利用气压使结构产生变形或者运动，从而实现驱动抓取，主

要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可以适合于不同形状物品的抓取，为达此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业

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包括真空泵、连接管道、机械臂一、软体手连接架、摄像头、软体手固定

架、球形软体手、机械臂电机、机械臂二、机械臂固定架、底部旋转支座、控制面板、底座和机

械臂气缸，所述底座内有底部旋转支座，所述底座上有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在底部旋转

支座前侧，所述机械臂固定架底部固定在底部旋转支座的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的下端固

定在机械臂固定架顶部通过支架内电机控制，所述机械臂二的上端有机械臂电机，所述机

械臂一后端底部支架固定在机械臂二上端的机械臂电机的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后侧固定

有机械臂气缸，所述机械臂气缸的伸缩杆端部支撑机械臂一后侧下部，所述机械臂一后端

上固定安装有真空泵，所述软体手连接架固定在机械臂一前端，所述软体手固定架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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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手连接架底端，所述摄像头通过支架固定在软体手连接架一侧，所述球形软体手固定

在软体手固定架下方的开口内，所述真空泵通过连接管道穿过软体手固定架接球形软体

手，所述球形软体手内填充有颗粒物。

[0006]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机械臂固定架一侧设置有急停按钮，设置急停按钮可

以在突发情况对机器人进行紧急控制。

[0007]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底座通过一对连接线分别连有2个红外光电开关。所述

红外光电开关型号为E18-D80NK，通过2个红外光电开关可以对物品位置进行初步确定。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摄像头有一个或者一对，本申请单个摄像头即可，双摄

像头可以更好对位置进行判断。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控制面板内单片机控制芯片采用采用STC15W4K32S4系

列的IAP15W4K61S4单片机，本申请采用以上芯片即可运行。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泵采用直流DC12V的微型真空泵，真空泵采用以上

型号。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形软体手采用乳胶弹性薄膜，本申请球形软体手一

般采用乳胶弹性薄膜。

[0012] 本发明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具有如下优点；

1、本申请采用球形软体手设计：球形软体手采用乳胶弹性薄膜，其内部填充细小颗粒

物，在疏松状态下颗粒物之间留有空隙，在挤压的状态下更能轻易地把物体吸附抓起。更适

应多变的抓握对象，可以较理想的实现与物体形状的紧密匹配，适应性强；

2.  本申请采用气动驱动方式：利用阻塞原理，采用气动驱动，通过微型真空泵对软体

手内部施加负压实现球形软体手对物体的抓取。气动驱动反应速度快，功率密度高；

3.  本申请物体自动检测定位：利用E18-D80NK红外光电开关检测到一定范围内出现的

物体，并将信号传递给单片机，再配合摄像头进行物体位置定位。这种方式可以广泛应用于

工厂生产线物品的检测；

4.  本申请机械臂可程控移动：可以采用单片机控制执行机械臂移位的程序，控制对准

物体，为实现抓取动作做准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机器人系统功能结构图；

图3是本发明机器人系统软件设计流程图；

图中1.真空泵；2.连接管道；3.机械臂一；4.软体手连接架；5.摄像头；6.软体手固定

架；7.球形软体手；8.机械臂电机；9.机械臂二；10.机械臂固定架；11.底部旋转支座；12.控

制面板；13.红外光电开关；14.底座；15.急停按钮；16.机械臂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该机器人采用球形软体抓手，通过在结构中

充气，利用气压使结构产生变形或者运动，从而实现驱动抓取，主要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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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合于不同形状物品的抓取。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人，包括真空泵1、

连接管道2、机械臂一3、软体手连接架4、摄像头5、软体手固定架6、球形软体手7、机械臂电

机8、机械臂二9、机械臂固定架10、底部旋转支座11、控制面板12、底座14和机械臂气缸16，

所述底座14内有底部旋转支座11，所述底座14上有控制面板12，所述控制面板12在底部旋

转支座11前侧，所述机械臂固定架10底部固定在底部旋转支座11的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9

的下端固定在机械臂固定架10顶部通过支架内电机控制，所述机械臂二9的上端有机械臂

电机8，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底部支架固定在机械臂二9上端的机械臂电机8的转轴上，所述

机械臂二9后侧固定有机械臂气缸16，所述机械臂气缸16的伸缩杆端部支撑机械臂一3后侧

下部，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上固定安装有真空泵1，所述软体手连接架4固定在机械臂一3前

端，所述软体手固定架6固定在软体手连接架4底端，所述摄像头5通过支架固定在软体手连

接架4一侧，所述球形软体手7固定在软体手固定架6下方的开口内，所述真空泵1通过连接

管道2穿过软体手固定架6接球形软体手7，所述球形软体手7内填充有颗粒物。

[0016] 作为本发明一种具体实施例，本发明提供如图1所示的一种工业用软体抓取机器

人，包括真空泵1、连接管道2、机械臂一3、软体手连接架4、摄像头5、软体手固定架6、球形软

体手7、机械臂电机8、机械臂二9、机械臂固定架10、底部旋转支座11、控制面板12、底座14和

机械臂气缸16，所述底座14内有底部旋转支座11，所述底座14上有控制面板12，所述控制面

板12在底部旋转支座11前侧，所述机械臂固定架10底部固定在底部旋转支座11的转轴上，

所述机械臂固定架10一侧设置有急停按钮15，设置急停按钮可以在突发情况对机器人进行

紧急控制，所述机械臂二9的下端固定在机械臂固定架10顶部通过支架内电机控制，所述机

械臂二9的上端有机械臂电机8，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底部支架固定在机械臂二9上端的机械

臂电机8的转轴上，所述机械臂二9后侧固定有机械臂气缸16，所述机械臂气缸16的伸缩杆

端部支撑机械臂一3后侧下部，所述机械臂一3后端上固定安装有真空泵1，所述软体手连接

架4固定在机械臂一3前端，所述软体手固定架6固定在软体手连接架4底端，所述摄像头5有

一个或者一对，本申请单个摄像头即可，双摄像头可以更好对位置进行判断，所述摄像头5

通过支架固定在软体手连接架4一侧，所述球形软体手7固定在软体手固定架6下方的开口

内，所述真空泵1通过连接管道2穿过软体手固定架6接球形软体手7，所述球形软体手7内填

充有颗粒物，所述底座14通过一对连接线分别连有2个红外光电开关13，通过2个红外光电

开关可以对物品位置进行初步确定。

[0017] 本申请软体抓取机器人系统，该系统主要实现功能为：对任意形状物体抓取的定

位；机械臂移动；球形软体手吸取和定向搬运。系统主要包括：物体定位模块、机械臂驱动模

块、球形软体手吸取和搬运及单片机中心控制模块。系统功能结构图如2所示。

[0018] 红外光电开关检测到固定位置有物体，将检测信号传送给单片机，再由单片机进

行处理，使机械臂移动到物体位置，然后由软体手实现吸附抓举，将多种形状和特性的物体

从一边移动到指定一边。

[0019] 系统采用STC15W4K32S4系列的IAP15W4K61S4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红外光电开关

E18-D80NK的检测距离；PWM舵机驱动机械臂模块；采用直流DC12V的微型真空泵进行气动驱

动；球形软体手采用乳胶弹性薄膜，其内部填充细小颗粒物，在疏松状态下颗粒物之间留有

空隙，在挤压的状态下更能轻易地把物体吸附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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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3为软件程序设计流程图。整个工作过程为：红外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将位置

信息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调用动作组，让机械臂移动到物体位置，接着发出控制信息给

L298N，让它驱动微型真空泵工作，球形软体抓取物体，然后单片机控制其动作组实现抓取

物体的移动及放置。

[002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任何其他形式的限

制，而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所作的任何修改或等同变化，仍属于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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