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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

设备，包括工作台、焊接装置、焊接夹具及控制

器，焊接装置包括立杆、滑块、伸缩臂及焊枪，立

杆固定设置在工作台上，滑块套设在所述立杆

上，所述伸缩臂垂直于立杆且伸缩臂与滑块固定

连接，焊枪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立杆的

上端装设有平衡器，滑块与平衡器连接，伸缩臂

上设有激光位移传感器及位移传感器，以伸缩臂

所在位置为X轴，伸缩臂完全收缩时，焊枪枪头所

在位置为零点，以立杆所在位置为Z轴，工作台的

台面为基准面，每个焊点设有特定的X值与Z值，

同时满足X值与Z值时，焊枪工作。本发明能够定

点焊接，焊枪只在特定位置工作，避免了错焊与

多焊，避免了误操作；能够检测焊接深度，把控焊

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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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包括工作台（6）、焊接装置（1）、焊接夹

具（2）及控制器，所述焊接装置包括立杆（1-1）、滑块（1-10）、伸缩臂（1-2）及焊枪，所述立杆

固定设置在工作台上，所述滑块套设在所述立杆上，所述伸缩臂垂直于立杆且伸缩臂与滑

块固定连接，所述焊枪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所述立杆的上端装设有平衡器（1-4），

所述滑块与平衡器连接，伸缩臂上设有用于测量高度的激光位移传感器（1-6）及用于测量

伸缩臂伸缩长度的位移传感器（1-5），以伸缩臂所在位置为X轴，伸缩臂完全收缩时，焊枪枪

头所在位置为零点，以立杆所在位置为Z轴，工作台的台面为基准面，每个焊点设有特定的X

值与Z值，焊枪枪头所在位置同时满足X值与Z值时，焊枪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焊接夹具包

括设置在斜面上的压紧机构、靠模（2-3）及定位销（2-7），所述压紧机构包括转轴（2-1）、压

块（2-2）、齿轮（2-5）、齿条（2-4）及气缸（2-6），所述压块固定设置在转轴上，齿轮固定设置

在转轴的一端，齿条与齿轮啮合且齿条的一端与气缸的活塞轴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工作台上还

设有超声波发生器（4），所述焊枪为超声波焊枪（1-3），超声波焊枪包括换能器（1-7）及触点

开关（1-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工作台上还

设有吹气冷却装置，吹气冷却装置包括气管及喷嘴，喷嘴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所述

喷嘴一端与气管连接，喷嘴的另一端靠近超声波焊枪枪头且对准枪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工作台上设

有显示屏（5），显示屏与控制器连接，实时显示焊接时每个点X值与Z值的偏移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立杆的底端

设有横截面为凸字形的底座（1-9），立杆与底座固定连接，底座与工作台的台面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工作台台面

的右上角设有用于放置超声波焊枪的圆筒，所述圆筒靠近焊接夹具的一侧设有缺口，所述

缺口的宽度大于超声波焊枪枪头的最大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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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焊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人们对汽车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汽车落水槽是在汽车后

盖打开后可以看到的零件，属于B+类零件，落水槽的表面质量要求非常高，其表面质量要求

等同于汽车外覆盖件的质量要求。因此落水槽的焊接对于零件表面品质等级要求很高，焊

点压痕深度不能超过15％。目前轿车落水槽焊接采用圆弧形电极帽，采用一般夹具夹紧，焊

点压痕深度不能保证，焊接质量不能满足客户要求；手动焊接无法准确找准焊点位置焊接，

存在焊点错打或多打的情况，并且无法掌控焊接深度，目前传统的焊枪体积大，使用起来费

力，无法准确找准焊点位置焊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焊接位置无法固定，容易出现焊点错打或多打的情

况，焊接深度无法检测与掌控的问题，提供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结构简单，不

在焊点位置，焊枪不工作，通过增添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得出焊点的焊接深度。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包括工作台、焊接装置、焊接夹具及控制器，所述焊

接装置包括立杆、滑块、伸缩臂及焊枪，所述立杆固定设置在工作台上，所述滑块套设在所

述立杆上，所述伸缩臂垂直于立杆且伸缩臂与滑块固定连接，所述焊枪固定设置在伸缩臂

的自由端，所述立杆的上端装设有平衡器，所述滑块与平衡器连接，伸缩臂上设有用于测量

高度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及用于测量伸缩臂伸缩长度的位移传感器，以伸缩臂所在位置为X

轴，伸缩臂完全收缩时，焊枪枪头所在位置为零点，以立杆所在位置为Z轴，工作台的台面为

基准面，每个焊点设有特定的X值与Z值，焊枪枪头所在位置同时满足X值与Z值时，焊枪工

作。

[0005] 滑块套设在立杆上，所以滑块能够在立杆上上下滑动，又因为伸缩臂与滑块固定

连接，焊枪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所以焊枪既能够以立杆为轴360°转动，又能够沿着

立杆上下滑动，通过在伸缩臂上安设测量伸缩臂伸缩长度的位移传感器及测量高度的激光

位移传感器，可以得到焊枪的X值与Z值，通过控制器编辑程序为每个焊点设定特定的X值与

Z值，当焊枪的X及Z值分别与焊点的X及Z值相同时，焊枪才会工作打点，该设计可以避免焊

点位置打错，焊点数量打多，并且通过Z值的变化可以计算得出每个焊点的焊接深度，对于

新手来说，更加容易上手，相较于传统的焊接设备，操作难度底，立杆的上端装设有平衡器，

平衡器与滑块连接，使得操作焊枪时更加方便，更加省力。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焊接夹具包括设置在斜面上的压紧机构、靠模及定位销，所述压紧

机构包括转轴、压块、齿轮、齿条及气缸，所述压块固定设置在转轴上，齿轮固定设置在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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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齿条与齿轮啮合且齿条的一端与气缸的活塞轴固定连接。通过靠模与定位销固定

落水槽，气缸活塞轴的上下移动带动齿条上下移动从而使齿轮传动，转轴转动使得压块能

够压紧与打开，压块均设置在转轴上，实现了通过一个同时气缸控制多个压块的工作。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工作台上还设有超声波发生器，所述焊枪为超声波焊枪，超声波焊

枪包括换能器及触点开关。使用超声波焊枪，体积小、重量轻。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工作台上还设有吹气冷却装置，吹气冷却装置包括气管及喷嘴，喷

嘴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所述喷嘴一端与气管连接，喷嘴的另一端靠近超声波焊枪

枪头且对准枪头。喷嘴对准超声波焊枪枪头，在焊接时及时为焊点及焊点周围降热，避免焊

点周围因过热发生形变。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工作台上设有显示屏，显示屏与控制器连接，实时显示焊接时每个

点X值与Z值的偏移度。便于监测与调整。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立杆的底端设有横截面为凸字形的底座，立杆与底座固定连接，底

座与工作台的台面固定连接。横截面为凸字形的底座与工作台的台面接触面积更大，立杆

穿插在底座内部，使得立杆在工作台台面上的固定更加牢靠。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工作台台面的右上角设有用于放置超声波焊枪的圆筒，所述圆筒

靠近焊接夹具的一侧设有缺口，所述缺口的宽度大于超声波焊枪枪头的最大宽度。焊接完

成后将超声波焊枪放置在圆筒中，避免操作人员被焊枪烫伤，圆筒靠近焊接夹具一侧设有

缺口，简化了焊枪放入与取出圆筒的操作路径，无需将焊枪提升至圆筒正上方再放入，可以

直接从缺口放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2]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定点焊接，焊枪只在特定位置工作，避免了错

焊与多焊，避免了误操作；（2）能够检测焊接深度，把控焊接质量；（3）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焊接装置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焊接夹具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落水槽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焊接装置  2、焊接夹具  3、落水槽  4、超声波发生器  5、显示屏  6、工作台 

7、小盖板  1-1、立杆  1-2、伸缩臂  1-3、超声波焊枪  1-4、平衡器  1-5、位移传感器  1-6、激

光位移传感器  1-7、换能器  1-8、触点开关  1-9、底座  1-10、滑块  2-1、转轴  2-2、压块  2-

3、靠模  2-4、齿条  2-5、齿轮  2-6、气缸  2-7、定位销  2-8、转轴固定座  3-1、焊接点  3-2、定

位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16] 在图1至图4所示的实施例1中，本发明的一种汽车落水槽半自动焊接设备，包括工

作台6、焊接装置1、焊接夹具2及控制器，所述工作台为横截面呈6字形的型材架，包括矩形

的台面、设置在工作台底端4个角的滚轮及设置在工作台顶端的灯管，滚轮便于工作台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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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灯管用于增加照度，更容易找到焊接点3-1，所述焊接装置包括圆柱形的立杆1-1、长方

体形的滑块1-10、伸缩臂1-2及焊枪，所述立杆固定设置在工作台的内侧，立杆垂直于台面，

所述滑块套设在所述立杆上，能够在立杆上上下滑动并左右转动，所述伸缩臂为一长方体

套筒，内部套接有两根表面光滑的直杆，伸缩臂垂直于立杆且伸缩臂的长方体套筒与滑块

固定连接，所述焊枪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焊枪垂直于工作台的台面，使得焊枪下压

时的力全部作用在焊点上，所述立杆的上端装设有两个平衡器1-4，分别位于立杆的两侧，

所述滑块与平衡器吊接，伸缩臂上设有用于测量高度的激光位移传感器1-6及用于测量伸

缩臂伸缩长度的位移传感器1-5，激光位移传感器位于立杆与伸缩臂的交叉部分，以伸缩臂

所在位置为X轴，X轴随伸缩臂位置的不断变换而变化，伸缩臂完全收缩时，焊枪枪头所在位

置为零点，以立杆所在位置为Z轴，工作台的台面为基准面，通过控制器编辑程序为每个焊

点设定特定的X值与Z值，焊枪枪头所在位置同时满足X值与Z值时，焊枪工作；所述焊接夹具

包括设置在斜面上的压紧机构、靠模2-3及定位销2-7，所述焊接夹具呈斜面状，保证落水槽

3在夹具上固定时，所有焊接点垂直于工作台台面向上，提高了焊接效果，靠模分布在斜面

的上下两侧，用以固定落水槽，定位销进一步固定落水槽，保证落水槽的位置精准，落水槽

上设有4个突出于落水槽上的焊接点，小盖板7上设有4个适配于焊接点的焊接孔，所述压紧

机构包括转轴2-1、压块2-2、齿轮2-5、齿条2-4、气缸2-6及转轴固定座2-8，转轴两端设置在

所述的转轴固定座中，转轴在转轴固定座中能够360°转动，所述压块数量为三个且固定设

置在转轴上，三个压块分别设置在转轴的左端、中部及右端，压块包括压板及压杆，位于右

端的压块的压板开有U形的缺口，使得焊枪能够伸入U形缺口中进行焊接，既增加了固定点

又不干涉焊接工作，齿轮固定设置在转轴的右端，齿条与齿轮啮合且齿条的一端与气缸的

活塞轴固定连接，气缸固定设置在焊接夹具上，通过气缸的活塞轴的伸缩，带动转轴转动，

实现压块的压紧与打开，利用一个气缸实现了三个压块的同步压紧与打开；所述工作台上

还设有超声波发生器4，超声波发生器位于工作台台面的右下角，所述焊枪为超声波焊枪1-

3，超声波焊枪包括换能器1-7及触点开关1-8；所述工作台上还设有吹气冷却装置，吹气冷

却装置包括气管及喷嘴，喷嘴固定设置在伸缩臂的自由端，所述喷嘴一端与气管连接，喷嘴

的另一端靠近超声波焊枪枪头且对准枪头，为焊接区域进行冷却，防止温度过高，焊接区域

发生形变；所述工作台的右上角设有显示屏5，显示屏与控制器连接，实时显示焊接时每个

点X值与Z值的偏移度并记录产量；所述立杆的底端设有横截面为凸字形的底座1-9，立杆与

底座固定连接，底座与工作台的台面固定连接；所述工作台台面的右上角设有用于放置超

声波焊枪的圆筒，所述圆筒靠近焊接夹具的一侧设有缺口，所述缺口的宽度大于超声波焊

枪枪头的最大宽度。

[0017] 将落水槽放置在靠模上，落水槽上的定位孔3-2对准焊接夹具上的定位销插入，使

落水槽精准的固定在焊接夹具上，再将小盖板上的4个焊接孔对准落水槽上的4个凸起的焊

接点放置，打开气缸，使压块同时压紧落水槽与小盖板，从圆筒中取出超声波焊枪，拉至第

一个焊接点处，焊枪的枪头压在焊点上，按下触点开关，若焊枪枪头所在位置的X值与Z值与

焊点的设定的X值与Z值不一致，则焊枪无法工作，若焊枪枪头所在位置的X值与Z值与焊点

的设定的X值与Z值一致，则超声波发生器自动法波，开始焊接。本发明可以避免焊点位置打

错，焊点数量打多，并且通过Z值的变化可以计算得出每个焊点的焊接深度，对于新手来说，

更加容易上手，相较于传统的焊接设备，操作难度底，立杆的上端装设有平衡器，平衡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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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连接，使得操作焊枪时更加方便，更加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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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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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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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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