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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

方法，焊接系统包括客户端、远程监控中心、第一

MCU、第二MCU、继电器、激光扫描模块、数据处理

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激光发射模块、激光跟踪焊

缝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故

障信息收集模块、定时模块和人机交互模块。本

发明提供的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通过第

一MCU和第二MCU实现智能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

照焊接轨迹自动焊接，形成的焊缝质量良好，良

品率达到98%以上，对不良焊接件可进行报警和

故障信息收集并无线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

中心，便于故障诊断和修正，智能诊断良品和不

良品，可定时启动焊接，人机交互性良好，应用前

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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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客户端、远程监控中心、第一MCU、第二

MCU、继电器、激光扫描模块、数据处理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激光发射模块、激光跟踪焊缝模

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定时模块和人机交互模块；

所述第一MCU、第二MCU均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通信，第一MCU输入端与激光跟

踪焊缝模块相连，第一MCU输出端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相连，第一MCU控制

故障信息收集模块的启闭，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向第一MCU传送故障信息，第二MCU与显示模

块和激光扫描模块相连并通过继电器控制激光扫描模块的启闭，激光扫描模块与数据处理

模块相连再连接至轨迹生成模块，第二MCU与轨迹生成模块相连并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

轨迹生成模块生成的焊接轨迹进行焊接，人机交互模块与第一MCU、第二MCU、定时模块和轨

迹生成模块相互通信；

所述激光跟踪焊缝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处理模块和超声探伤模块，摄像头与图像处

理模块相连，摄像头对形成的焊缝进行拍照并上传至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处理，超声探伤模

块与第一MCU相连，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MCU和第二

MCU通过WIFI、GPRS或以太网网络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通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机交互模块为

矩阵键盘，客户端为安卓手机或苹果手机。

4.采用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实现的机器人智能焊接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系统上电，通过人机交互模块向定时模块写入焊接启动时间，达到启动时间时，

第一MCU向客户端传送焊接启动指令，客户端接收并向第二MCU发送焊接开始指令，第二MCU

接收并通过继电器驱动激光扫描模块启动，通过激光扫描模块对待焊母件、连接件进行图

像采集，分别获取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容貌特征图像信息并传输至数据处理模块；

步骤2、数据处理模块接收激光扫描模块上传的图像信息并分别进行分析处理，提取待

焊母件和连接件的截面形状、尺寸、厚度参数，再上传至轨迹生成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接收

并根据人机交互模块键入的焊道截面参数自动生成焊接轨迹，传送至第二MCU；

步骤3、第二MCU接收轨迹生成模块传输的信息并驱动激光发射模块启动，发出激光束，

第二MCU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焊接轨迹实现待焊母件与连接件之间的焊接，形成焊缝，同

时，第二MCU驱动显示模块实时显示焊接轨迹、焊道截面参数、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截面形

状、尺寸、厚度参数信息；

步骤4、通过激光跟踪焊缝模块检测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信息并上传至第

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验证，若第一

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不在预设范围内，第一MCU驱动报警模块发声报

警，提示工作人员当前焊接件不合格，同时，第一MCU启动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对当前焊接件

进行信息收集，再将收集得到的数据信息反馈至第一MCU进行处理，驱动显示模块进行实时

显示，并上传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用于查看故障信息，返回操作步骤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激光跟踪焊

缝模块的摄像头对焊缝进行实时拍照并上传至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获取焊缝的宽

度特征参数，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并上传至第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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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验证，若第一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

焊缝质量属于预设范围内，报警模块和故障信息收集模块不工作，第一MCU驱动语音播报模

块发声播报“焊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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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焊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激光焊接技术在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备等领域均有着广泛的应用，

但传统的激光焊接设备不能实现智能监控，焊接质量较差，工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包括：客户端、远程监控中心、第一MCU、第二MCU、继电

器、激光扫描模块、数据处理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激光发射模块、激光跟踪焊缝模块、显示

模块、报警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定时模块和人机交互模块；

[0006] 第一MCU、第二MCU均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通信，第一MCU输入端与激光跟

踪焊缝模块相连，第一MCU输出端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相连，第一MCU控制

故障信息收集模块的启闭并向第一MCU传送故障信息，第二MCU与显示模块和激光扫描模块

相连并通过继电器控制激光扫描模块的启闭，激光扫描模块与数据处理模块相连再连接至

轨迹生成模块，第二MCU与轨迹生成模块相连并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轨迹生成模块生成

的焊接轨迹进行焊接，人机交互模块与第一MCU、第二MCU、定时模块和轨迹生成模块相互通

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激光跟踪焊缝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处理模块和超声探伤模块，摄

像头与图像处理模块相连，摄像头对形成的焊缝进行拍照并上传至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处

理，超声探伤模块与第一MCU相连，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MCU和第二MCU  通过WIFI、GPRS或以太网网络与客户端和远程

监控中心无线通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人机交互模块为矩阵键盘，客户端为安卓手机或苹果手机。

[0010] 进一步的，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1、系统上电，通过人机交互模块向定时模块写入焊接启动时间，达到启动时

间时，第一MCU向客户端传送焊接启动指令，客户端接收并向第二MCU发送焊接开始指令，第

二MCU接收并通过继电器驱动激光扫描模块启动，通过激光扫描模块对待焊母件、连接件进

行图像采集，分别获取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容貌特征图像信息并传输至数据处理模块；

[0012] 步骤2、数据处理模块接收激光扫描模块上传的图像信息并分别进行分析处理，提

取待焊母件和连接件的截面形状、尺寸、厚度等参数，再上传至轨迹生成模块，轨迹生成模

块接收并根据人机交互模块键入的焊道截面参数自动生成焊接轨迹，传送至第二MCU；

[0013] 步骤3、第二MCU接收轨迹生成模块传输的信息并驱动激光发射模块启动，发出激

光束，第二MCU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焊接轨迹实现待焊母件与连接件之间的焊接，形成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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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同时，第二MCU驱动显示模块实时显示焊接轨迹、焊道截面参数、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截

面形状、尺寸、厚度等参数信息；

[0014] 步骤4、通过激光跟踪焊缝模块检测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信息并上传

至第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验证，若

第一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不在预设范围内，第一MCU驱动报警模块发声

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当前焊接件不合格，同时，第一MCU启动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对当前焊接

件进行信息收集，再将收集得到的数据信息反馈至第一MCU进行处理，驱动显示模块进行实

时显示，并上传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用于查看故障信息，返回操作步骤1。

[0015] 进一步的，步骤4中，激光跟踪焊缝模块的摄像头对焊缝进行实时拍照并上传至图

像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获取焊缝的宽度等特征参数，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

并上传至第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

验证，若第一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属于预设范围内，报警模块和故障信

息收集模块不工作，第一MCU驱动语音播报模块发声播报“焊接合格”。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焊接系统包括客户端、远程监控

中心、第一MCU、第二MCU、继电器、激光扫描模块、数据处理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激光发射模

块、激光跟踪焊缝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定时模块

和人机交互模块，第一MCU、第二MCU均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通信，第一MCU输入端

与激光跟踪焊缝模块相连，第一MCU输出端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相连，第

一MCU控制故障信息收集模块的启闭并向第一MCU传送故障信息，第二MCU与显示模块和激

光扫描模块相连并通过继电器控制激光扫描模块的启闭，激光扫描模块与数据处理模块相

连再连接至轨迹生成模块，第二MCU与轨迹生成模块相连并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轨迹生

成模块生成的焊接轨迹进行焊接，人机交互模块与第一MCU、第二MCU、定时模块和轨迹生成

模块相互通信。本发明提供的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及方法，通过第一MCU和第二MCU实现智

能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焊接轨迹自动焊接，形成的焊缝质量良好，良品率达到98%以上，

对不良焊接件可进行报警和故障信息收集并无线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便于故障

诊断和修正，智能诊断良品和不良品，可定时启动焊接，人机交互性良好，应用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硬件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包括：客户端、远程监控中心、第一MCU、第

二MCU、继电器、激光扫描模块、数据处理模块、轨迹生成模块、激光发射模块、激光跟踪焊缝

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语音播报模块、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定时模块和人机交互模块，

均可市购获得，均接入电源模块进行供电运行。

[0021] 第一MCU、第二MCU均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通信，第一MCU输入端与激光跟

踪焊缝模块相连，第一MCU输出端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相连，第一MCU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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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收集模块的启闭并向第一MCU传送故障信息，第二MCU与显示模块和激光扫描模块

相连并通过继电器控制激光扫描模块的启闭，激光扫描模块与数据处理模块相连再连接至

轨迹生成模块，第二MCU与轨迹生成模块相连并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轨迹生成模块生成

的焊接轨迹进行焊接，人机交互模块与第一MCU、第二MCU、定时模块和轨迹生成模块相互通

信，通过人机交互模块键入用户所需信息。

[0022] 激光跟踪焊缝模块包括摄像头、图像处理模块和超声探伤模块，摄像头与图像处

理模块相连，摄像头对形成的焊缝进行拍照并上传至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处理，超声探伤模

块与第一MCU相连，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

[0023] 第一MCU和第二MCU  通过WIFI、GPRS或以太网网络与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无线

通信，人机交互模块为矩阵键盘，包含0-9数字、26个英文字母、确认按键、删除按键、数学符

号等，客户端为安卓手机或苹果手机。

[0024] 一种机器人智能焊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1、系统上电，通过人机交互模块向定时模块写入焊接启动时间，达到启动时

间时，第一MCU向客户端传送焊接启动指令，客户端接收并向第二MCU发送焊接开始指令，第

二MCU接收并通过继电器驱动激光扫描模块启动，通过激光扫描模块对待焊母件、连接件进

行图像采集，分别获取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容貌特征图像信息并传输至数据处理模块；

[0026] 步骤2、数据处理模块接收激光扫描模块上传的图像信息并分别进行分析处理，提

取待焊母件和连接件的截面形状、尺寸、厚度等参数，再上传至轨迹生成模块，轨迹生成模

块接收并根据人机交互模块键入的焊道截面参数自动生成焊接轨迹，传送至第二MCU；

[0027] 步骤3、第二MCU接收轨迹生成模块传输的信息并驱动激光发射模块启动，发出激

光束，第二MCU控制激光发射模块按照焊接轨迹实现待焊母件与连接件之间的焊接，形成焊

缝，同时，第二MCU驱动显示模块实时显示焊接轨迹、焊道截面参数、待焊母件及连接件的截

面形状、尺寸、厚度等参数信息；

[0028] 步骤4、通过激光跟踪焊缝模块检测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信息并上传

至第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验证，若

第一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不在预设范围内，第一MCU驱动报警模块发声

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当前焊接件不合格，同时，第一MCU启动故障信息收集模块对当前焊接

件进行信息收集，再将收集得到的数据信息反馈至第一MCU进行处理，驱动显示模块进行实

时显示，并上传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用于查看故障信息，返回操作步骤1。

[0029] 步骤4中，激光跟踪焊缝模块的摄像头对焊缝进行实时拍照并上传至图像处理模

块进行分析处理，获取焊缝的宽度等特征参数，通过超声探伤模块检测焊缝质量并上传至

第一MCU，第一MCU接收并传输至客户端和远程监控中心，同时，第一MCU进行质量验证，若第

一MCU判断焊缝的实际特征参数和焊缝质量属于预设焊缝参数范围内，预设焊缝参数范围

通过人机交互模块键入，包括预设焊缝参数的端值，报警模块和故障信息收集模块不工作，

第一MCU驱动语音播报模块发声播报“焊接合格”。

[0030] 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

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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