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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带有移动暂存架 的换 电机 器人及换 电方法

(57) Abstract: A battery replacement robot
(1) with a mobile storage rack and a battery
replacement method. The battery replacement
robot (1) comprises a mechanical part and an
electrical control part. The electrical control
part controls a battery replacement device to
place, in one step, all battery boxes required
by one side of an electric bus (3) that needs
battery replacement onto a battery box stor
age rack (12). A horizontal moving unit (101)
moves to a position where a battery needs to
be replaced. A battery box replacement
device takes down a spent battery box fixim
the electric bus (3); the battery box replace
ment device rotates towards one side around
a Y axis, and raises or lowers the spent bat
tery box so as to put the spent battery on the
battery box storage rack (12); then the battery
box replacement device takes down a charged< battery box ：from the battery box storage rack
(12), rotates to the original position, and in
stalls the battery box in the electric bus (3).
This operation i s repeated to complete the

图 4 / FIG.4 battery box replacement on the electric bus
(3). Battery boxes required by one side of an
electric bus are prepared in one step, which

avoids long-distance and repeated operations of the battery replacement robot in a large space. The structure i s simple, the battery r e -
placement time i s reduced, space occupied by a working area i s reduced, and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 s effectively im -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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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电机器人 （1) 及换电方法，包括机械部分和电气控制部分；电气控制部分控制电
池更换装置一次性取换电公交车 （3 ) 侧所需的全部电池箱置于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 上，水平移动单元
( 101 ) 移动至待换电位置，通过电池箱更换装置从电动公交车 （3 ) 取下乏电池箱，电池箱更换装置绕 Y 轴
向一侧旋转，举升或下降乏电池箱将其放置到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 上；再将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 上充完
电的电池箱取下后，旋转回位，安装电池箱到电动公交车 （3 ) 内，如此重复操作，完成电动公交车 （3 ) 的
电池箱更换。一次性取电动公交车一侧所需电池箱的数量，避免了换电机器人大空间内远距离重复操作，结
构简洁，缩短了换电时间，降低了工作区域的空间占用率，有效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电机器人及换电方法

本 申请要求于 2012 年 06 月 29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210223420.7 、发

明名称为"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电机器人及换电方法" 的中国专利 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 电池箱更换机器人，尤其是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电机器人及

换电方法。

背景技术：

随着 电动汽车充换 电技术的成熟和 电动汽车大规模的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将逐渐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和能源发展的重点。目前的电动汽车能量补给主要分为充电与换电

两种，充电存在等待时间长等缺陷，为了解决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就 目前的发展形

式，电动车的换电方案可行性程度更高。

就电动公交车换电而言，受单箱 电池容量的限制，往往采用多电池箱组合来供给

电能，由于电池箱 自身重量大，数量多，给 电池箱的更换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电池箱

的更换成为电动公交车产业化发展的技术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需要一种 电

池箱快速更换系统，在 7— 8 分钟 内完成 电池组的全部更换。

目前，国内相关企业机构对 电动公交车的电池箱更换系统有一定的研究：

中国专利 CN 101284524A 提出了一种利用换电机构旋转 180 ° 的方式，以解决电池

箱的更换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存在行程远，作业空间大，运行时间长等不足之处；

中国专利 200820078476. 7 " —种用于车载 电池更换系统的定位装置 "、中国专利

200410090796. 0 " 一种 电动公交车系统 " 等，所描述的装置应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有些设计方案只是处于理论阶段，更换 电池箱定位次数多，更换 电池箱时间长；

换 电设备的可扩展性较差，不同车辆的电池箱不能应用同一种换电设备；相关换 电设

备的高度受限，不能满足大规模集中式换电站的需求；

中国专利 CN 101890942A 占地面积大，需多个机器人或机构相互配合完成换电任

务。

现有技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 1) 、控制复杂，故障率和维护成本高。



现有 的电池箱更换方式都是采用多种机器人 、多结构 、多配合 、多定位 、多重复

方式完成 电池箱更换，这种更换方式必然将导致整个换 电系统 占地面积大 、定位精度

要求高、更换时间长、复杂性程度高等 问题 。由于整个换 电过程 ，需要多种机构通过

复杂的配合来完成，使故障率和维护成本相应提高，不利于 电动汽车的推广 。

(2) 、换 电时间长，换 电效率低 ；

由于换 电机器人一次只能运送更换一个 电池箱 ， 自身不能将待更换 的电池箱置于

其 附近 ，而是需要不断的移动位置在 电池箱存放架与待换 电车辆之 间反复交替更换，

随着机器人行程 的延伸 ，换 电时间将越来越长，从而严重影响了换 电效率 的提高，给

电动汽车的推广造成 了障碍 。

(3) 、如果采用多 电池箱一次运输 的方案，换 电机器人重量体积都较大 ，如何解

决换 电机器人大惯量 的精确控制 ，如何提高大重量 的换 电机器人 的换 电可靠性和效率，

现有技术无法解决这些 问题 。

发 明内容 ：

本发 明的 目的就在于解决 以上技术 问题 ，提供 了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

人及换 电方法 ，它将多种换 电机器人 间协 同配合完成 的换 电任务集成到一个机器人上，

换 电机器人本体上安装 电池箱暂存架 ，将待换 电的电池箱全部置于 电池箱暂存架上，

从而有效地缩短 了机器人换 电时的行程 ，不仅使得机构精简化 ，缩短 了多种换 电机器

人或机构间的配合 时间和工作行程时间，使得原来多种机器人多结构 、多配合 、多定

位 、多重复的工作方式改为 了一步式到位 ，利用速度规划解决 了换 电机器人大惯量 的

精确控制 问题 ，换 电机器人在换 电过程 中，能够实现多轴联动 ，更进一步提高 了换 电

设备的可靠性和更换效率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它包括机械部分和 电气控制部分，其 中：

机械部分包括在 X、Υ、 ζ 三个直角坐标方 向运动 的水平移动单元 、承重单元、载

物平 台单元 ；所述载物平 台单元 中部镂空，电池箱更换装置安装在镂空位置的中间部

位 ；水平移动单元上还设有主控 台；

在所述水平移动单元至少一侧设置 电池箱暂存货架，电池箱更换装置在 电气控制

部分控制下，一次性取所需的全部充好 电的电池箱 ，并置 电池箱于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

移动至待换 电位置 ；从车辆上取下乏 电池箱 ，置乏 电池箱到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 ，将 电



池箱暂存货架上充好 电的电池箱取下后 ，安装到相应位置 ，如此重复几次操作 ，完成

电池箱更换 。

所述水平移动单元两侧均设有至少一组滚轮 ，滚轮安装在下横梁两侧与地轨配合 ;

所述地轨呈若干列均匀分布 ，在地轨端部设有 限位撞块 ；同时所述滚轮与 电机减速机

相连 ，所述 电机减速机设置在下横梁上并与水平运动伺服 电机连接 ；水平运动伺服 电

机则与 电气控制部分连接 。

所述承重单元主要 由上横梁和两根立柱组成龙 门式结构，所述上横梁上设有两组

横 向导 向轮 ，两组横 向导 向轮之 间夹有安装在充 电货架上 的天轨；天轨上安装有用于

设备取 电的滑触线槽和用于水平方 向工位寻址的水平认址片；所述升 降装置为两立柱

设有 的一组伺服 电机驱动 的绞盘 ，绞盘上缠绕钢丝绳 ，载物平 台单元设有支架与钢丝

绳 的下端连接 ；在至少一根立柱上设有竖直方 向寻址 的纵 向认址片用于纵 向的方 向识

别 。

所述载物平 台单元包括载物 台，载物 台中部镂空，电池箱更换装置安装在镂空的

中间部位 ；载物 台的两侧设有支架，在支架 内侧上设有多组纵 向导 向轮 ，在支架外侧

设有与承重单元相配合 的多个 限位轮 。

所述 电池箱更换装置包括水平旋转平 台，它为圆形板 ，圆形板通过齿轮减速机构

与水平旋转伺服驱动 电机连接 ；在 圆形板上设有工作面，在工作面上设有 电池箱推送

机构，所述 电池箱推送机构上设有支撑横梁 ，支撑横梁与 电池箱托盘连接 ；电池箱推

送机构则包括至少两条平行 的导 向轨道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 电池箱驱动机构 以

及 电磁推手 ，电池箱驱动机构为齿轮齿条机构；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与 电磁推手

分别与各 自设有 的齿轮齿条机构连接 ，电磁推手 的推手工作面上安有两块 圆形 电磁吸

盘 ，分布于工作面两端 ，位置与 电池箱上两 圆形铁块相对应 ；所述 电磁推手 的推手工

作面还设有与 电池 内箱上的锁紧装置相配合 的解锁机构；所述导 向轨道设置在 电池箱

推送机构上表面；所述导 向轨道与 电池箱相 匹配 ，所述 电池箱为将 电池成组放置 的箱

体 ；所述支撑横梁两端各设有至少一个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水平旋转伺服驱动 电机 、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 、电磁吸盘 以及所述各传感器均与 电气部分连接 。

所述齿轮减速机构包括 ：相互啮合 的大齿轮和小齿轮 以及减速器 ，大齿轮与 圆形

板连接 ，小齿轮与减速器输 出轴连接 ，减速器则与水平旋转伺服 电机连接 ，水平旋转

伺服 电机与 电气部分连接 。



所述解锁机构为解锁 电机驱动 的拨叉状结构 ，设置分布于 电磁推手工作面两端 ，

配合打开充 电架或换 电车上的电池 内箱上的锁紧装置 。

电气控制部分包括主控计算机系统、PLC 逻辑控制器 、限位开关、急停开关、伺服

电机 、伺服驱动器 、电机编码器 、超声波传感器 、色标传感器、光 电传感器 、DMP 位置

传感器 、无线通讯模块 I 、无线通讯模块 I I 。所述主控计算机系统包括工控机及触摸

屏 ，所述工控机上通过 串口连接无线通讯模块 I ；

所述 PLC 逻辑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 、急停开关、超声波传感器 、色标传感器、光

电传感器 、DMP 位置传感器 电连接 ，与主控计算机系统通过 串口通讯 ，对机器人的运动

进行逻辑控制 。

所述超声波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磁推手与 电池箱之间的

距离；

所述色标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池 的锁止状态 ；

所述 DMP 位置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磁推手与 电池箱充 电

架上和车体 电池箱仓处的反光板之 间的偏差，将偏差数据反馈至 PLC 控制 电磁推手调

整姿态 以准确抓取和安装 电池箱 。

所述光 电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结合寻址片使用 ，用于对机器人在 X

轴方 向和 Y 方 向的运动定位和实现 X、 Y 方 向运动 的加减速控制 ，实现大惯量机器人高

速 的精确控制 。

所述急停开关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用于在机器人 出现紧急情况的紧急停止 。

所述动力驱动机构包括 5 个伺服驱动器 ，各伺服驱动器分别与水平移动单元，载

物平 台单元和承重单元 、水平旋转平 台的伺服 电机连接 ，所述 的各伺服 电机 的轴上设

有编码器 ，编码器的信号输 出端与 PLC 逻辑控制器连接；同时在水平移动单元 ，载物

平 台单元和承重单元 中工作零点定位处设有限位开关，限位开关与 PLC 逻辑控制器连

接 ；

所述无线通讯模块 I 和无线通讯模块 I I 分别于主控计算机系统的工控机和无线摇

杆上，用于二者之间数据 的无线传输 。

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换 电方法 ：

1) 初始化 ：系统上 电后 ，通过主控计算机系统或主控 台或无线遥控装置下发复位

指令 ，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各个轴触发限位开关后寻零 ，回到原点位置；



2 ) 取充 电货架单元上的电池箱 ：PLC 逻辑控制器根据接收的充满 电的电池箱的坐

标沿 X、Y 轴运动至坐标点位置，水平旋转平 台旋转 + 180 ° 或 - 180 ° ，依据 DMP 位置传

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盘姿态 ，载物平 台单元 中电磁推手上的电磁吸

盘将充 电架货架上充好 的电池箱取下来 ；水平旋转平 台旋转 +90 ° 或 -90 ° ，PLC 逻辑控

制器根据存储 的坐标点和光 电传感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 ，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

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盘姿态 ，准确 的将 电池箱送入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重复过程 ，

取车辆一侧所需的全部 电池箱 ，所需 电池箱装满 电池箱暂存货架后 ，换 电机器人沿 X

轴移动 ，同时，水平旋转装置沿 y 轴 自动旋转到换 电初始状态 。

2 ) 卸换 电车辆 电池箱 ：车辆安全停靠指定换 电区域后 ，换 电机器人根据存储的坐

标点信息通过主控计算机系统或换 电机器人主控 台或无线遥控装置水平移动到指定的

作业点，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盘姿态 ，准确 的将 电

池托盘伸到与车体 电池仓平齐对接 的位置；同时，将水平旋转平 台的旋转角度位置信

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存储 ，根据色标传感器反馈信号判断并确认是否解锁完成 ，解

锁成功之后 ，利用载物平 台单元 中电磁推手上的电磁吸盘将 电池从车体 的电池仓 中取

出，水平旋转平 台旋转 +90 ° 或 -90 ° 位置信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存储 ，PLC 逻辑控制

器根据存储 的坐标点和光 电传感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 ，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

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托盘姿态 ，准确 的将 电池箱送入暂存 电池箱货架上；

3 ) 安装 电池：PLC 逻辑控制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旋转到车体 电池仓 的位置，根据存

储 的水平旋转平 台调整 电池托盘 的姿态 ，将 电池箱安装到 电池仓 中，依据色标传感器

检测信号判断并确认锁止完成 ，PLC 逻辑控制器控制 电磁吸盘失 电，电磁吸盘与 电池脱

离，电磁推手沿载物 台缩 回固定，单箱 电池换 电完成 ；重复过程 ，直至更换所有乏 电

池 ，移动暂存式换 电机器人 回到原点待机 。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将换 电过程 中多种机器人 、多机构协 同配合完成的工作任务集 中到一个机器人

上，换 电机器人至少一侧带有 电池箱暂存架，能够一次性取 电动公交车一侧所需 电池

箱 的数量置于 自身之上，避免 了换 电机器人大空间内远距离重复操作，缩短 了换 电时

间。

2、换 电时间短，换 电效率高。换 电机器人在换 电过程 中能够实现多轴联动 ，水平

移动单元与水平旋转装置 同时动作，缩短 了换 电时间，提高了换 电效率 。



3、利用速度规划解决了大惯量精确控制 问题 。

换 电机器人的光 电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结合寻址片使用，用于对机

器人在 X 轴方 向和 Y 方 向的运动定位和实现 X、 Y 方 向运动的加减速控制，实现大惯量

机器人高速的精确控制 。

本发明带移动暂存架换 电机器人使整个换 电流程时间更短，机构更精简，效率高，

降低 了工作区域的空间占用率，有效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换电机器人能够按

动力公交车 电池位置进行姿态调整， 自动识别 以及快速、准确、安全的对 电动公交车

电池进行更换，换电过程定位精度高、相对位移量小、位置准确，实现对不同种类 电

动公交车动力 电池箱的快速更换。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换 电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换 电机器人载物平台后视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载物平台单元；

图 5 电池箱暂存货架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换 电机器人控制系统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主控台示意图；

图 8 为换 电流程示意图。

其中 1、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2、充 电货架单元，3、换 电公交车，101 、

水平移动单元， 102、承重单元， 103、载物平台单元，4、地轨，5、限位撞块，6、支

架，7、滚轮，8、下横梁，9、主控台， 10、载物台， 11、解锁机构， 12、电池箱暂存

货架， 14、减速器 ， 15、天轨， 16、上横梁 ， 17、立柱， 18、横 向导向轮 ， 19、电池

箱推送机构，20、支撑横梁 ，2 1、水平旋转平台，22、导 向轨道，23、电池箱驱动机

构，24、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伺服 电机 ，25、电磁推手，26、电磁吸盘，27、超声波

传感器，28. 纵向导向轮，501. 主控计算机系统， 502. PLC 逻辑控制器，503. 限位开

关，504. 伺服 电机，505. 伺服驱动器，506. 电机编码器，507. 急停开关，508. 超声波

传感器，509. 色标传感器，510. 光 电传感器，511. DMP 位置传感器，512. 无线通讯模块

I , 513 无线通讯模块 I I 。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 图 1 所示，它包括充 电电池箱置于上部的充 电货架单元 2，与充 电货架单元 2 相

配合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1，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1 沿充 电货架单

元 2 长度方 向运动 ；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1 从充 电货架单元 2 上一次性取 电

动公交车一侧所需的全部 电池箱 ，沿 X 轴方 向移动到 电动公交车换 电位置，通过多个

传感器 的相互配合 ，从 电动公交车取下需更换的乏 电池 ，带有移动暂存架 的换 电机器

人 1 旋转 +90 ° 或 -90 ° ，将乏 电池放置到的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上，依据 PLC 逻辑控制

器 502 存储坐标距离上升或下降，将 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上 已充 电电池箱取下后 ，旋转

+90 ° 或 -90 ° 回位 ，通过多个传感器调节到更换位置完成 电动公交车的电池箱更换 。

图 2 表示本发明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结构示意 图，图中机械部分设有 的

水平移动单元 101 ，载物平 台单元 103 和承重单元 102 ，水平移动单元 101 包括两侧均

具有轮缘 的滚轮 7，与下横梁 8 相连接 的地轨 4，所述地轨 4 端部设有限位撞块 5, 所述

滚轮 7 与 电机减速器 14 相连 ，所述减速器 14 设置在下横梁 8 上并与水平运动伺服 电

机连接 。

承重单元 102 设置在水平移动单元 101 上部，载物平 台单元 103 与所述承重单元

102 连接 ，载物平台单元 103 上包括设有 的载物 台 10 以及其上设有 电池箱更换装置，

电池箱更换装置包括 电池箱驱动机构 23，电池箱驱动机构 23 上设置有 电池箱推送机构

19；

电气控制部分包括：与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 连接 的数据采集装置、动力驱动机构，

无线通信模块 I 512 ，动力驱动机构与机械部分中的水平移动单元 101、承重单元 102

和载物平 台单元 103 、电池箱更换装置中的传动装置连接 ；

承重单元 102 主要 由上横梁 16 和两根立柱 17 组成龙 门式结构，所述上横梁 16 上

设有两组横 向滚轮 18，所述两组横 向滚轮 18 之间夹有安装在充 电货架上的天轨 15;

所述天轨 15 上安装有用于设备取 电的滑触线槽和用于水平方 向工位寻址的水平认址

片；所述两根立柱 17 中一侧立柱设有一组伺服 电机驱动 的绞盘 ，将绞盘上缠绕钢丝绳 ，

钢丝绳 的下端连接于载物平 台单元 103 的支架 6 顶端 ；一根立柱上设有竖直方 向寻址

的纵 向认址片用于纵 向的方 向识别 。

图 3、4 中，所述 电池箱驱动机构 23 包括设置在载物 台 10 的水平旋转平 台 2 1，载

物 台 10 侧面下面设有 电池箱推送机构 19，所述 电池箱推送机构 19 上设有支架横梁 20;



支架横梁 20 与设电池箱托盘连接。图 4 中，载物台 10 两端设有支架 6，所述支架 6 上

设有多组纵向导向轮 28。

所述的电池箱推送机构 19 包括导向轨道 22、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伺服电机 24 以

及电磁推手 25;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伺服电机 24 与电磁推手 25 分别与各自设有的齿

轮齿条机构连接，电磁推手 25 的推手工作面上安有两块圆形电磁吸盘 26，分布于工作

面两端，位置与电池内箱上两圆形铁块相对应；所述电磁推手 25 的推手工作面还设有

与电池内箱上的锁紧装置相配合的解锁机构 11。所述导向轨道 22 设置在电池箱推送机

构 19 上表面；

所述解锁机构 11 为解锁电机驱动拨叉状结构，设置分布于电磁推手 25 工作面两

端，用与配合打开充电架或换电车上的电池内箱上的锁紧装置；

支架横梁 20 两端各设有一个超声波传感器 27;

图 6 中，电气系统包括：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PLC 逻辑控制器 502、限位开关 503、

5 个电机的伺服驱动器 505、电机编码器 506、急停开关 507、超声波传感器 508、色

标传感器 509、光电传感器 510、DMP 位置传感器 511。其中：

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 包括工控机和软件系统，主机采用 X86 系列工控机，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主控软件系统采用 Visual C++语言编写，软件实现多线程事务处理，操

作人员可以用触摸屏对主控计算机进行操作；

西门子 PLC 300 型逻辑控制器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通过无线网络与主控

计算机系统 501 进行通信，通过对超声波传感器 508、色标传感器 509、光电传感器 510、

DMP 位置传感器 511 信号的信号综合判断对各相应驱动电机进行控制。

数据采集装置为超声波传感器 508、光电传感器 510、色标传感器 509、DMP 位置

传感器 511。

超声波传感器 508、色标传感器 509、DMP 位置传感器 511 安装在电磁推手 25 上，

光电传感器 510 安装在上横梁 16 和立柱 17 上，用于对机器人 X轴和 y 轴方向的定位。

限位开关 503 用于每个运动轴的参考机械零点。每个伺服驱动器 505 可以监控相

对应的伺服电机 504 的运行电流、电机堵转或超过额定负载时能够向控制器报警。当

系统出现故障时，运动控制系统能够对故障状态自主的进行判断处理，并将故障内容

上报上位机监控系统。急停开关 507 主要是对设备运行中的紧急情况进行急停，优先

级为第一位。



带有移动暂存架换 电机器人 的电池箱驱动机构 23 上包括的支架横梁 20、水平旋转

平 台 2 1、电池箱推送机构 19，电池箱推送机构 19 通过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来驱

动 。

所述 限位开关 503 与 PLC 逻辑控制器 502 连接 ，分别设置在水平移动单元 ，载物

平 台单元 103 和承重单元 102 中工作零点定位处，且与对应 的各伺服 电机 504 接触连

接 。

主控 台 9 包括柜体 ，所述柜体 内底部装有工控机 ，柜体正面上半部设有 电阻式触

摸屏 ，柜体背面安装有无线通信模块 11513 ，所述柜体上触摸屏 的下方安装有运行状态

指示灯和急停按钮，所述 电阻式触摸屏和无线通信模块 Π 513 与工控机相连 ，所述运

行状态指示灯和急停按钮通过 电平转换 电路板与工控机相连 ；

柜体背面设有柜体 门，柜体 门上设有防雨锁 ；

工控机通过 VGA 接 口与 电阻式触摸屏相连接 ；

无线通信模块 Π 513 通过 网口与工控机通信 ；

无线通信模块 Π 513 以及无线通信模块 1512 采用 WiFi 的 IEEE 802. 11 标准 的无

线网络或 CDMA 模块或 EDGE 模块 。

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 还可设有无线遥控装置，所述无线遥控装置包括壳体 ，在所

述 的壳体上设有总开关、两个二维摇杆 、启动按钮 、停止按钮 、伺服控制器上 电按钮 ;

壳体 内设有主控板和无线通信模块 513; 所述 的总开关、两个二维摇杆 、启动按钮 、

停止按钮 、伺服控制器上 电按钮 、无线通信模块 Π 513 与主控板连接 ；所述主控板将

二维摇杆 的方 向信息转换成 电信号，通过无线通信模块 II513 收发指令控制换 电机器

人 的运动 ；所述 的壳体上设有状态指示灯 ，所述 的状态指示灯和主控板连接 ；所述 的

壳体上设有急停按钮 ，所述 的急停按钮和主控板连接 ；所述 的壳体上设有备用按钮 ；

上位机设有无线通讯模块 1512, 所述无线通讯模块 1512 与遥控装置无线通信模块

II513 无线通讯 。

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换 电方法 ，包括 以下步骤 ：

1) 初始化 ：系统上 电后 ，通过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 或主控 台或无线遥控装置下发

复位指令 ，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各个轴触发限位开关 503 后寻零 ，回到原

点位置；

取充 电货架单元上的电池箱 ：PLC 逻辑控制器 502 根据接收的充满 电的电池箱 的坐标



控制换电机器人沿 X，Y轴方向运动至坐标点位置，水平旋转平台 2 1 旋转+180 ° 或 -180

° ，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511 、超声波传感器 508 信号调整 电池托盘姿态，载物平台单

元 103 中电磁推手 25 上的电磁吸盘 26 将充电货架单元 2 充满的电池箱取下来，水平

旋转平台 2 1 旋转+90 ° 或 -90 ° ，PLC 逻辑控制器 502 根据存储的坐标点和光 电传感器

510 控制换电机器人，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511 、超声波传感器 508 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

盘姿态，准确的将 电池箱送入暂存 电池箱货架 12 上，重复过程，取车辆一侧所需的全

部电池箱，所需电池箱装满 电池箱暂存货架后，换电机器人沿 X 轴移动，同时，水平

旋转装置沿 Y 轴旋转到换电初始状态。

2 ) 卸换电车辆乏电池：车辆安全停靠指定换电区域后，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电机

器人 1 根据存储的坐标点信息通过主控计算机系统 501 或机器人主控台或无线遥控装

置水平移动到指定的作业点，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511 、超声波传感器 508 信号调整 电

池箱托盘姿态，准确的将 电池托盘伸到与车体 电池仓平齐对接的位置，同时，将水平

旋转平台 2 1 的旋转角度位置信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 502 存储，根据色标传感器 509

反馈信号判断并确认是否解锁完成，解锁成功之后，利用载物平台单元 103 中电磁推

手 25 上的电磁吸盘 26 将 电池从车体的电池仓中取出，水平旋转平台 2 1 旋转+90 ° 或

-90 ° 位置信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存储 502，PLC 逻辑控制器 502 根据存储的坐标点

和光 电传感器 510 控制移动换电机器人，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511 、超声波传感器 1508

信号调整 电池托盘姿态，准确的将 电池箱送入电池箱暂存货架 12 上；

3 ) 安装 电池：PLC 逻辑控制器 502 控制移动换电机器人旋转到车体 电池仓的位置，

根据存储的水平旋转平台 2 1调整 电池箱托盘的姿态，将 电池箱安装到电池仓中，依据

色标传感器 509 检测信号判断并确认锁止完成，PLC 逻辑控制器 502 控制 电磁吸盘 26

失电，电磁吸盘 26 与电池箱脱离，电磁推手沿载物台 10 缩回固定，单箱 电池箱换电

完成；重复过程，直至更换所有乏电池箱，带有移动暂存的换电机器人回到原点待机。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 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

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它包括机械部分和 电气控制部分，其 中：

所述机械部分包括在 X、Υ、 ζ 三个直角坐标方 向运动 的水平移动单元 、承重单元 、

载物平 台单元 ；所述载物平 台单元 中部镂空，电池箱更换装置安装在镂空位置 的中间

部位 ；水平移动单元上还设有主控 台；

在所述水平移动单元至少一侧设置 电池箱暂存货架，电池箱更换装置在 电气控制

部分控制下，一次性取所需的全部充好 电的电池箱 ，并置 电池箱于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

移动至待换 电位置 ；从车辆上取下乏 电池箱 ，置乏 电池箱到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 ，将 电

池箱暂存货架上充好 电的电池箱取下后 ，安装到相应位置 ，如此重复几次操作 ，完成

电池箱更换 。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水平移动

单元 的两侧均设有至少一组滚轮 ，滚轮安装在下横梁两侧与地轨配合 ；所述地轨呈若

干列均匀分布 ，在地轨端部设有 限位撞块 ；同时所述滚轮与 电机减速机相连 ，所述 电

机减速机设置在下横梁上并与水平运动伺服 电机连接 ；水平运动伺服 电机则与 电气控

制部分连接 。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承重单元

主要 由上横梁和两根立柱组成龙 门式结构，所述上横梁上设有两组横 向导 向轮 ，两组

横 向导 向轮之 间夹有安装在充 电货架上的天轨；天轨上安装有用于设备取 电的滑触线

槽和用于水平方 向工位寻址 的水平认址片；所述升降装置为两立柱设有 的一组伺服 电

机驱动 的绞盘 ，绞盘上缠绕钢丝绳 ，载物平 台单元设有支架与钢丝绳 的下端连接 ；在

至少一根立柱上设有竖直方 向寻址的纵 向认址片用于纵 向的方 向识别。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载物平 台

单元包括载物 台，载物 台中部镂空，电池箱更换装置安装在镂空的中间部位 ；载物 台

的两侧设有支架，在支架 内侧上设有多组纵 向导 向轮 ，在支架外侧设有与承重单元相

配合 的多个 限位轮 。

5.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 电池箱更

换装置包括水平旋转平 台，它为圆形板 ，圆形板通过齿轮减速机构与水平旋转伺服驱

动 电机连接 ；在 圆形板上设有工作面 ，在工作面上设有 电池箱推送机构，所述 电池箱

推送机构上设有支撑横梁 ，支撑横梁与 电池箱托盘连接 ；电池箱推送机构则包括至少



两条平行 的导 向轨道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 电池箱驱动机构 以及 电磁推手 ，电池

箱驱动机构为齿轮齿条机构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动 电机与 电磁推手分别与各 自设有 的

齿轮齿条机构连接 ，电磁推手 的推手工作面上安有两块 圆形 电磁吸盘 ，分布于工作面

两端 ，位置与 电池箱上两 圆形铁块相对应 ；所述 电磁推手 的推手工作面还设有与 电池

内箱上 的锁紧装置相配合 的解锁机构 ；所述导 向轨道设置在 电池箱推送机构上表面；

所述导 向轨道与 电池箱相匹配 ，所述 电池箱为将 电池成组放置 的箱体 ；所述支撑横梁

两端各设有至少一个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水平旋转伺服驱动 电机 、电池箱推送机构驱

动 电机 、电磁吸盘 以及所述各传感器均与 电气部分连接 。

6.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齿轮减速

机构包括：相互啮合 的大齿轮和小齿轮 以及减速器 ，大齿轮与 圆形板连接 ，小齿轮与

减速器输 出轴连接 ，减速器则与水平旋转伺服 电机连接 ，水平旋转伺服 电机与 电气部

分连接 。

7.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 电气控制

部分包括主控计算机系统、PLC 逻辑控制器 、限位开关、急停开关、伺服 电机 、伺服驱

动器 、电机编码器 、超声波传感器 、色标传感器 、光 电传感器、DMP 位置传感器、无线

通讯模块 I 、无线通讯模块 I I 。所述主控计算机系统包括工控机及触摸屏 ，所述工控

机上通过 串口连接无线通讯模块 I ；

所述 PLC 逻辑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 、急停开关、超声波传感器 、色标传感器、光

电传感器 、DMP 位置传感器 电连接 ，与主控计算机系统通过 串口通讯 ，对机器人的运动

进行逻辑控制 。

8.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超声波传

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磁推手与 电池箱之 间的距离；

所述色标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池 的锁止状态 ；

所述 DMP 位置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用于检测 电磁推手与 电池箱充 电

架上和车体 电池箱仓处的反光板之 间的偏差，将偏差数据反馈至 PLC 控制 电磁推手调

整姿态 以准确抓取和安装 电池箱 ；

所述光 电传感器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 ，结合寻址片使用 ，用于对机器人在 X

轴方 向和 Y 方 向的运动定位 ；

所述急停开关与 PLC 逻辑控制器 电连接，用于在机器人 出现紧急情况的紧急停止 。



9 .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其特征是，所述动力驱动

机构包括 5 个伺服驱动器 ，各伺服驱动器分别与水平移动单元 ，载物平 台单元和承重

单元 、水平旋转平 台的伺服 电机连接 ，所述 的各伺服 电机 的轴上设有编码器 ，编码器

的信号输 出端与 PLC 逻辑控制器连接 ；同时在水平移动单元 ，载物平 台单元和承重单

元 中工作零点定位处设有 限位开关，限位开关与 PLC 逻辑控制器连接；

所述无线通讯模块 I 和无线通讯模块 I I 分别于主控计算机系统的工控机和无线摇

杆上，用于二者之间数据 的无线传输 。

10. 一种采用权利要求 1-9 任一所述 的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换 电方法 ，

其特征是，具体步骤为：

1 ) 初始化 ：系统上 电后 ，通过主控计算机系统或主控 台或无线遥控装置下发复位

指令 ，带有移动暂存架的换 电机器人 的各个轴触发限位开关后寻零 ，回到原点位置；

取 电池箱 ：PLC 逻辑控制器根据接收的充满 电的电池箱 的坐标沿 X、Y 轴运动至坐标

点位置，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盘姿态 ，将充 电架货

架上充好 的电池箱取下来 ；水平旋转平 台旋转 90 度 ，PLC 逻辑控制器根据存储 的坐标

点和光 电传感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 ，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

箱托盘姿态 ，准确的将 电池箱送入 电池箱暂存货架上，重复过程 ，取车辆一侧所需的

全部 电池箱 ；

2 ) 卸 电池 ：车辆安全停靠指定换 电区域后 ，换 电机器人根据存储 的坐标点信息通

过主控计算机系统或换 电机器人主控 台或无线遥控装置水平移动到指定的作业点，依

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箱托盘姿态 ，准确 的将 电池托盘伸到

与车体 电池仓平齐对接 的位置；同时，将水平旋转平 台的旋转角度位置信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存储 ，根据色标传感器反馈信号判断并确认是否解锁完成 ，解锁成功之后 ，

利用载物平 台单元中电磁推手上的电磁吸盘将 电池从车体 的电池仓 中取 出，水平旋转

平 台旋转位置信号送至 PLC 逻辑控制器存储，PLC 逻辑控制器根据存储 的坐标点和光 电

传感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 ，依据 DMP 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整 电池托盘姿态 ，

准确 的将 电池箱送入暂存 电池箱货架上；

3 ) 安装 电池：PLC 逻辑控制器控制换 电机器人旋转到车体 电池仓 的位置，根据存

储 的水平旋转平 台调整 电池托盘 的姿态 ，将 电池箱安装到 电池仓 中，依据色标传感器

检测信号判断并确认锁止完成 ，PLC 逻辑控制器控制 电磁吸盘失 电，电磁吸盘与 电池脱



离 ，电磁推手沿载物 台缩 回固定 ，单箱 电池换 电完成 ；重复过程 ，直至更换所有乏 电

池 ，移动暂存式换 电机器人 回到原点待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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