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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超载

工业机器人手臂。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在夹取

货物的过程中能固定住货物的防超载工业机器

人手臂。技术方案是：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

臂，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连接板、控制箱

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下端连接有连接板，工业

机器人连接架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的左右两

侧，连接板上侧左部安装有控制箱，控制箱包括

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压

力传感器，控制箱内的控制模块能够控制第一压

力传感器对货物的重量进行检测，如果第一压力

传感器检测的货物重量大于控制模块中设定值，

重量指示灯亮起，说明该装置不能承受该货物的

重量，继而该装置停止夹取该货物，达到了能够

对货物质量进行筛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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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连接板

（2）、控制箱（3）、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重量测量箱体（6）、第一轴承座（61）、顺牙丝杆

（62）、第一螺母（63）、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导套（7）、第一导轨（8）、n形架（9）、第二导套

（10）、安装块（11）、第一压力传感器（12）、夹取箱体（13）、滑轨（14）、滑块（15）、延长杆（16）、

支撑杆（17）、连接块（18）、延长块（19）和第二导轨（20），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下端连接有

连接板（2），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2）的左右两侧，连接板（2）上侧

左部安装有控制箱（3），控制箱（3）包括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通过线路与开关

电源连接，电源模块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箱（3）位于左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

（1）左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蜂鸣器（4），蜂鸣器（4）位于右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

右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重量指示灯（5），重量指示灯（5）位于蜂鸣器（4）右方，连接板

（2）中部嵌入式安装有重量测量箱体（6），重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下两部均设有第一轴

承座（61），两个第一轴承座（61）之间连接有顺牙丝杆（62），顺牙丝杆（62）上通过螺纹连接

有第一螺母（63），重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部安装有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驱动电机

（64）的输出轴与顺牙丝杆（62）的上端连接，重量测量箱体（6）内下部设有第一导套（7），第

一导套（7）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导轨（8），该第一导轨（8）上粗下细，能够防止脱轨，第一螺

母（63）与第一导轨（8）连接，第一导轨（8）下部滑动式连接有第二导套（10），第二导套（10）

上设有n形架（9），第一导轨（8）下部后侧设有安装块（11），安装块（11）位于n形架（9）内，安

装块（11）上侧安装有第一压力传感器（12），n形架（9）底部连接有夹取箱体（13），夹取箱体

（13）下部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滑轨（14），滑轨（14）上均滑动式连接有滑块（15），滑块（15）下

侧均连接有延长杆（16），延长杆（16）下侧均连接有支撑杆（17），支撑杆（17）下端均设有连

接块（18），右侧的连接块（18）左侧设有延长块（19），左侧的连接块（18）右侧连接有两根第

二导轨（20），两根第二导轨（20）上均滑动式连接有第三导套（201），第三导套（201）与连接

块（18）之间均连接有弹簧（202），第二导轨（20）穿过弹簧（202），第三导套（201）外侧均连接

有移动杆（203），延长块（19）左侧连接有夹板（21），两根移动杆（203）右端之间也连接有夹

板（21），左侧的夹板（21）左侧中部连接有推块（204），推块（204）位于两根第二导轨（20）之

间，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205），第二压力传感器（205）位于推块

（204）左侧，夹取箱体（13）左右两壁上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二轴承座（22），两个第二轴承座

（22）之间连接有正反牙丝杆（23），正反牙丝杆（23）的左右两部均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

（24），左右两侧的第二螺母（24）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滑块（15）连接，正反牙丝杆（23）中部设

有第一齿轮（25），夹取箱体（13）内后壁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26），第二驱动电机（26）的输

出轴上设有第二齿轮（27），第二齿轮（27）位于第一齿轮（25）下侧，第二齿轮（27）与第一齿

轮（25）啮合，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第一驱动电机（64）和第一压力传感器（12）均与控

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固定块

（30）、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夹取箱体（13）底部中间设有固定块（30），固

定块（30）上安装有激光测距探头（301），连接板（2）上侧右部安装有距离指示灯（302），距离

指示灯（302）位于重量指示灯（5）右侧，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均与控制模

块通过线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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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N形杆（311）、摩擦块（312）、第一磁铁（313）和第二磁铁（314），左右两侧的夹板（21）外

侧下部均安装有减速电机（31），减速电机（31）的输出轴上均连接有N形杆（311），N形杆

（311）外侧均连接有摩擦块（312），摩擦块（312）上侧均连接有第一磁铁（313），连接块（18）

下侧均连接有第二磁铁（314），第二磁铁（314）均与第一磁铁（313）相吸，减速电机（31）与控

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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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机器人在搬运货物时，一般是大量不同质量的货物堆积在一起，而工业机器

人是不分货物重量地直接进行夹取，当货物重量过大，超出工业机器人的承重范围时，夹起

过重的货物会对工业机器人的机械臂造成损坏，造成财产损失；而且包装货物的盒子比较

光滑平整，工业机器人利用机械臂夹取货物的过程中不能固定住货物，货物容易滑落，造成

货物损坏。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工业机器人在搬运货物时不分货物重量地直接进行夹取，夹取货物的过

程中不能固定住货物的缺点，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在夹取货物的过程中能固定住货物的

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

[0004] 技术方案是：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连接板、控

制箱、蜂鸣器、重量指示灯、重量测量箱体、第一轴承座、顺牙丝杆、第一螺母、第一驱动电

机、第一导套、第一导轨、n形架、第二导套、安装块、第一压力传感器、夹取箱体、滑轨、滑块、

延长杆、支撑杆、连接块、延长块和第二导轨，工业机器人连接架下端连接有连接板，工业机

器人连接架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的左右两侧，连接板上侧左部安装有控制箱，控制箱包

括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通过线路与开关电源连接，电源模块与控制模块通过

线路连接，控制箱位于左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左方，连接板上侧右部设有蜂鸣器，蜂鸣器

位于右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右方，连接板上侧右部设有重量指示灯，重量指示灯位于蜂

鸣器右方，连接板中部嵌入式安装有重量测量箱体，重量测量箱体内右壁上下两部均设有

第一轴承座，两个第一轴承座之间连接有顺牙丝杆，顺牙丝杆上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母，

重量测量箱体内右壁上部安装有第一驱动电机，第一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顺牙丝杆的上端

连接，重量测量箱体内下部设有第一导套，第一导套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导轨，该第一导轨

上粗下细，能够防止脱轨，第一螺母与第一导轨连接，第一导轨下部滑动式连接有第二导

套，第二导套上设有n形架，第一导轨下部后侧设有安装块，安装块位于n形架内，安装块上

侧安装有第一压力传感器，n形架底部连接有夹取箱体，夹取箱体下部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滑

轨，滑轨上均滑动式连接有滑块，滑块下侧均连接有延长杆，延长杆下侧均连接有支撑杆，

支撑杆下端均设有连接块，右侧的连接块左侧设有延长块，左侧的连接块右侧连接有两根

第二导轨，两根第二导轨上均滑动式连接有第三导套，第三导套与连接块之间均连接有弹

簧，第二导轨穿过弹簧，第三导套外侧均连接有移动杆，延长块左侧连接有夹板，两根移动

杆右端之间也连接有夹板，左侧的夹板左侧中部连接有推块，推块位于两根第二导轨之间，

两根第二导轨之间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二压力传感器位于推块左侧，夹取箱体左右两

壁上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二轴承座，两个第二轴承座之间连接有正反牙丝杆，正反牙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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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右两部均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左右两侧的第二螺母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滑块连

接，正反牙丝杆中部设有第一齿轮，夹取箱体内后壁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第二驱动电机的

输出轴上设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位于第一齿轮下侧，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啮合，蜂鸣器、

重量指示灯、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一压力传感器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05] 进一步，还包括有固定块、激光测距探头和距离指示灯，夹取箱体底部中间设有固

定块，固定块上安装有激光测距探头，连接板上侧右部安装有距离指示灯，距离指示灯位于

重量指示灯右侧，激光测距探头和距离指示灯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06] 进一步，还包括有减速电机、N形杆、摩擦块、第一磁铁和第二磁铁，左右两侧的夹

板外侧下部均安装有减速电机，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上均连接有N形杆，N形杆外侧均连接有

摩擦块，摩擦块上侧均连接有第一磁铁，连接块下侧均连接有第二磁铁，第二磁铁均与第一

磁铁相吸，减速电机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07] 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压力传感器，控制箱内的控制模块能够控制第

一压力传感器对货物的重量进行检测，如果第一压力传感器检测的货物重量大于控制模块

中设定值，重量指示灯亮起，说明该装置不能承受该货物的重量，继而该装置停止夹取该货

物，达到了能够对货物质量进行筛选的效果。设置减速电机和摩擦块，减速电机通过N形杆

带动两个摩擦块相互靠近，摩擦块可以固定住货物，防止其脱落。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为本发明的电路图。

[0012]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1  工业机器人连接架，2  连接板，3  控制箱，4  蜂鸣器，5 

重量指示灯，6  重量测量箱体，61  第一轴承座，62  顺牙丝杆，63  第一螺母，64  第一驱动电

机，7  第一导套，8  第一导轨，9  n形架，10  第二导套，11  安装块，12  第一压力传感器，13 

夹取箱体，14  滑轨，15  滑块，16  延长杆，17  支撑杆，18  连接块，19  延长块，20  第二导轨，

201  第三导套，202  弹簧，203  移动杆，204  推块，205  第二压力传感器，21  夹板，22  第二

轴承座，23  正反牙丝杆，24  第二螺母，25  第一齿轮，26  第二驱动电机，27  第二齿轮，30 

固定块，301  激光测距探头，302  距离指示灯，31  减速电机，311  N形杆，312  摩擦块，313 

第一磁铁，314  第二磁铁。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

[0014] 实施例1

[0015] 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如图1‑4所示，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连接板2、

控制箱3、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重量测量箱体6、第一轴承座61、顺牙丝杆62、第一螺母63、

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导套7、第一导轨8、n形架9、第二导套10、安装块11、第一压力传感器

12、夹取箱体13、滑轨14、滑块15、延长杆16、支撑杆17、连接块18、延长块19和第二导轨20，

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下端连接有连接板2，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连接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129419 B

5



板2连接，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2的左右两侧，连接板2上侧左部安装

有控制箱3，控制箱3包括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通过线路与开关电源连接，电源

模块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箱3位于左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左方，连接板2上侧

右部设有蜂鸣器4，蜂鸣器4位于右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右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重

量指示灯5，重量指示灯5位于蜂鸣器4右方，连接板2中部嵌入式安装有重量测量箱体6，重

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下两部均设有第一轴承座61，第一轴承座61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

重量测量箱体6连接，两个第一轴承座61之间连接有顺牙丝杆62，顺牙丝杆62上通过螺纹连

接有第一螺母63，重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部安装有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驱动电机64通过

螺栓连接的方式与重量测量箱体6连接，第一驱动电机64的输出轴与顺牙丝杆62的上端连

接，重量测量箱体6内下部设有第一导套7，第一导套7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导轨8，该第一导

轨8上粗下细，能够防止脱轨，第一螺母63与第一导轨8连接，第一导轨8下部滑动式连接有

第二导套10，第二导套10上设有n形架9，第一导轨8下部后侧设有安装块11，安装块11位于n

形架9内，安装块11上侧安装有第一压力传感器12，n形架9底部连接有夹取箱体13，n形架9

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夹取箱体13连接，夹取箱体13下部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滑轨14，滑轨

14上均滑动式连接有滑块15，滑块15下侧均连接有延长杆16，延长杆16下侧均连接有支撑

杆17，支撑杆17下端均设有连接块18，右侧的连接块18左侧设有延长块19，左侧的连接块18

右侧连接有两根第二导轨20，两根第二导轨20上均滑动式连接有第三导套201，第三导套

201与连接块18之间均连接有弹簧202，第二导轨20穿过弹簧202，第三导套201外侧均连接

有移动杆203，第三导套201通过焊接连接的方式与移动杆203连接，延长块19左侧连接有夹

板21，两根移动杆203右端之间也连接有夹板21，左侧的夹板21左侧中部连接有推块204，推

块204位于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205，第二压力

传感器205位于推块204左侧，夹取箱体13左右两壁上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二轴承座22，第

二轴承座2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夹取箱体13连接，两个第二轴承座22之间连接有正反牙

丝杆23，正反牙丝杆23的左右两部均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24，左右两侧的第二螺母24

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滑块15连接，第二螺母24通过焊接连接的方式与滑块15连接，正反牙丝

杆23中部设有第一齿轮25，夹取箱体13内后壁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26，第二驱动电机26的

输出轴上设有第二齿轮27，第二齿轮27位于第一齿轮25下侧，第二齿轮27与第一齿轮25啮

合，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第一驱动电机64和第一压力传感器12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

接。

[0016] 实施例2

[0017] 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如图1‑4所示，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连接板2、

控制箱3、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重量测量箱体6、第一轴承座61、顺牙丝杆62、第一螺母63、

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导套7、第一导轨8、n形架9、第二导套10、安装块11、第一压力传感器

12、夹取箱体13、滑轨14、滑块15、延长杆16、支撑杆17、连接块18、延长块19和第二导轨20，

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下端连接有连接板2，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2的

左右两侧，连接板2上侧左部安装有控制箱3，控制箱3包括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电源模

块通过线路与开关电源连接，电源模块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箱3位于左侧的工业

机器人连接架1左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蜂鸣器4，蜂鸣器4位于右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

架1右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重量指示灯5，重量指示灯5位于蜂鸣器4右方，连接板2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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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安装有重量测量箱体6，重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下两部均设有第一轴承座61，两个

第一轴承座61之间连接有顺牙丝杆62，顺牙丝杆62上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母63，重量测

量箱体6内右壁上部安装有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驱动电机64的输出轴与顺牙丝杆62的上

端连接，重量测量箱体6内下部设有第一导套7，第一导套7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导轨8，该第

一导轨8上粗下细，能够防止脱轨，第一螺母63与第一导轨8连接，第一导轨8下部滑动式连

接有第二导套10，第二导套10上设有n形架9，第一导轨8下部后侧设有安装块11，安装块11

位于n形架9内，安装块11上侧安装有第一压力传感器12，n形架9底部连接有夹取箱体13，夹

取箱体13下部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滑轨14，滑轨14上均滑动式连接有滑块15，滑块15下侧均

连接有延长杆16，延长杆16下侧均连接有支撑杆17，支撑杆17下端均设有连接块18，右侧的

连接块18左侧设有延长块19，左侧的连接块18右侧连接有两根第二导轨20，两根第二导轨

20上均滑动式连接有第三导套201，第三导套201与连接块18之间均连接有弹簧202，第二导

轨20穿过弹簧202，第三导套201外侧均连接有移动杆203，延长块19左侧连接有夹板21，两

根移动杆203右端之间也连接有夹板21，左侧的夹板21左侧中部连接有推块204，推块204位

于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205，第二压力传感器

205位于推块204左侧，夹取箱体13左右两壁上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二轴承座22，两个第二

轴承座22之间连接有正反牙丝杆23，正反牙丝杆23的左右两部均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

24，左右两侧的第二螺母24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滑块15连接，正反牙丝杆23中部设有第一齿

轮25，夹取箱体13内后壁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26，第二驱动电机26的输出轴上设有第二齿

轮27，第二齿轮27位于第一齿轮25下侧，第二齿轮27与第一齿轮25啮合，蜂鸣器4、重量指示

灯5、第一驱动电机64和第一压力传感器12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18] 还包括有固定块30、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夹取箱体13底部中间设

有固定块30，夹取箱体1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固定块30连接，固定块30上安装有激光测

距探头301，连接板2上侧右部安装有距离指示灯302，距离指示灯302位于重量指示灯5右

侧，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19] 实施例3

[0020] 一种防超载工业机器人手臂，如图1‑4所示，包括有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连接板2、

控制箱3、蜂鸣器4、重量指示灯5、重量测量箱体6、第一轴承座61、顺牙丝杆62、第一螺母63、

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导套7、第一导轨8、n形架9、第二导套10、安装块11、第一压力传感器

12、夹取箱体13、滑轨14、滑块15、延长杆16、支撑杆17、连接块18、延长块19和第二导轨20，

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下端连接有连接板2，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有两个，分别位于连接板2的

左右两侧，连接板2上侧左部安装有控制箱3，控制箱3包括有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电源模

块通过线路与开关电源连接，电源模块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控制箱3位于左侧的工业

机器人连接架1左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蜂鸣器4，蜂鸣器4位于右侧的工业机器人连接

架1右方，连接板2上侧右部设有重量指示灯5，重量指示灯5位于蜂鸣器4右方，连接板2中部

嵌入式安装有重量测量箱体6，重量测量箱体6内右壁上下两部均设有第一轴承座61，两个

第一轴承座61之间连接有顺牙丝杆62，顺牙丝杆62上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母63，重量测

量箱体6内右壁上部安装有第一驱动电机64，第一驱动电机64的输出轴与顺牙丝杆62的上

端连接，重量测量箱体6内下部设有第一导套7，第一导套7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导轨8，该第

一导轨8上粗下细，能够防止脱轨，第一螺母63与第一导轨8连接，第一导轨8下部滑动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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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第二导套10，第二导套10上设有n形架9，第一导轨8下部后侧设有安装块11，安装块11

位于n形架9内，安装块11上侧安装有第一压力传感器12，n形架9底部连接有夹取箱体13，夹

取箱体13下部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滑轨14，滑轨14上均滑动式连接有滑块15，滑块15下侧均

连接有延长杆16，延长杆16下侧均连接有支撑杆17，支撑杆17下端均设有连接块18，右侧的

连接块18左侧设有延长块19，左侧的连接块18右侧连接有两根第二导轨20，两根第二导轨

20上均滑动式连接有第三导套201，第三导套201与连接块18之间均连接有弹簧202，第二导

轨20穿过弹簧202，第三导套201外侧均连接有移动杆203，延长块19左侧连接有夹板21，两

根移动杆203右端之间也连接有夹板21，左侧的夹板21左侧中部连接有推块204，推块204位

于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两根第二导轨20之间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205，第二压力传感器

205位于推块204左侧，夹取箱体13左右两壁上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二轴承座22，两个第二

轴承座22之间连接有正反牙丝杆23，正反牙丝杆23的左右两部均通过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

24，左右两侧的第二螺母24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滑块15连接，正反牙丝杆23中部设有第一齿

轮25，夹取箱体13内后壁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26，第二驱动电机26的输出轴上设有第二齿

轮27，第二齿轮27位于第一齿轮25下侧，第二齿轮27与第一齿轮25啮合，蜂鸣器4、重量指示

灯5、第一驱动电机64和第一压力传感器12均与控制模块通过线路连接。

[0021] 还包括有固定块30、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夹取箱体13底部中间设

有固定块30，固定块30上安装有激光测距探头301，连接板2上侧右部安装有距离指示灯

302，距离指示灯302位于重量指示灯5右侧，激光测距探头301和距离指示灯302均与控制模

块通过线路连接。

[0022] 还包括有减速电机31、N形杆311、摩擦块312、第一磁铁313和第二磁铁314，左右两

侧的夹板21外侧下部均安装有减速电机31，减速电机31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夹板21连

接，减速电机31的输出轴上均连接有N形杆311，N形杆311外侧均连接有摩擦块312，摩擦块

31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N形杆311连接，摩擦块312上侧均连接有第一磁铁313，连接块18

下侧均连接有第二磁铁314，第二磁铁314均与第一磁铁313相吸，减速电机31与控制模块通

过线路连接。

[0023] 使用该装置夹取货物时，先开启第二驱动电机26，第二压力传感器205也同时工

作，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货物体积的大小，控制第二驱动电机26的转动方向，当货物体积较大

时，控制第二驱动电机26顺时针转动，第二驱动电机26可以带动第二齿轮27顺时针转动，第

一齿轮25随之逆时针转动，第二齿轮27可以带动正反牙丝杆23逆时针转动，左侧的第二螺

母24通过左侧的滑块15带动左侧的延长杆16和支撑杆17等相关部件向左运动，右侧的第二

螺母24通过右侧的滑块15带动右侧的延长杆16和支撑杆17等相关部件向右运动，这样就可

以使左右两侧的夹板21相互远离，当左右两侧的夹板21刚好可以夹住货物时，第二驱动电

机26停止转动处于制动状态，左右两侧的夹板21夹住货物时，左侧夹板21上的推块204与第

二压力传感器205接触，控制箱3内的控制模块能够控制第二压力传感器205对货物的重量

进行检测，第二压力传感器205输出对应重量信号（数字量），控制模块接收到第二压力传感

器205信号后，与控制模块中设定值时进行对应，如果第二压力传感器205检测的货物重量

在控制模块中的设定值内，控制模块控制第一驱动电机64工作，第一驱动电机64带动顺牙

丝杆62顺时针转动，第一螺母63随之向上运动，第一螺母63带动第一导轨8向上运动，第一

导轨8上的第一压力传感器12与n形架9内壁接触，控制箱3内的控制模块能够控制第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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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12对货物的重量进行检测，第一压力传感器12输出对应重量信号（数字量），控制模

块接收到第一压力传感器12信号后，与控制模块中设定值时进行对应，如果第一压力传感

器12检测的货物重量大于控制模块中设定值，重量指示灯5亮起，重量大于最大值，说明该

装置不能夹取该货物；如果第一压力传感器12检测的货物重量在控制模块中的设定值内，

重量指示灯5不亮，蜂鸣器4发出响声，第一压力传感器12发出电信号，控制模块接收到第一

压力传感器12信号后，可以控制工业机器人连接架1带动整个装置向上运动。从而实现对货

物的夹取。

[0024] 两个夹板21夹取物体后，第一驱动电机64和激光测距探头301同时启动，激光测距

探头301能够对货物的距离进行检测，激光测距探头301输出对应距离信号（数字量），控制

模块接收到激光测距探头301信号后，与控制模块中设定值时进行对应，如果激光测距探头

301检测的货物与激光测距探头301之间的距离在逐渐增大，激光测距探头301发出电信号，

控制模块接收到信号后，控制距离指示灯302亮起，发出提醒，从而使控制模块控制第二驱

动电机26继续施力，这样就能夹紧货物，防止货物掉落。

[0025] 第二驱动电机26继续施力，货物仍有下滑的趋势时，工作人员可以开启两个减速

电机31，减速电机31通过N形杆311带动两个摩擦块312相互靠近，摩擦块312可以固定住货

物，防止其脱落。需要卸下货物时，控制减速电机31反转，减速电机31通过N形杆311带动两

个摩擦块312相互远离，第一磁铁313和第二磁铁314相吸，可以固定住摩擦块312，减速电机

31断电。

[0026] 应理解，该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

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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