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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自动控制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包括客户端、

任务接受终端、任务调度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加

工处理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

述客户端用于接受客户的订单；所述任务接受终

端接受并读取来自客户端中的订单信息，任务接

受终端向任务调度模块传输任务信息；所述任务

调度模块将从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到的任务传输

到设备监控模块。通过数据处理模块将生产的产

品参数调出，并与修改后的参数做对比，提取出

已生产的产品与修改后的产品间的差异，并通过

产品修复单元将已生产的产品直接修复到客户

所需的产品上，加快了生产的速度，同时将低了

生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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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客户端、任务接受终端、任务调

度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加工处理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客户端用于接

受客户的订单；所述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并读取来自客户端中的订单信息；任务接受终端向

任务调度模块传输任务信息；所述任务调度模块将从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到的任务传输到设

备监控模块；所述设备监控模块用于设备的管理和监控，设备监控模块分别作用于加工处

理模块和数据传输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向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加工所需要的数据、工装、刀具

和运输条件，设备监控模块监控到产品的参数并传输到数据传输模块上；所述数据传输模

块再将产品的信息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上进行数据的处理；所述数据处理模块用于处理设

备监控模块所检测到的数据信息，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信息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监控

模块包括监控单元、参数管理单元、工装管理单元、刀具管理单元和物料运输单元；所述监

控单元用于对产品进行检验；所述参数管理单元用于对加工处理模块的参数进行输入和修

改；所述工装管理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上提供特定的工装；所述刀具管理单元用于向

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刀具；所述物料运输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运输物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单元

包括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述形状扫描组件用于扫描产品的外形；所述尺寸监

测组件用于监测产品的尺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处理

单元包括特形加工单元、普通加工单元和产品修复单元；所述特性加工单元用于加工特色

形状的产品；所述普通加工单元用于加工普通形状的产品；所述产品修复单元用于产品的

修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修复

单元包括超精密修复组件、普通修复组件和修复补偿组件；所述超精密修复组件用于产品

的超精密修复作业；所述普通修复组件用于对产品的普通修复作业；修复补偿组件用于对

产品补偿式修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形状扫描

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监测到的数据反馈到加工处理模块，所述加工处理模块根据反馈的

信息进行实时的调整，以便于降低产品的偏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形状扫描

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对生产后的边角料进行形状和尺寸的扫描和检测，检测后的数据通过

数据传输模块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到数据库中，数据

处理模块具有数据库的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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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控制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柔性制造单元是一个由计算机集成管理和控制、高效率地制造某一类中小批量多

品种零部件的自动化制造系统，它常由机械手、数控机床、供料机构及控制系统构成。它能

根据制造任务或生产环境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以适宜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当制造对

象发生变化时，它能够方便的通过改变编程软件、工装、刀具就可以制造出所需的零件。柔

性制造技术是实现未来工厂的新颖概念模式和新的发展趋势，决定制造企业未来发展前途

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项专利关于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如申请号为

2017208003632的一项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本柔性制造单元

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与该控制器相连的数控机床和机械手；其中所述机械手适于将

工件抓取后放入数控机床中加工，并待加工完毕后，将工件取出。

[0004] 该技术方案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作配合。但

是该技术方案中，直接通过设备进行生产，当客户在生产的过程中想要进行修改订单时，需

要将前面生产的产品直接作废，再重新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效率，增加了生产的成

本，同时该技术方案没有对边角料进行合理的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得该技术方案受

限。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解决当客户在生产的过程中想要进行修改订单时，需

要将前面生产的产品直接作废，再重新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效率，增加了生产的成

本，以及该技术方案没有对边角料进行合理的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的问题；本发明提出

了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

能控制系统，包括客户端、任务接受终端、任务调度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加工处理模块、数

据传输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客户端用于接受客户的订单；所述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并

读取来自客户端中的订单信息，任务接受终端向任务调度模块传输任务信息；所述任务调

度模块将从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到的任务传输到设备监控模块；所述设备监控模块用于设备

的管理和监控，设备监控模块分别作用于加工处理模块和数据传输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向

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加工所需要的数据、工装、刀具和运输条件，设备监控模块监控到产品的

参数并传输到数据传输模块上；所述数据传输模块再将产品的信息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上

进行数据的处理；所述数据处理模块用于处理设备监控模块所检测到的数据信息，数据处

理模块将处理后的信息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客户可通过客户端提交或修改订单，任务接

受终端提取客户端中产品的形状、参数和数量，并生成具体的生产任务，任务调度模块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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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调出并发送到设备监控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将生产任务发送到加工处理模块进行加工，

并对加工后的产品进行监控测量，监控测量得到的数据通过数据传输装置传输到数据处理

模块中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任务

接受终端将接受到的反馈数据展现在客户端上，供客户查看。

[0007] 优选的，所述设备监控模块包括监控单元、参数管理单元、工装管理单元、刀具管

理单元和物料运输单元；所述监控单元用于对产品进行检验；所述参数管理单元用于对加

工处理模块的参数进行输入和修改；所述工装管理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上提供特定的

工装；所述刀具管理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刀具；所述物料运输单元用于向加工处

理模块运输物料；设备监控模块调取到任务后，根据任务的内容，参数管理单元调整加工处

理模块的加工参数，工装管理单元为加工处理模块提供需要使用的工装，刀具管理单元为

加工处理模块更换合适的刀具，物料运输单元为加工处理模块进行上料。

[0008] 优选的，所述监控单元包括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述形状扫描组件用

于扫描产品的外形，扫描的外形与任务接受终端中储存的产品形状作对比，以便分析出加

工处理模块所生产的产品与任务中的产品形状是否存在差异；所述尺寸监测组件用于监测

产品的尺寸，监测出的产品尺寸与任务接受终端中储存的产品尺寸作对比，以便于检验产

品是否合格，当产品合格时，合格产品的信息通过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传输到任

务接受终端，并最终通过客户端反馈到客户，以便于客户准确的了解产品的生产情况；通过

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间的配合，使得对加工处理模块加工出来的产品进行分析，

从而准确了解加工处理模块的生产情况。

[0009] 优选的，所述加工处理单元包括特形加工单元、普通加工单元和产品修复单元；所

述特性加工单元用于加工特色形状的产品；所述普通加工单元用于加工普通形状的产品；

所述产品修复单元用于产品的修复；通过特形加工单元、普通加工单元和产品修复单元间

的配合，在需要生产特殊形状的产品时，可以使用特形加工单元进行加工，在需要生产普通

形状的产品时，可以使用普通加工单元进行生产，产品加工出现问题后，可将产品用产品修

复单元进行修复，可以将尺寸或形状有瑕疵的产品通过修补再次利用起来，可以节约资源

和生产成本，当客户在客户端对当前订单进行修改时，任务接受终端将修改后的参数生成

生产任务，数据处理模块将生产的产品参数调出，并与修改后的参数做对比，并提取出已生

产的产品与修改后的产品间的差异，差异通过监控模块反馈到加工处理模块，通过产品修

复单元将已生产的产品修复到客户所需的产品上，同时数据处理模块计算出修复现有产品

所需的成本，且数据处理模块计算出重新生产产品的成本，数据处理模块将成本低的一种

数据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进行任务的生成，任务接受终端将增加的成本反馈到客户端，提

醒客户修改订单后所需要缴纳的钱款。

[0010] 优选的，所述产品修复单元包括超精密修复组件、普通修复组件和修复补偿组件；

所述超精密修复组件用于产品的超精密修复作业；所述普通修复组件用于对产品的普通修

复作业；修复补偿组件用于对产品补偿式修复；根据客户修改订单后的要求或加工处理单

元生产出的产品形状和尺寸存在偏差时，此时可以使用超精密修复组件或普通修复组件进

行修复，当产品尺寸不足或产品表面出现凹坑需要补偿时，可以通过修复补偿组件对产品

进行填充拼接等方式进行补偿式修复。

[0011] 优选的，所述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监测到的数据反馈到加工处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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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所述加工处理模块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实时的调整，以便于降低产品的偏差；当形状扫

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监测到的实时数据与任务接受终端中的数据出现差异时，形状扫

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将差异反馈到加工处理模块，分析出生产的产品和形状是否存在偏

差，当产品和形状出现偏差时参数管理单元自动调节相关参数，使得消除产品的偏差，从而

实时的对加工处理模块进行调节。

[0012] 优选的，所述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对生产后的边角料进行形状和尺寸的

扫描和检测，检测后的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

后的数据发送到数据库中，数据处理模块具有数据库的读写权限；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

测组件对生产后的边角料进行形状和尺寸被储存到数据库中，当另一个柔性制造单元在生

产产品时，该柔性制造单元的智能控制系统中的数据处理装置在读取到有可用于生产该产

品的边角料时，通过物料运输单元直接将边角料调用到该产品的生产上，降低产品的生产

成本。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数据处理模块将生产的产

品参数调出，并与修改后的参数做对比，提取出已生产的产品与修改后的产品间的差异，并

通过产品修复单元将已生产的产品直接修复到客户所需的产品上，加快了生产的速度，同

时将低了生产的成本；同时数据处理模块计算出修复现有产品所需的成本，且数据处理模

块计算出重新生产产品的成本，数据处理模块将成本低的一种数据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

进行任务的生成，任务接受终端将增加的成本反馈到客户端，提醒客户修改订单后所需要

缴纳的钱款，使用方便，客户可以清楚的了解修改订单后所需的支出，提示客户汇款。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将边角料的形状和尺寸储

存到数据库中，当另一个柔性制造单元在生产产品时，该柔性制造单元的智能控制系统中

的数据处理装置在读取到有可用于生产该产品的边角料时，通过物料运输单元直接将边角

料调用到该产品的生产上，提高了边角料的利用率，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整体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控制系统，包括客户端、任务接

受终端、任务调度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加工处理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

客户端用于接受客户的订单；所述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并读取来自客户端中的订单信息，任

务接受终端向任务调度模块传输任务信息；所述任务调度模块将从任务接受终端接受到的

任务传输到设备监控模块；所述设备监控模块用于设备的管理和监控，设备监控模块分别

作用于加工处理模块和数据传输模块，设备监控模块向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加工所需要的数

据、工装、刀具和运输条件，设备监控模块监控到产品的参数并传输到数据传输模块上；所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083132 A

5



述数据传输模块再将产品的信息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上进行数据的处理；所述数据处理模

块用于处理设备监控模块所检测到的数据信息，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信息反馈到任务

接受终端；客户可通过客户端提交或修改订单，任务接受终端提取客户端中产品的形状、参

数和数量，并生成具体的生产任务，任务调度模块将任务调出并发送到设备监控模块，设备

监控模块将生产任务发送到加工处理模块进行加工，并对加工后的产品进行监控测量，监

控测量得到的数据通过数据传输装置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中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数据

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任务接受终端将接受到的反馈数据展现在

客户端上，供客户查看。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设备监控模块包括监控单元、参数管理单元、工

装管理单元、刀具管理单元和物料运输单元；所述监控单元用于对产品进行检验；所述参数

管理单元用于对加工处理模块的参数进行输入和修改；所述工装管理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

模块上提供特定的工装；所述刀具管理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提供刀具；所述物料运输

单元用于向加工处理模块运输物料；设备监控模块调取到任务后，根据任务的内容，参数管

理单元调整加工处理模块的加工参数，工装管理单元为加工处理模块提供需要使用的工

装，刀具管理单元为加工处理模块更换合适的刀具，物料运输单元为加工处理模块进行上

料。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监控单元包括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

所述形状扫描组件用于扫描产品的外形，扫描的外形与任务接受终端中储存的产品形状作

对比，以便分析出加工处理模块所生产的产品与任务中的产品形状是否存在差异；所述尺

寸监测组件用于监测产品的尺寸，监测出的产品尺寸与任务接受终端中储存的产品尺寸作

对比，以便于检验产品是否合格，当产品合格时，合格产品的信息通过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

处理模块传输到任务接受终端，并最终通过客户端反馈到客户，以便于客户准确的了解产

品的生产情况；通过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间的配合，使得对加工处理模块加工出

来的产品进行分析，从而准确了解加工处理模块的生产情况。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加工处理单元包括特形加工单元、普通加工单

元和产品修复单元；所述特性加工单元用于加工特色形状的产品；所述普通加工单元用于

加工普通形状的产品；所述产品修复单元用于产品的修复；通过特形加工单元、普通加工单

元和产品修复单元间的配合，在需要生产特殊形状的产品时，可以使用特形加工单元进行

加工，在需要生产普通形状的产品时，可以使用普通加工单元进行生产，产品加工出现问题

后，可将产品用产品修复单元进行修复，可以将尺寸或形状有瑕疵的产品通过修补再次利

用起来，可以节约资源和生产成本，当客户在客户端对当前订单进行修改时，任务接受终端

将修改后的参数生成生产任务，数据处理模块将生产的产品参数调出，并与修改后的参数

做对比，并提取出已生产的产品与修改后的产品间的差异，差异通过监控模块反馈到加工

处理模块，通过产品修复单元将已生产的产品修复到客户所需的产品上，同时数据处理模

块计算出修复现有产品所需的成本，且数据处理模块计算出重新生产产品的成本，数据处

理模块将成本低的一种数据反馈到任务接受终端，进行任务的生成，任务接受终端将增加

的成本反馈到客户端，提醒客户修改订单后所需要缴纳的钱款。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产品修复单元包括超精密修复组件、普通修复

组件和修复补偿组件；所述超精密修复组件用于产品的超精密修复作业；所述普通修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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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用于对产品的普通修复作业；修复补偿组件用于对产品补偿式修复；根据客户修改订单

后的要求或加工处理单元生产出的产品形状和尺寸存在偏差时，此时可以使用超精密修复

组件或普通修复组件进行修复，当产品尺寸不足或产品表面出现凹坑需要补偿时，可以通

过修复补偿组件对产品进行填充拼接等方式进行补偿式修复。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监测到的数据

反馈到加工处理模块，所述加工处理模块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实时的调整，以便于降低产

品的偏差；当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所监测到的实时数据与任务接受终端中的数据

出现差异时，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将差异反馈到加工处理模块，分析出生产的产

品和形状是否存在偏差，当产品和形状出现偏差时参数管理单元自动调节相关参数，使得

消除产品的偏差，从而实时的对加工处理模块进行调节。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形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对生产后的边角

料进行形状和尺寸的扫描和检测，检测后的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传输到数据处理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到数据库中，数据处理模块具有数据库的读写权限；形

状扫描组件和尺寸监测组件对生产后的边角料进行形状和尺寸被储存到数据库中，当另一

个柔性制造单元在生产产品时，该柔性制造单元的智能控制系统中的数据处理装置在读取

到有可用于生产该产品的边角料时，通过物料运输单元直接将边角料调用到该产品的生产

上，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002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

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

神和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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