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10281209 U
(45)授权公告日 2020.04.10
(21)申请号 201921032702 .2
(22)申请日 2019 .07 .04
(73)专利权人 漳州闽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63000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九湖镇
九湖中心小学边上
(72)发明人 袁顺金
(51)Int .Cl .
B23K 37/04(2006 .01)
B23K 37/00(2006 .01)

CN 210281209 U

权利要求书1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
是一种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与现有技术相
比，
该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包括一围挡，
在
围挡内设有一焊接机器人，
在焊接机器人前端设
有两个平行的滑台基座，
滑台基座上端面设有两
根平行的支撑梁，
两根支撑梁中间均设有滑槽，
两个滑槽相对着 ，在两个滑槽之间嵌入一滑台
座，
滑台座包括一个横嵌板，
横嵌板两端分别嵌
入两根支撑梁中间的滑槽内，
在横嵌板的两侧还
设有两根竖支撑板，
两根竖支撑板紧贴着两根支
撑梁的内侧竖面，
两根竖支撑板顶端压着一横压
板，
在横压板的两端固定两个工件夹具，
大大的
提高了焊接效率，
不仅实现了工作站节省人力，
降低人工成本及劳动强度，
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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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围挡，
在围挡内设有一焊接机器人，
在焊接机器人前端设有两个平行的滑台基座，
所述的滑台基座上端面设有两根平行的支撑
梁，
两根支撑梁中间均设有滑槽，
两个滑槽相对着，
在两个滑槽之间嵌入一滑台座，
所述的
滑台座包括一个横嵌板，
横嵌板两端分别嵌入两根支撑梁中间的滑槽内，
在横嵌板的两侧
还设有两根竖支撑板，
两根竖支撑板紧贴着两根支撑梁的内侧竖面，
两根竖支撑板顶端压
着一横压板，
在横压板的两端固定两个工件夹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滑台基座后
端设有一液压缸，
液压缸带动滑台座沿着两个滑槽进行前后滑动。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两个工件夹具
采用立柱的固定结构固定在横压板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滑台基座
一半设置在围挡内，
为焊接工位，
滑台基座另一半设置在围挡外，
为上下料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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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带有多孔多柱的面板件焊接加工中，
现有技术都是采用流水线的焊接加工
方式，
采用流水线式的焊接方式存在着设备占有面积大、
设备成本高、
工件夹具复杂和转换
工序多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面板件焊接加工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提供一种双滑台机器
人焊接工作站。
[0004]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
站包括一围挡，
在围挡内设有一焊接机器人，
在焊接机器人前端设有两个平行的滑台基座，
所述的滑台基座上端面设有两根平行的支撑梁，
两根支撑梁中间均设有滑槽，
两个滑槽相
对着，
在两个滑槽之间嵌入一滑台座，
所述的滑台座包括一个横嵌板，
横嵌板两端分别嵌入
两根支撑梁中间的滑槽内，
在横嵌板的两侧还设有两根竖支撑板，
两根竖支撑板紧贴着两
根支撑梁的内侧竖面，
两根竖支撑板顶端压着一横压板，
在横压板的两端固定两个工件夹
具。
[0005] 在所述的滑台基座后端设有一液压缸，
液压缸带动滑台座沿着两个滑槽进行前后
滑动。
[0006] 所述的两个工件夹具采用立柱的固定结构固定在横压板上。
[0007] 所述的滑台基座一半设置在围挡内，
为焊接工位，
滑台基座另一半设置在围挡外，
为上下料工位。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采用
两个平行的滑台基座，
每个滑台基座上均设置一个滑台座，
在滑台座上端设置两个工件夹
具，
两个工件夹具上可固定两个工件，
并由设置在滑台基座后端的液压缸带动进行前后滑
行，
当一台滑台座在围挡内进行焊接作业时，
另一台滑台座在围挡外进行上下工件作业，
两
者互不影响，
且可以同时工作，
大大的提高了焊接效率，
不仅实现了工作站节省人力，
降低
人工成本及劳动强度，
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作进一步说
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图1中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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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如图1和图2所示，
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包括一围挡1，
围挡1用于保
护设备和隔离操作人员。在围挡1内设有一焊接机器人2。在焊接机器人2前端设有两个平行
的滑台基座3。滑台基座3一半设置在围挡1内，
为焊接工位，
即焊接机器人2的工作范围，
滑
台基座3另一半设置在围挡1外，
为上下料工位，
即操作人员进行工件0的上料和下料。
[0013] 如图1和图2所示，
滑台基座3上端面设有两根平行的支撑梁4，
两根支撑梁4中间均
设有滑槽5，
两个滑槽5相对着，
在两个滑槽5之间嵌入一滑台座6。滑台座6包括一个横嵌板
7，
横嵌板7两端分别嵌入两根支撑梁4中间的滑槽5内，
在横嵌板7的两侧还设有两根竖支撑
板8，
两根竖支撑板8紧贴着两根支撑梁4的内侧竖面。两根竖支撑板8顶端压着一横压板9，
在横压板9的两端固定两个工件夹具10，
两个工件夹具10采用立柱的固定结构固定在横压
板9上，
工件夹具10上固定的工件0。在滑台基座3后端设有一液压缸11，
液压缸11带动滑台
座6沿着两个滑槽5进行前后滑动。
[0014] 综上所述，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双滑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采用两个平行的
滑台基座，
每个滑台基座上均设置一个滑台座，
在滑台座上端设置两个工件夹具，
两个工件
夹具上可固定两个工件，
并由设置在滑台基座后端的液压缸带动进行前后滑行，
当一台滑
台座在围挡内进行焊接作业时，
另一台滑台座在围挡外进行上下工件作业，
两者互不影响，
且可以同时工作，
大大的提高了焊接效率，
不仅实现了工作站节省人力，
降低人工成本及劳
动强度，
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已对本发明进行了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描述，
但应理解，
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在不脱离由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关保护范围的情况下，
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做出变更和/或修改，
在此基础之上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等，
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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