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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

集监控系统，包括：机器人控制柜、焊接视觉传感

单元、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无线数据采集单

元、无线路由器、带有无线网卡的主控计算机、带

有无线网卡的从计算机、脉冲MAG焊接电源。与现

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无线方式采集焊接电压

电流数据，监控集成视觉传感系统提取熔长熔宽

数据，通过开发的配套软件系统实时采集处理存

储焊接过程多传感数据，实时诊断及预测焊接质

量并可通过建立的无线局域网远程无线访问焊

接过程数据。适用于多种类型的焊接机器人系统

和焊接电源，对较大规模多机器人焊接制造生产

线实现无线网络的远程监测与实时控制，进而提

高制造焊接质量与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技术进

步意义。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9719368 A

2019.05.07

CN
 1
09
71
93
68
 A



1.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器人控制柜(1)，用于向机器人发出行走及焊接指令，并将机器人焊枪实时位姿信息

和焊接起弧信号发送给主控计算机(6)；

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熔池图像实时采集；

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焊接电流电压实时采集和传

输；

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分别与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和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连

接，用于传输熔池图像信号和焊接电流电压信号；

无线路由器(5)，用于搭建无线监控局域网；

带有无线网卡的主控计算机(6)，与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连接，所述的主控计算机(6)

内安装有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和WEB端集成软件；

带有无线网卡的从计算机(7)，通过无线监控局域网访问主控计算机(6)中的焊接实时

监控信息；

脉冲MAG焊接电源(8)，包括焊接状态检测端口、焊接电流及送丝控制端口，用于将焊接

起弧信号发送给机器人控制柜(1)，并接受主控计算机(6)通过机器人控制柜(1)发出的电

流控制信号和送丝控制端口的电压值调整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包括CCD镜头、透光范围为630～680nm的窄带滤光镜片和透光率为

20％和50％的组合减光镜片，其中透过率为2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弧光一侧，透过率为

5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CCD镜头一侧，窄带滤光镜片位于组合减光镜片中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窄带滤光镜片和减光镜片的直径为3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包括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器、模拟电路放大电路、

模拟滤波电路和供电模块，焊接过程中的大电流大电压信号经过电磁感应转换为0-5V的电

压及对应电流，经过模拟电路放大电路和模拟滤波电路后由接线端子输出给无线数据采集

单元(4)的模拟输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包括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采集模块、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处理模块、

基于TCP/IP协议的焊接电压电流信息采集模块、焊接电压电流信息特征提取模块、机器人

信息读写模块和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所述的WEB端集成软件包括前端界面单元、

后端功能单元和数据库系统单元，前端界面单元包括登录界面、登录人员管理界面、工作站

实时监控界面和历史查询界面，WEB端集成软件系统将实时采集的焊接信息从焊接信息实

时存储数据库模块中读出并显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的数据处理分析采用多线程，主线程为数据实时存储、显示和参数设

置，子线程包括焊接熔池图像采集、焊接熔池图像处理、无线读取电压电流信息和机器人信

息的读写。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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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EB端集成软件的后端功能单元采用Python  Flask框架开发，框架依赖于Jinja2模板引

擎和Werkzeug  WSGI工具集两个外部库。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中的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具有以下功能：将焊接动态过程的

实时监控信息以及焊接质量结果信息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的信息包括：焊接工位信息、焊接机器人

末端的焊枪姿态信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位置信息、焊接电流信息、焊接电压信息、焊

接熔池熔宽信息、焊接熔池熔长信息、焊接电压电流是否超限报警信息和焊接质量结果信

息。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WEB端集成软件从SQL  Server数据库读取信息并开启网络服务，无线局域网内的从计

算机(7)通过输入主控计算机(6)服务器开放的网址访问监控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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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机器人监控系统，尤其是涉及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

集监控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业机器人在末端轴加装焊枪作业，同时在焊接系统中添加视觉传感器，电流

电压传感器等多种传感感知，用机器人代替人从事焊接工作可以将焊接工人从恶劣的工作

环境下解放出来，并且稳定、高效地进行焊接作业，提高焊接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机器

人焊接相关技术在机械加工、船舶制造、电子生产等领域有着广泛地应用。目前国内外焊接

制造企业对生产线的监督管理主要局限在现场车间控制一级，众多机器人焊接状态、参数、

报警信息等都必须在现场才能得到，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管

理的实时性、可靠性，同时目前焊接制造企业的传统监控系统缺乏诸如焊接过程中实时图

像信息等对于焊接质量直观重要的信息监控，对于焊接质量控缺乏有效的的实时把控。

[0003] 经对现有技术文献的检索发现，周灿丰等人在《焊接》(2018(07)：1-6+65)上发表

的“遥操作焊接机器人焊接信息采集系统研究”中介绍的机器人焊接信息采集系统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该套机器人系统包括焊接机器人、主控计算机和数据采集模块，解决机器人焊

接电压、电流的采集问题，以Qt作为开发工具，使用C++语言完成了机器人焊接过程焊接电

压电流信息系统软件开发。但是，由于该套系统不能实现焊接过程的远程多信息无线监控，

同时存在无法实时获取熔池动态信息的问题，进而存在无法实现焊接参数的在线调整和焊

接质量的实时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机器人焊接过

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及方法，通过电流电压传感单元，视觉传感单元实时监控焊接过程

多信息，并通过路由器建立无线局域网，实现机器人焊接过程的无线网络监控。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包括：

[0007] 机器人控制柜，用于向机器人发出行走及焊接指令，并将机器人焊枪实时位姿信

息和焊接起弧信号发送给主控计算机；

[0008] 焊接视觉传感单元，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熔池图像实时采集；

[0009] 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焊接电流电压实时采集和传

输；

[0010] 无线数据采集单元，分别与焊接视觉传感单元和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连接，用

于传输熔池图像信号和焊接电流电压信号；

[0011] 无线路由器，用于搭建无线监控局域网；

[0012] 带有无线网卡的主控计算机，与无线数据采集单元连接，所述的主控计算机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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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和WEB端集成软件；

[0013] 带有无线网卡的从计算机，通过无线监控局域网访问主控计算机中的焊接实时监

控信息；

[0014] 脉冲MAG焊接电源，包括焊接状态检测端口、焊接电流及送丝控制端口，用于将焊

接起弧信号发送给机器人控制柜，并接受主控计算机通过机器人控制柜发出的电流控制信

号和送丝控制端口的电压值调整信号。

[0015] 所述的焊接视觉传感单元包括CCD镜头、透光范围为630～680nm的窄带滤光镜片

和透光率为20％和50％的组合减光镜片，其中透过率为2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弧光一

侧，透过率为5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CCD镜头一侧，窄带滤光镜片位于组合减光镜片中

间。

[0016] 所述的窄带滤光镜片和减光镜片的直径为35mm。

[0017] 所述的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包括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器、模拟电路

放大电路、模拟滤波电路和供电模块，焊接过程中的大电流大电压信号经过电磁感应转换

为0-5V的电压及对应电流，经过模拟电路放大电路和模拟滤波电路后由接线端子输出给无

线数据采集单元的模拟输入口。

[0018] 所述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包括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采集模块、焊接熔池图像信息

的处理模块、基于TCP/IP协议的焊接电压电流信息采集模块、焊接电压电流信息特征提取

模块、机器人信息读写模块和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所述的WEB端集成软件包括前

端界面单元、后端功能单元和数据库系统单元，前端界面单元包括登录界面、登录人员管理

界面、工作站实时监控界面和历史查询界面，WEB端集成软件系统将实时采集的焊接信息从

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中读出并显示。

[0019] 所述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的数据处理分析采用多线程，主线程为数据实时存储、

显示和参数设置，子线程包括焊接熔池图像采集、焊接熔池图像处理、无线读取电压电流信

息和机器人信息的读写。

[0020] 所述的WEB端集成软件的后端功能单元采用Python  Flask框架开发，框架依赖于

Jinja2模板引擎和Werkzeug  WSGI工具集两个外部库。

[0021] 所述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中的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具有以下功能：将焊

接动态过程的实时监控信息以及焊接质量结果信息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

[0022] 所述的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的信息包括：焊接工位信

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姿态信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位置信息、焊接电流信息、焊

接电压信息、焊接熔池熔宽信息、焊接熔池熔长信息、焊接电压电流是否超限报警信息和焊

接质量结果信息。

[0023] 所述的WEB端集成软件从SQL  Server数据库读取信息并开启网络服务，无线局域

网内的从计算机通过输入主控计算机服务器开放的网址访问监控数据信息。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具有开放的结构体系，适用于多种类型的焊接机器人系统和焊接电源，

对较大规模多机器人焊接制造生产线实现无线网络的远程监测与实时控制，提高焊接产品

质量和可靠性，优化生产线管理，进而提高制造焊接质量与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技术进步

意义，尤其适用于MAG焊焊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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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2)熔池图像信号和焊接电流电压信号通过无线数据采集单元进行传输，并通过

无线路由器搭建无线监控局域网，可方便随时加入局域网，不受场地限制。

[0027] (3)焊接视觉传感单元包括CCD镜头、透光范围为630～680nm的窄带滤光镜片和透

光率为20％和50％的组合减光镜片，其中透过率为2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弧光一侧，透

过率为5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CCD镜头一侧。透过率为20％的减光镜片位于靠近弧光一

侧可以滤除大部分弧光，初步降低大部分弧光强度。中间窄带滤光镜片进一步滤除弧光强

度集中的630～680nm以外波长波段的光，最后透过率为50％的减光镜进一步降低弧光强度

以利于取像，通过焊接视觉传感单元可采集到清晰的熔池图像。

[0028] (4)焊接动态过程的实时监控信息以及焊接质量结果信息实时存入SQLServer数

据库，监控信息可追溯。

[0029] (5)服务器端集成软件的数据处理分析采用多线程，主线程为数据实时存储、显示

和参数设置，子线程包括焊接熔池图像采集、焊接熔池图像处理、无线读取电压电流信息和

机器人信息的读写，熔池图像的实时处理方法，可在线实时得到熔池熔宽熔长等特征信息.

[0030] (6)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可实时处理焊接过程多信息，提取特征，实时诊断质量信

息，预测质量信息。

[0031] (7)具备通过网页无线远程监控设备点焊接实时过程功能，网址开放，便于监控。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施例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和方法总体框图；

[0033] 图2为本实施例无线数据采集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本实施例无线数据接收电压电流数据软件流程示意图；

[0035] 图4为本实施例焊接熔池图像处理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37] 实施例

[0038] 如图1所示，一种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包括：

[0039] 机器人控制柜1，用于向机器人9发出行走及焊接指令，并将机器人焊枪实时位姿

信息和焊接起弧信号发送给主控计算机6；

[0040] 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熔池图像实时采集，电弧光经过

焊接电弧的减光滤光系统的减光镜滤光镜投射到视觉传感系统的CCD感光芯片上，感光芯

片经过光电转换变为电信号，电信号经过信号处理成为图像信号，系统采集的熔池图像清

晰，熔池边缘相对易于提取；

[0041] 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用于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的焊接电流电压实时采集和

传输，将采集到的模拟数据送入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无线采集数据单元4经过A/D转换将数

字信号通过WIFI通信传送到主控计算机6中；

[0042] 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分别与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和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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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传输熔池图像信号和焊接电流电压信号，电压采集接口及电流采集接口将焊接电流电

压传感单元3采集到的实时焊接电压电流信息传输到信号调理模块，信号调理模块经过A/D

转换和滤波将处理过的信号传输给中央处理单元，中央处理单元对于信号进行数据的高速

采集，并转发数据给WIFI模块，WIFI模块将中央处理单元传来的数据通过天线发出；

[0043] 无线路由器5，用于搭建无线监控局域网，局域网内，从计算机7可通过WEB方式访

问主控计算机6中的焊接实时监控信息；

[0044] 带有无线网卡的主控计算机6，与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连接，主控计算机6内安装有

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和WEB端集成软件；

[0045] 带有无线网卡的从计算机7，通过无线监控局域网访问主控计算机6中的焊接实时

监控信息；

[0046] 脉冲MAG焊接电源8，包括焊接状态检测端口、焊接电流及送丝控制端口，用于将焊

接起弧信号发送给机器人控制柜1，并接受主控计算机6通过机器人控制柜1发出的电流控

制信号和送丝控制端口的电压值调整信号。

[0047] 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包括CCD镜头、透光范围为630～680nm的窄带滤光镜片和透光

率为20％和50％的组合减光镜片，其中透过率为2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弧光一侧，透过

率为50％的减光镜片置于靠近CCD镜头一侧，20％和50％的组合减光镜片中间夹着的是透

光范围为630～680nm的窄带滤光镜片。

[0048] 窄带滤光镜片和减光镜片的直径为35mm。

[0049] 焊接电流电压传感单元3包括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器、模拟电路放大电

路、模拟滤波电路和供电模块，焊接过程中的大电流大电压信号经过电磁感应转换为0-5V

的电压及对应电流，经过模拟电路放大电路和模拟滤波电路后由接线端子输出给无线数据

采集单元4的模拟输入口。

[0050] 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包括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采集模块、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处理

模块、基于TCP/IP协议的焊接电压电流信息采集模块、焊接电压电流信息特征提取模块、机

器人信息读写模块和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WEB端集成软件包括前端界面单元、后

端功能单元和数据库系统单元，前端界面单元包括登录界面、登录人员管理界面、工作站实

时监控界面和历史查询界面，WEB端集成软件系统将实时采集的焊接信息从焊接信息实时

存储数据库模块中读出并显示。

[0051] 服务器端集成软件的数据处理分析采用多线程，主线程为数据实时存储、显示和

参数设置，子线程包括焊接熔池图像采集、焊接熔池图像处理、无线读取电压电流信息和机

器人信息的读写。

[0052] WEB端集成软件的后端功能单元采用Python  Flask框架开发，框架依赖于Jinja2

模板引擎和Werkzeug  WSGI工具集两个外部库。

[0053] 服务器端集成软件中的焊接信息实时存储数据库模块具有以下功能：将焊接动态

过程的实时监控信息以及焊接质量结果信息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

[0054] 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实时存入SQL  Server数据库的信息包括：焊接工位信息、焊接

机器人末端的焊枪姿态信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位置信息、焊接电流信息、焊接电压信

息、焊接熔池熔宽信息、焊接熔池熔长信息、焊接电压电流是否超限报警信息和焊接质量结

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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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WEB端集成软件从SQL  Server数据库读取信息并开启网络服务，无线局域网内的

从计算机7通过输入主控计算机6服务器开放的网址访问监控数据信息。

[0056]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机器人焊接过程多信息采集监控系统和方法，数据采集层主

要包括：焊接电流信息的去噪、焊接电压信息的去噪、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的实时去噪及熔池

熔长熔宽特征提取、焊接过程信息的实时存储、机器人末端焊枪姿态位置信息、焊接电流电

压及焊接图像信息的信息融合，所采集的多源焊接过程信息实时存入数据库，实现信息的

可追溯、焊接质量实时诊断及焊接质量预测。

[0057] 如图1所示，焊接视觉传感单元2负责焊接动态过程的熔池图像实时采集，系统采

集的熔池图像清晰，采用系统配套的熔池图像熔宽熔长特征实时提取处理方法提取焊接过

程的熔池视觉特征信息。

[0058] 如图4所示，焊接熔池图像信息经以下步骤完成熔长熔宽的提取并实时将合格图

像存入数据库。

[0059] 步骤一：读取图像后进行ROI感兴趣区域提取，提取焊接图像中的熔池区域。

[0060] 步骤二：对于步骤一处理过的图像进行高斯滤波滤除图像高斯噪声。

[0061] 步骤三：对于步骤二处理过的图像进行模板卷积边缘检测。

[0062] 步骤四：对于步骤三处理过的图像进行图像的膨胀，图像的腐蚀处理。

[0063] 步骤五：对于步骤四处理过的图像进行图像的骨干检测，进而进行主骨干提取，提

取熔池边缘信息。

[0064] 步骤六：对于步骤五处理过的图像提取熔长熔宽数据。

[0065] 步骤七：将合格的熔长熔宽数据存入数据库。

[0066] 如图2所示，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主要包括：天线、WIFI模块、信号调理模块、供电及

保护模块、中央处理单元以及电压采集接口和电流采集接口。其中：电压采集接口及电流采

集接口将焊接电流电压传感系统采集到的实时焊接电压电流信息传输到信号调理模块，信

号调理模块经过A/D转换和滤波将处理过的信号传输给中央处理单元，中央处理单元对于

信号进行数据的高速采集，并转发数据给WIFI模块，WIFI模块将中央处理单元传来的数据

通过天线发出。

[0067] 如图3所示，无线数据采集单元4和主控计算机6的网络通信问题采用Socket应用

编程接口，建立WinSock描述字Socket，完成网络底层沟通，利用TCP/IP协议在无线网络上

建立数据通信，接收到的数据实时存入数据库中。

[0068] 如图1所示，整体无线监控网络建立方案是利用无线路由器5、主控计算机6及从计

算机构,7，是一个基于服务器的数据采集模式，通过无线网络将数据统一采集到远程主控

计算机6(服务器)，利用主控计算机6的强大的资源和数据处理能力对整个焊接自动化生产

线进行数据存储、处理，可建立焊接专家系统软件来分析和评价焊接质量，并设计智能算法

对未来时刻焊接质量进行预测。为了实现众多从计算机7能实时远程无线查看焊接过程数

据，采用无线路由器5来进行网络的协调和控制，无线路由器5的主要设置包括无线网络的

名称、加密方式和密钥、设置路由器的IP地址、自动分配客户端IP地址功能及IP地址范围。

另外主控计算机6还需要设置它的IP地址，从而把主控计算机6加入到无线网络中，建立主

控服务器。当从计算机进入到无线网络信号范围内，无线路由器5会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给

从计算机7，同时通过无线路由器5连接到主控计算机6(服务器)，实现和从计算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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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信。

[0069] 如图1所示，在主控计算机6上运行开发的焊接监控系统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及焊接

监控系统WEB端集成软件。焊接监控系统服务器端集成软件实时存入SQLServer数据库的信

息包括：焊接工位信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姿态信息、焊接机器人末端的焊枪位置信

息、焊接电流信息、焊接电压信息、焊接熔池熔宽信息、焊接熔池熔长信息、焊接电压电流是

否超限报警信息和焊接质量结果信息。焊接监控系统WEB端集成软件系统从SQL  Server数

据库读取信息并开启网络服务，无线局域网内的从计算机7可通过输入主控计算机6服务器

开放的网址访问监控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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