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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压铸件下料与去毛边一体化系统研究
朱鸿巍，陈英雄，席文明
（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建立了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下料与去毛边加工一体化系统，减少压铸件使用设备的种类，降低压铸件制造成本。在
工业机器人下料时，其末端夹具对压铸件形成负压吸附和压板的立体空间定位，精确定位压铸件与夹具的位姿关系，保
证毛边的加工精度。利用软件仿真系统编制工业机器人加工压铸件毛边的轨迹，在压铸件毛边加工轨迹编制前，首先对
软件仿真系统和工业机器人加工系统进行标定，建立软件环境与实际工业机器人加工系统的一致性，确保软件中编制
的轨迹点映射到实际工业机器人加工系统中的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软件环境和实际工业机器人加工系统标定后，其毛
边加工精度可以达到 0.2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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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中的焊接、喷
涂、上下料、码垛等作业中［１￣４］，由于工业机器人主要采
用示教编程，该编程方法不能满足工业机器人铣削、
磨削零件的精度［５￣６］。在制造业中，压铸件广泛应用于
产品成型中，压铸环境高温、高湿、粉尘污染严重，需
要自动化作业完成产品压铸后的下料和去毛边工序。
工业机器人可以完成压铸后产品的下料，但需要将下
料后的压铸件定位到加工中心中，由加工中心完成压
铸件去毛边加工。这样，压铸件下料和去毛边加工由
两个装备完成，不能形成工业机器人下料和去毛边加
工的一体化系统，
增加了压铸件后处理的成本。
利用工业机器人加工产品的前提是保证其加工
精度，现有工业机器人普遍采用示教编程，即利用操
作者的观察定位工业机器人的轨迹点，该方法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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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完成压铸后产品下料和去除产品毛边，建立工
业机器人下料和加工一体化系统，降低产品成本。

１

工业机器人末端夹具设计与制造

密胺树脂为固体颗粒状材料，受热后形成流动
的液体，冷却后凝固，是制作餐具、卫浴产品的材料。
密胺树脂产品在热压机中成型，具体见图 １ 所示。首
先将密胺树脂颗粒均匀放到热压机中的模具下模
内，见图 １（ａ）；上下模具合模，然后对模具中的密胺
树脂加热、加压，见图 １（ｂ）；保温一段时间后，开模取
出已成型的产品，见图 １（ｃ）；最后，对成型产品去毛
边，形成最终产品，见图 １（ｄ）。

置误差在 ０．５ ｍｍ 左右，不能满足大部分的零件加工
精度要求，特别是产品去毛边加工。软件编程是将工
业机器人模型、加工刀具模型、被加工零件模型等导
入到一个图形仿真环境，该仿真环境利用三维实体模
型模拟实际的工业机器人加工环境，直接在仿真环境
中的被加工零件模型上选取工业机器人加工轨迹点，
具有高的编程精度，
但该方法需要建立仿真环境与实
际加工环境的一致性，否则，当仿真环境中的加工轨
迹点映射到实际加工环境时将产生误差，该误差就是
仿真环境和实际加工环境之间的映射误差［７￣１２］。
本文以密胺树脂压铸产品为对象，利用工业机

（ａ）

（ｃ）

图１

（ｂ）

（ｄ）

密胺树脂成型过程

本文下料和去毛边对象是碗形密胺树脂产品，
该产品只有碗底处可以采用负压吸附定位，毛边在
碗口处。当夹具中的负压吸盘吸附住碗底后，利用铣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６１１７２０４６）
作者简介：朱鸿巍（１９８８—），男，福建南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机器人技术；通讯作者：席文明（１９６５—），男，教授，
研究方向：工业机器人应用。

6

《装备制造技术》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
刀或砂带去除碗口毛边时，碗口会绕负压吸盘旋转
一个微小的角度，从而在铣削或磨削毛边时产生位
置误差，不能精确地去除碗口的毛边。另外，压铸产
品的模具在压铸一定数量产品后需要进行修整，修
整后的模具型腔和碗形产品的 Ｐｒｏ－Ｅ 模型不一致。
而产品的碗口去毛边加工轨迹是按 Ｐｒｏ－Ｅ 模型编
制，这样，在实际加工时会带来加工误差。
图 ２ 是工业机器人末端夹持碗形产品的夹具，
图 ２（ａ）是原理图，图 ２（ｂ）是实物图。从图 ２（ａ）可以
看出，在负压吸盘定位的基础上，在碗口处增加了一
个圆形压板定位。当负压吸盘吸附到碗底后，圆形压
板在弹簧力作用下压紧在碗口处，利用汽缸的推杆
以及卡爪将与圆形压板相连的套筒锁紧，使夹具与
碗形成立体定位。圆形压板尺寸由碗的 Ｐｒｏ－Ｅ 尺寸
确定，当实际的碗和 Ｐｒｏ－Ｅ 模型有差异时，在压板上
的弹簧力作用下，实际碗的碗口处形状发生改变，使
其和 Ｐｒｏ－Ｅ 模型的形状一致，这样就校正了由于修
整模具时产生的实际碗的误差。
汽缸

法兰
汽缸推杆

套筒

吸盘

碗

（ａ）

图２

２

（ｂ）

夹具原理图和实物图

仿真环境与实际环境一致性建立

在图 ３ 中，软件环境的①为工业机器人模型，②
为夹具模型，③为铣刀模型；它们的坐标系分别为∑
x０ y０ z０、∑xn yn zn 和∑xT yT zT；在实际环境中，１ 为工业
机器人，２ 为夹具，３ 为铣刀；它们的坐标系分别为∑
X０ Y０ Z０、∑Xn Yn Zn 和∑XT YT ZT。工业机器人与夹具间
的转换矩阵为 J１、工业机器人与铣刀间的转换矩阵为
J２、铣刀与夹具间的转换矩阵为 J３。为了建立软件环
境与实际环境的一致性，需要标定上述三个转换矩
阵中的两个。M 是实际环境与软件环境之间的比例
映射矩阵，JT１ 是软件环境中工业机器人模型与夹具
模型之间的转换矩阵，JT２ 是软件环境中工业机器人
模型与铣刀模型之间的转换矩阵，JT３ 是软件环境中
铣刀模型与夹具模型之间的转换矩阵。软件环境与
实际环境的一致性由公式（１）建立
JT１ ＝ mIJ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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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JT２ ＝ mIJ２
JT３ ＝ mIJ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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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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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J１

Z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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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环境与实际环境一致性建立

式（１）中的 J１、J２、J３、JT１、JT２、JT３ 为 ４×４ 的齐次坐
标矩阵，m 是比例系数，M ＝ mI，I 是 ４×４ 单位矩阵。
假设开始标定前，软件环境与实际环境的位置、姿态
是一致的，则
（２）
J０ ＝ １ JT０
m
式中，
JT０ 是开始标定时，软件环境中工业机器人模型
到铣刀模型的初始转换矩阵；
J０ 是开始标定时，实际环境中与 JT０ 对应的工业
机器人到铣刀的初始转换矩阵。
由于存在工业机器人、铣刀的制造和安装误差，
J０ 和 J２ 不相等。假设 J０ 和 J２ 之间的姿态误差为 ROT
（x，α）、ROT（y，β）、ROT（z，γ）；J０ 和 J２ 之间的位置误差为
Tran（x，px）、Tran（y，py）、Tran（z，pz），由（２）式得

弹簧
压板

卡爪

软件环境
③

（１）

·ROT（y，β）
·ROT（z，γ）
J２ ＝ J０·ROT（x，α）
·Tran（y，py）
·Tran（z，p）
·Tran（x，px）
z
＝ １ JT０·ROT（x，α）
·ROT（y，β）
·ROT（z，γ）
m
·Tran（y，py）
·Tran（z，p）
（３）
·Tran（x，px）
z
式中，
ROT（x，α）、ROT（y，β）、ROT（z，γ）为绕铣刀上坐标
系∑XT YT ZT 的 XT、YT、ZT 轴旋转 α、β、γ 角形成的 ４×
４ 齐次坐标矩阵。
Tran（x，px）、Tran（y，py）、Tran（z，pz）为沿铣刀上坐标
系∑XT YT ZT 的 XT、YT、ZT 轴平移 px、py、pz 距离形成的
４×４ 齐次坐标矩阵。
将（３）式代入到（１）式得，
·ROT（y，β）
·ROT（z，γ）
JT２ ＝ JT０·ROT（x，α）
·Tran（x，px）
·Tran（y，py）
·Tran（z，p）
（４）
z
在公式（３）中，α、β、γ 和 px、py、pz 可通过标定工
具和工业机器人正运动学得到。利用公式（４）对软件
环境中的铣刀模型进行调整，使其与实际环境中的
铣刀位置、姿态一致。
利用同样方法可以对 J３ 进行标定，
利用方形和尖
顶标定工具对两个环境标定的精度为位置 ０．１８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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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 ０．１°。
当软件环境和实际环境标定后，利用仿真软件
编制去毛边的加工轨迹，轨迹点取在碗的 Ｐｒｏ－Ｅ 模
型的碗口处，共取 ７２０ 个点，其轨迹点的 Ｚ 向坐标指
向碗底，Ｙ 坐标与圆形碗口的法矢量一致，Ｘ 坐标与
圆形碗口的切矢量一致。图 ４ 是轨迹点编制完成后，
利用仿真软件对工业机器人的加工轨迹进行动态仿
真。图 ４（ａ）是工业机器人下料仿真，图 ４（ｂ）是工业
机器人在铣刀上进行去毛边加工仿真，图 ４（ｃ）是工
业机器人在磨削机床的砂带上进行去毛边仿真，图 ４
（ｄ）是工业机器人完成去毛边加工仿真。

（ａ）

圆，将该圆与 Ｐｒｏ－Ｅ 模型中的碗口圆进行比较，确定
去毛边的加工精度。实验中分别用铣刀去毛边和用
砂带去毛边，通过比较，发现两种去毛边方法在精度
上没有本质差别，下面只对铣刀去除碗的毛边精度
进行分析。图 ６ 是利用铣刀去除毛边后的产品外形
以及实际碗口尺寸与 Ｐｒｏ－Ｅ 模型中碗口尺寸的比
较。从图 ６（ａ）可以看出，产品毛边去除完整，没有产
生过切和少切。从图 ６（ｂ）中可以看出，毛边加工的最
大误差为 ０．２８ ｍｍ。

（ａ）

（ｂ）

图６

（ｂ）

去除毛边后产品外形以及毛边加工误差

４ 结束语
（ｃ）

图４

３

（ｄ）

工业机器人下料与去毛边加工仿真

实验结果

图 ５ 是工业机器人下料和去毛边加工一体化系
统以及工业机器人下料和去毛边加工过程，该加工
程序在图 ４ 的仿真过程中产生，即在仿真软件中完
成加工轨迹仿真后，将仿真产生的程序直接下载到
工业机器人控制器中，完成图 ５（ｂ）￣ 图 ５（ｅ）的加工
过程。系统由 ＡＢＢ 工业机器人（ＩＲＢ４４００，４５ 公斤）、
产品夹具（自行研制）、铣刀夹具（自行研制）、气动铣
刀头（外购）、铣刀（外购）和磨削机床（自行研制）组
成，见图 ５（ａ）。当气动铣刀头接入压缩空气时，安装
在上面的铣刀产生旋转运动（４ ０００ 转 ／ 分钟），从而
对产品进行加工，磨削机床由电机驱动砂带运动，砂
带支撑在圆柱轮上。

夹具
铣刀

（ｂ）

（ｃ）

气动铣刀头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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