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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应用
梁钊涛

（钦州市技工学校，广西 钦州 535000）

摘 要 在我国工业技术不断创新的今天，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工作效率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工厂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利用自动化生产技术来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控制，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工业机

器人对人力的替代，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首先针对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进行阐述；其次分析具体的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包括焊接技术、搬运技术、涂胶技术、装配技术以及检测技术；最后再对工业机器

人轨迹编辑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总结，旨在能够更好地利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实现生产效率和生

产质量的同步提升，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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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之中，人力成本过大会为企业带来非

常大的发展压力。而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提升，工业

机器人已经成为工程中的生产主力，能够利用工业机

器人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去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不但

能够保证生产效率，还能够促进生产质量的全面提升。

在工业生产中，很多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通过工

业机器人能够更好地进行完成，从而促进生产作业质

量的提升。那么工业机器人在自动化生产中具有哪些

技术应用呢？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进行探究和分析。

1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概述

1.1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指的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

能够更好地在机械手上进行相关装置的安装，这样能

够实现一定的机械操作，同时能够将其与自动化控制

技术进行结合，在工业生产中能够更好地进行应用。

工业机器人能够应用于电子、物流、制造等相关行业

之中，有助于促进行业的经济发展。工业机器人主要

是由三大部分所组成，包括机械部分、控制部分以及

传感部分。工业机器人有很多品牌，最出名的机器人

就是日本的发那科、德国的库卡、ABB、安川四大机器

人品牌，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1]。

1.2 自动化生产技术

自动化生产技术指的是能够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

来进行相关生产工作，从而可以有效进行相关机械、

系统的控制，能够实现自动化生活。一般自动化控制

工作需要通过 PLC系统进行控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一定的自动化编程工作来进行机械设备地方控制，从

而能够实现对生产工作的控制。将工业机器人与自动

化控制系统进行充分结合，可以通过相关程序来进行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这样能够对机器人的工作顺序进

行控制，还能够对其工作的速度进行操作，也能够对

生产线进行控制，实现整个工业生产线的自动化工作，

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1.3 工业自动化控制特点

通过工业自动化控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生产工

作的控制，能够利用相关程序来进行机械设备的控制，

让其能够在没有工作人员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人工控制有可能会出现一

定的错误操作，这样会对整个生产工作造成非常大的

麻烦，甚至会带来经济的损失，浪费了很多工业时间。

通过自动化控制能够按照程序来进行机械的操作，能

够保证每次执行的程序在要求的范围内，从而促进工

作效率的提升。正确的工程生产工作需要工人进行手

工操作，但是工人进行操作需要有时间进行休息，这

样会浪费时间。而通过自动化操作能够更好地实现 24

小时的工作，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总之，通过

自动化控制工作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工程

生产量的提升，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

1.4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优点

工业机器人在工业制造的应用中具有非常多的优

点，工业机器人需要通过编程来进行相关操作的控制，

这样能够对相关工艺进行完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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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的精准度，有效提升工作的精度。在工业制造

的过程中，很多工艺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通过

人工去进行工作，可能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通过工业机器人的操作能够更好地完成危险工作，降

低对人体的伤害。还有的工作是人力不可为的，比如

高空作业，这样可以利用机器人去进行操作，有效实

现相关工艺的完成。工业机器人的操作速度非常快，

是人工操作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能够每天完成非常

大的工作量，24小时可以不休息进行工作，能够为企

业创造更多的生产价值 [2]。

2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技术分析

工业机器人在很多领域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本文主要是针对库卡机器人在汽车制造业中的应用来

进行分析。通过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来进行工

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研究，从而促进工作效率

的提升。

2.1 焊接技术分析

库卡工业机器人具有焊接的功能，对于机器人本

身来讲并没有焊接的功能，但是机器人能够通过安装

焊枪来进行一定的焊接工作实施，这样能够对汽车表

面进行焊接，能通过焊接技术来实现汽车各个部位之

间的连接，从而形成一个车身整体，有效提高汽车的

稳定性。汽车在制造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前地板、后地板、

车门、前后纵梁、水箱、车顶棚等相关部位，为了可

以更好地促进它们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焊接技术去

进行固定。

对于库卡机器人来讲，需要进行焊接程序的建立，

从而能够对焊机的相关参数进行设计，将机器人工程

师与焊接工程师进行合作，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汽车

的焊接工作，有效实现焊接质量的提升。需要机器人

工程师进行一定的轨迹编程工作，这样能够对焊接的

部位进行精准焊接，从而更好地提升焊接质量。库卡

机器人在进行焊接程序的添加时，需要对焊接工程师

给出的相关参数进行添加，包括车型号、焊机号等相

关内容，从而实现焊接工作的完成。

2.2 搬运技术分析

库卡工业机器人可以进行一定的搬运工作，因为

汽车制造需要对汽车的不同部位进行拼接，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进行整车的制造。而不同的汽车部件需要在

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焊接、涂胶等相关工作，为了能

够更好地进行整车的制造，那么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搬

运工作，将不同的汽车部件进行搬运，将他们进行拼

接，同时在拼接之后进行焊接等相关操作。库卡机器

人在进行搬运工作从而时主要是利用抓手来进行操作，

抓手需要安装在机器人的法兰端，这样能够对汽车的

部件进行抓取和放置，从而促进汽车制造效率的提升。

机器人在搬运之前需要进行一定的轨迹编程工作，能

够更好地针对汽车部件的位置进行轨迹的编写，到达

抓取位置时，需要进行相关指令的发布，能够通过夹

具的开合来进行相关部件的抓取和放置，这样能够实

现汽车部件的搬运。在进行部件搬运的过程中，还需

要进行传感器技术的使用，需要在机器人抓手上进行

传感器的放置，可以对部件是否存在进行感知，从而

能够通过传感器进行相关信号的传输，让系统能够明

确是否有零件在位置上，从而实现对抓手开关动作的

指令发出，实现机械动作的实施 [3]。

2.3 涂胶技术分析

涂胶是汽车制造工作中的重点内容，能够实现不

同零件之间的固定工作，这样能够更好地进行不同零

件之间的结合。汽车制造中有很多阶段都需要进行涂

胶工作，比如纵梁与后地板进行结合时需要进行涂胶，

前地板与纵梁结合时也需要进行涂胶，在进行水箱的

制造中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涂胶工作。涂胶操作仿佛伴

随着汽车制造的整个流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工业机器人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涂胶程序的编辑，

让胶枪能够在相关位置上出胶，在特定的位置上结束

出胶，这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胶枪的控制。还能够通过

对机器人的轨迹编程来进行不同胶水路线的设置，能

够对零件的不同部位进行涂胶，从而实现部件之间的

结合。有的胶枪需要安装在机器人法兰上，有的胶枪

是固定胶枪，需要根据相关情况进行考虑，这样能够

更好地实现轨迹编程，完成涂胶工作。在涂胶轨迹的

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重点内容，需要保证部件与胶

枪枪嘴之间留有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够给胶水一定

的空间。还需要注意胶枪枪号，很多时候会有两个胶

枪，如果胶枪号出现错误时，那么就会导致出胶失败，

从而无法完成出胶任务。

2.4 装配技术分析

在工业自动化生产工作中，还需要机器人进行一

定的装配工作，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一体化生产。装

配机器人的工作应该与微电子技术进行一定的结合，

还需要通过通信技术来进行操作，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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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相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装配机器人具有非常丰富

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比较高的精度，这样能够有效进

行汽车的装配。汽车装配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对库卡

机器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能够通过库卡机器人

进行前后挡板的安装，同时也需要进行车门、车灯等

相关部分的安装，这样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在

进行汽车装配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库卡机器人进行

一定的轨迹编写，从而能够实现自动化装配工作，提

高汽车的生产效率。

2.5 检测技术分析

通过库卡机器人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工作，可以

在机器人的法兰部分进行检测设备的安装，这样能够

更好地利用检测设备去进行相关工作的检查，从而对

相关工作的质量进行检测。比如可以在涂胶设备上进

行一定的检测设备安装，能够在涂胶的过程中进行涂

胶轨迹、涂胶厚度、涂胶位置等相关参数的检查，这

样可以实时进行涂胶检查工作，能够对实际工作的情

况进行检查。一旦出现错误后，能够及时进行提醒，

重新进行一定的机器人轨迹调试，有效实现对轨迹的

优化。通过检测机器人还能够对焊接情况进行检查，

可以对焊接点数进行检测，对焊接情况进行筛查，一

旦出现问题，需要机器人工程师重新进行程序的调试，

直到满足焊接要求为止。通过机器人检测技术能够更

好地对相关工作质量进行检查，从而保证汽车制造质

量满足设计要求。人工检查工作容易出现遗漏，通过

检测技术能够更加快速地进行检查，而且不会发生失

误，这样能够促进工作质量的提升 [4]。

3 工业机器人轨迹编辑技术

在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操作过程中，需要对机器人

进行一定的轨迹编程工作，这样能够更好地对相关工

作进行编辑。机器人的编辑工作能够更好地对相关轨

迹进行编程，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操作。工业机

器人的轨迹编程主要就是将机器人从原点进行相关的

移动操作，移动到相关的位置上，并且能够躲过所有

的物体，确保不会受到影响，这样能够促进工业机器

人工作的有效完成。操作工业机器人时，主要是依靠

示教器来进行编程工作，操作人员需要正确使用示教

器，这样才能够完成编程工作。首先，应该了解示教

器的界面，熟悉示教器界面的所有功能，能够通过示

教器对机器人的运行速度进行调整，一般在机器人轨

迹编写的过程中，需要对机器人的移动速度进行设置，

一般要求其速度为 30%，这样能够防止错误的操作对

机器人造成伤害。还需要在轨迹编写的过程中进行各

个位置的记录，这样才能够让机器人在自动化运动中

按照设计的轨迹运行，促进自动化工作的有效实现。

轨迹编程的过程中应该对周围的物体进行全面观察，

这样能够让机器人在移动的过程中安全地移动，有效

完成汽车的制造工作。

4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控制技术

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工作不仅需要机器人进

行工作，更加需要与 PLC技术进行结合。PLC技术指

的是自动化控制技术，它能够更好地进行自动化生产

工作。需要由 PLC工程师进行一定的程序编写，这样

能够对机器人的工作时序进行控制，实现对机器人的

操作。能够利用 PLC技术去控制机器人的开启和停止，

也能够对工具台上的滚台、夹具等进行控制。同时也

能利用 PLC大屏幕去进行故障的检查，能够在最短的

时间内进行故障位置的确认，并解决故障，有效促进

工业机器人工作效率的提升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技术能够更

好地在生产中进行应用，实现工程生产量的大幅度提

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为了能够更好地实

现生产效率的提升，需要进行相关技术的应用，需要

与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结合，通过自动化控制技术来

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控制，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生产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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