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机器人多功能一体化实训平台

本实训平台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技能

而开发的综合应用模块化多功能一体化实训平台。

本实训平台依据中机联机器人分会调研的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技能实训平

台和教学资源需求状况，综合各职业院校实训教师工业机器人课程教学特点和人

才培养思路，并结合智能制造装备在工业现场实际应用情境，经以教学为出发点，

创新性开放式设计而成。实训平台致力于解决智能制造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技

能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人才结构和数量缺口的矛盾，以知名机器人公司和自主

开发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教育模块为核心，不仅可以培训学生工业机器人综合知

识，还能进行教育模块的扩展，完成更多更深层次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培训。

本实训平台以机器人为中心，根据任务要求配置不同任务模块载体。根据功

能分为多个模块组合，包括多种机器人典型应用模块组合。

本实训平台科搭载多种品牌机器人系统，包含机器人机械结构构成、机械基

础知识、电气基础知识、机器人运动学基础、机器人动力学知识、机器人运动控

制技术、PLC 编程和通讯技术、总线通讯技术、工业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工

业仿真软件技术、机器视觉技术、多种工业应用技术等多学科知识组合、跨知识

体系的学习和实训，使学生能够接触真实工作环境，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极大地



丰富了实训任务。实训模块可自由组合，不局限单一应用，能够促使学生拓展思

维，提升工作能力。

实训平台功能模块清单 ：

序号 功能模块名称 模块单元名称 单位 数量

1
六轴工业机器人

六轴工业机器人本体 套 1

2 工业机器人控制柜和示教器 套 1

3

标准实训工作台

标准实训台 套 1

4 模块固定台面 个 1

5 移动轮 套 4

6

电气控制系统

开关和电源 套 1

7
PLC 模块（CPU、电源模块、IO 模块、

触摸显示屏）
套 1

8 按钮和操作面板 套 1

9 安装支架和线槽 套 1

10

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快速更换教学模块 套 1

11 机器人工装夹具教学模块 套 1

12 气动传感器真空单元教学模块 套 1

13 PLC 与机器人通讯学模块 套 1

14 机器人视觉分拣教学模块 套 1

15 机器人传送带跟踪教学模块 套 1

16 弧焊模拟（带模拟变位机）教学模块 套 1

17 机器人装配教学单元 套 1

18 机器人自动锁螺丝教学单元 套 1

19 打磨抛光教学模块 套 1

20 机器人导轨教学模块 套 1

21 立体库上下料和码垛教学模块 套 1



1、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快速更换教学模块

2、机器人工装夹具教学模块

3、气动传感器真空单元教学模块

4、PLC 与机器人通讯学模块

5、机器人视觉分拣教学模块

6、机器人传送带跟踪教学模块

7、弧焊模拟（带模拟变位机）教学模块

8、机器人装配教学单元

9、机器人自动锁螺丝教学单元

10、打磨抛光教学模块

11、机器人导轨教学模块

12、立体库上下料和码垛教学模块

实训平台技术参数：

1、输入电源：AC 220V±10% 50HZ

2、输入功率：≤2 kw

3、工作环境：1） 温度： -10℃～+40℃ 2） 相对湿度：≤90%（+20℃） 3）

海拔高度：≤4000m 4）空气清洁，无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无导电及能破

坏绝缘的尘埃

4、设备重量: 单台设备约 250kg



5、单台设备外形尺寸（长宽高）：3000mm×1200mm×1500mm

6、本质安全：具有接地保护、漏电保护功能，安全性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采用高绝缘的安全型插座及带绝缘护套的高强度安全型实验导线。

教学资源：

针对每一个实训项目，配备了详尽的 PPT、实训指导书、电气图纸、机械图

纸、程序、仿真源文件、视频等教学资源。

对应的专业和主要课程体系：

序号 学校类型 专业名称 主要专业课程体系

1 高职院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代码：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PLC 应用技术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技术

机器人视觉技术与应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2
应用型本

科院校

机器人工程

（专业代码：080803T）

机器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电气控制与 PLC

机器人学导论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系统仿真

机器人基础应用

现场总线技术

机器人建模与系统仿真

机器人工程创新实践

机器人应用系统综合设计

工业机器人多功能一体化实训单元包含的教学和实训单元和专业知识点：

教学实训单元 教学专业知识点

1、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快速更换单元 1. 机器人 IO 信号含义和功能

2、工装夹具单元 2. 机器人 IO 信号定义和测试

3、 气动传感器真空单元 3. 机器人总线通讯

4、 PLC 与机器人通讯单元 4. 气动控制原理

5、 机器人视觉分拣 5. 机器人逻辑判断和算法指令

6、 机器人传送带跟踪单元 6. 机器视觉原理和通讯



7、 弧焊模拟单元（模拟变位机） 7. 编码器原理和通讯

8、 机器人装配单元 8. 弧焊常用编程指令和数据

9、自动锁螺丝单元 9. 运动轨迹和精度控制

10、打磨抛光教学单元 10. PLC 原理和编程

11、机器人导轨单元 11. 机器人程序优化

12、 立体库上下料和码垛单元 12. 伺服驱动原理

实训平台功能模块介绍：

1、六轴工业机器人

由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底座、机器人末端工具、机器人控制柜和示教盒、控

制柜放置架等组成。工作站推荐采用主流品牌 3 公斤左右负载工业机器人。机

器人控制柜基本参数：体积小，支持两个附加轴，内置高速，大容量，多系统化

的 PMC，尺寸（mm）：600x470x500。机器人示教器主要功能：通信速度更高，图

形显示性能更强；高集成度的电器元件，重量减轻了 10%；采用最新彩色液晶屏

和电器元件，省电 10%。



2、标准实训工作台

机器人操作对象实训台承重主体为铝型材拼接而成，侧封板为钣金；机器人

操作对象实训台高度为 880mm，为机器人、示教器、功能模块的安装提供标准的

安装接口。保证稳定牢固。预留有标准气源和电气接口安装位置，根据模块的使

用情况进行功能的扩展。为工业机器人、功能模块、功能套件提供稳定的电源。

平台上可牢固安装多种多功能多应用模块。机器人操作对象实训台上矩阵式定位

柱，以方便各个多功能多应用模块的安装和固定，实现模块的自定义位置安装，

实训台内部安装抽拉式模块存放柜和工具存放抽屉。

3、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

3.1 搬运码垛和传送带实训单元模块

搬运码垛和传送带实训单元模块包含两部分：分别是立体库、码垛托盘与传

送带，此单元所用到的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工具是真空吸盘。立体库是一个包含三



层平面，每层平面可以摆放四个物料的立体料架；码垛托盘是一个平面托盘，包

含有 4列 3行共 12 个间隔均等的物料摆放位置；传送带包含有直流伺服电机、

传感器、皮带和固定支架，可传送物料的机构；真空吸盘是机器人吸取物料的工

具，包含真空电磁阀、气动元件和真空吸盘等。搬运码垛和传送带教学单元可以

用于机器人抓取和码垛的应用教学。

3.2 打磨抛光实训单元模块

打磨抛光实训单元模块包含三部分：分别是打磨砂带、打磨砂轮和锥形打磨

头。分别对应不同打磨和抛光表面；气动夹爪是机器人抓取物料的工具；打磨抛

光教学单元可以用于机器人打磨和抛光的应用教学。

3.3 弧焊模拟实训单元模块



弧焊模拟实训单元模块包含双轴变位机和焊接工装夹具；双轴变位机可以做

任意空间角度的改变，来模拟不同位置的弧焊工艺和弧焊轨迹编程；焊接工装夹

具可以固定焊接工件；机器人使用的工具是弧焊枪。这个教学单元可以用于机器

人焊接工艺应用的教学。

3.4 快速换枪机构教学单元

快速换枪机构教学单元包含一个固定支架和 4个自动换枪盘，分别可以更换

模拟焊枪、气动夹爪、锁螺丝枪和真空吸盘。机器人通过 IO 信号来释放和抓取

不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教学单元可以用于需要自动换枪的机器

人应用场景。

3.5 视觉分拣实训单元模块



视觉分拣实训单元模块包含一套视觉系统、四位置分度盘和两种形状物料

盘；通过四位置分度盘，物料旋转至相机视野范围内，相机拍照，并把物料形状

信息发给机器人，机器人抓取物料对应的放在不同形状的托盘上。这个教学单元

可以用于视觉检测和分拣的机器人应用场景。

3.6 自动锁螺丝和装配实训单元模块

自动锁螺丝装配实训单元模块包含一套自动送螺丝机、装配物料盘；机器人

使用的工具是锁螺丝枪；机器人用螺丝枪吸取螺丝后，移动到装配物料盘，用锁

螺丝枪锁紧螺丝，完成装配。这个教学单元可以用于自动锁螺丝和装配的机器人

应用场景。

3.7 机器人导轨实训单元模块



结构组成：直线导轨采用滚珠直线滑轨支撑，精密滚珠丝杠传动，高性能伺

服电机配合行星齿轮减速器驱动。机器人通过 IO 信号控制导轨移动，机器人可

以到不同的工作位置，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教学单元可以用于机器人移动

到不同的机器人应用场景。


	实训平台功能模块清单 ：
	1、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快速更换教学模块
	2、机器人工装夹具教学模块
	3、气动传感器真空单元教学模块
	4、PLC与机器人通讯学模块
	5、机器人视觉分拣教学模块
	6、机器人传送带跟踪教学模块
	7、弧焊模拟（带模拟变位机）教学模块
	8、机器人装配教学单元
	9、机器人自动锁螺丝教学单元
	10、打磨抛光教学模块
	11、机器人导轨教学模块
	12、立体库上下料和码垛教学模块
	实训平台技术参数：
	教学资源：
	工业机器人多功能一体化实训单元包含的教学和实训单元和专业知识点：
	实训平台功能模块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