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机器人弧焊实训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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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技能考核标准而开发的弧焊实训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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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工业机器人弧焊应用模块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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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训平台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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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焊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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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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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焊系统

焊接电源 套 1

4 焊枪 套 1

5 清枪剪丝机 套 1

6 焊接工装 套 1

7 柔性平台 套 1

8 单轴变位机（可选） 套 1

9 双轴变位机（可选） 套 1

10 烟尘净化器 套 1

11

电气控制系统

开关和电源 套 1

12
PLC 模块（CPU、电源模块、IO 模块、

触摸显示屏）
套 1

13 按钮和操作面板 套 1

14 安全门锁 套 1

15 安装支架和线槽 套 1

16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软件 机器人虚拟仿真软件 套 1

实训平台技术参数：

1、输入电源：AC 220V±10% 50HZ

2、输入功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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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00kg

5、单台设备外形尺寸（长宽高）：3500mm×3000mm×2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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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弧焊工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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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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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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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伏能士 TPS 4000 焊接电源

使用条件：输入电压：AC400×（1±15％）V；

焊机带有 3C 认证，设备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或欧盟 CE 认证；

电流范围要求 3-400A；

频率： 50～60Hz；

空载电压：70V；

防护等级：IP23；

冷却方式：AF；

环境温度范围：0℃～+50℃；

环境湿度为： 10%～ 95%；

焊机要求为 DSP 全数字化控制技术，具有 MIG/MAG、脉冲 MIG 等多种焊接方

法功能；

焊机内置焊接专家程序，适用于碳钢、合金钢、不锈钢、铝及铝合金.钛合

金等多种材料的焊接；焊机可软件升级；

焊机在环境温度为 40℃，暂载率为 100%情况下，焊接电流满足 320A；



焊机功率因数达到 99%，符合节能高效的目标；

焊机逆变频率 100KHZ，保证输出平稳；

焊机适用 0.8-1.6mm 的焊丝（配直径 1.0mm、1.2mm 两种送丝组件），送丝速

度要求 0.5-22m/min；

焊枪电缆长度不低于 1.5 米；

焊枪与机器人第六轴连接采用磁性防碰撞器；

与机器人连接采用 DEVICENET 总线通讯；

要求采用封闭式送丝机；

送丝机送丝速度 0.5-22m/min；

送丝机防护等级 IP23；

送丝机尺寸 640×260×430 mm；

3、TBI 焊枪

ROBO RM363 枪颈细长，可达性好，是一款可满足中低电流焊接的经济型

入门级机器人焊枪，额定电流和暂载率是在标准使用情况下测得，并符合

IEC60974-7 欧洲标准，在特殊场合，诸如工件的焊前预热及狭小空间焊接时的

高热反射量对焊枪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使额定负载持续率下小电流焊接，焊

枪也可能过热此时，需缩短焊接时间。

4、单轴头尾式变位机



配套同品牌协同单轴变位机，可与机器人协同联动；

额定负载≥250kg，夹具安装长度≥1500mm，回转半径≥950mm；

位置精度＜±0.08mm；

带卧式旋转轴的单轴定位装置；

支座内置空心轴，并带有无限回转结构

5、柔性连接平台

技术参数：

材质：Q345B 优质合金钢，HT300 灰口铸铁，可客户选择；

● 平台孔径：Φ16D10；

● 孔间距：50±0.03mm；（进口数控设备加工、任意孔之间无累积误差）

● 各工作面平面度：≦0.05/500mm；

● 各工作面相互之间垂直度、平行度：≦0.10/500mm；

● 工作面粗糙度达到：Ra1.6；

● 所有工作面带有 50x50±0.05mm 网格线；



● 热处理：整体电炉退火处理+自然时效，消除内应力、保证尺寸精度长

期稳定；

● 工作表面到内腔倒角处尺寸保持一致，防止锁紧尺寸厚度不均；

● 底面连接板上的安装孔在下单后根据变位机孔位尺寸进行加工，适合

所有品牌变位机（ABB、库卡、发那科、松下、安川、广数等）。

6、移动式焊接除尘系统

技术参数：

滤筒材料：采用聚酯覆膜滤筒

滤筒规格：φ406mm×400mm

滤筒面积： 10m2

滤芯反吹：可以在运行当中以压缩空气持续的进行脉冲反吹

稳定的透气性

微控程序控制——个性化编程控制

2.2kw 的内置风机（JTYZ-1）.

触摸屏、PLC 控制脉冲反吹。

所有的电器元件均为西门子、欧姆龙、施耐德等知名品牌。

风机部分

一台内置直接驱动的径向风机，运转噪音极低。净化后的空气通过消声系统

排出。



7、机器人底座

1.尺寸：400mm*400mm*400mm

2.采用静电粉末喷涂处理(黑色)；

3.与地面化学螺栓固定；

4.与机器人螺丝紧固；

5.底座形式：圆柱形

8、TBI 清枪装置

TBI 清枪装置包含焊枪清理、喷硅油、剪丝三个功能。

TBI 清枪站的喷硅油装置采用了双喷嘴交叉喷射，使硅油能更好地到达焊枪

喷嘴的内表面，确保焊渣与喷嘴不会发生死粘连。

TBI 清枪和喷硅油装置设计在同一位置，机器人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喷

硅油和清枪的过程。在控制上，TBI 清枪喷硅油装置仅需要一个启动信号，它就

可以按照规定好的动作顺序启动。



TBI 剪丝装置采用焊枪自触发结构设计，不需要再使用电磁阀对它进行控制，

简化了电气布置。TBI 剪丝装置可以单独安装，也可以安装在 TBI 清枪喷硅油装

置上形成一体化设备，这样不仅节约了安装空间，也使气路的布置和控制变得非

常简单。

9、焊接专用安全围栏（含三色灯，安全锁、遮弧板）

安全防护围栏整体采用铝合金型材框架；安全围栏：尺寸：3.5 米*3 米，高

度：2.2 米；

采用透明安全防护围栏，可阻燃、防飞溅材料；由铝型材和透明聚碳酸酯板

和有色聚碳酸酯板组合而成，具有遮光屏可以起到防弧光作用，带有推拉门；

内部设置安全系统，安全门门口设有急停按钮，感应开关；该安全系统能够

在安全门打开时控制内部机器人系统自动停止工作；配备三色灯柱显示当前状态；

移门上安装有机器人安全锁，当移门关闭时机器人可自动模式工作；当机器

人在工作状态移门被打开，安全锁未锁上时，机器人会自动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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