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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
人协调调度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
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启动生产线内多任
务机器人，
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和等待车型
请求；
如果相邻工位上有工件，
则读取生产线最
末端工位车型号信息，
多任务机器人依预设的权
重选取任务，
PLC判断当前任务是否可以执行，
如
果可以执行，
则执行任务至任务完成；
如果相邻
工位上没有工件，
多任务机器人递减任务权重，
等待读取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并判断前一工
位上是否有工件，
如果是，
则读取前一工位的车
型号信息。
本发明使多台机器人及运动设备在不
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优化了多任务机器人的任务
调度 ，有效提高生产线生产节拍并降 低了线体
PLC负担，
提高线体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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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
启动生产线内多任务机器人，
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和等待车型请求；
步骤2：
判断相邻工位上是否有工件，
如果有，
则读取生产线最末端工位车型号信息，
并
执行步骤3，
否则执行步骤4；
步骤3：
多任务机器人依预设的权重选取任务，
PLC判断当前任务是否可以执行 ，
如果
是，
则执行任务至任务完成，
并返回步骤1，
否则多任务机器人递减任务权重后重新执行步
骤3；
步骤4：
等待读取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并判断前一工位上是否有工件，
如果是，
则读
取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
并执行步骤3；
否则执行步骤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在多任务机器人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和等待车型请求之前，
进行机器人自检，
并判断机器人自身及周边工位环境是否具备生产条件，
如果是，
则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
和等待车型请求；
否则PLC提示异常。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多任务机器人主程序的启动和结束由PLC发送的外部信号控制。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当生产线运行过程中，
车型发生变化时，
多任务机器人不请求获得前一工位的车型
号信息，
并将存在于当前工位设备上的工件进行清空处理，
直至清空完毕后重新请求获得
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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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调度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
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化的汽车白车身焊装生产车间内，
多条生产线服务于主焊线，
而顶盖生产
线普遍处于最末端并工艺多样流程复杂。
常见的车间规划时由于顶盖线处于白车身生产流
程末尾常常出现空间非常紧凑无法容纳展开多台机器人，
某台机器人需要负责数十个任务
的情况。在线体的管理调度上增加的工作量给PLC造运算资源浪费，
这类多任务机器人往往
是造成顶盖线体生产节拍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甚至直接影响主线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
调调度方法，
使生产线安全运行的同时，
提高生产多任务机器人的利用率并提高汽车顶盖
生产线的生产节拍。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面向汽车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
启动生产线内多任务机器人，
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和等待车型请求；
[0007] 步骤2：
判断相邻工位上是否有工件，
如果有，
则读取生产线最末端工位车型号信
息，
并执行步骤3，
否则执行步骤4；
[0008] 步骤3：
多任务机器人依预设的权重选取任务，
PLC判断当前任务是否可以执行，
如
果是，
则执行任务至任务完成，
并返回步骤1，
否则多任务机器人递减任务权重后重新执行
步骤3；
[0009] 步骤4：
等待读取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并判断前一工位上是否有工件，
如果是，
则读取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
并执行步骤3；
否则执行步骤1。
[0010] 在多任务机器人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和等待车型请求之前，
进行机器人自检，
并判断机器人自身及周边工位环境是否具备生产条件，
如果是，
则向PLC发送自身状态信息
和等待车型请求；
否则PLC提示异常。
[0011] 多任务机器人主程序的启动和结束由PLC发送的外部信号控制。
[0012] 当生产线运行过程中，
车型发生变化时，
多任务机器人不请求获得前一工位的车
型号信息，
并将存在于当前工位设备上的工件进行清空处理，
直至清空完毕后重新请求获
得前一工位的车型号信息。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14] 1 .本发明使多台机器人及运动设备在不发生碰撞的情况下，
优化了多任务机器人
的任务调度，
由多任务机器人调度方法协调机器人进行任务执行及等待等动作完成任务，
有效提高生产线生产节拍并降低了线体PLC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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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 .本发明简化了机器人运动路径的障碍约束问题，
提高机器人自身控制器的利用
率及降低线体主控制器程序的复杂程度；
[0016] 3 .本发明在多任务机器人选取任务时提前一个传递环节预先读取工件型号信息，
通过机器人程序中预设任务权重选取任务，
经过线体主控制器允许后执行任务，
提高线体
的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20] 本发明公开一种面向汽车白车身顶盖焊装生产线多任务机器人协调调度方法，
多
任务机器人工位包含两个型号汽车顶盖内板送料箱，
一台汽车顶盖傀儡焊台，
一台固定点
焊机，
以及两个工件缓存台组成。多任务机器人装备双面夹具负责此工位的工件传递和加
工任务，
所有工件单向传递。
[0021] 当生产线内多任务机器人启动后首先判断PLC传来的相邻工位的设备状态，
并同
时向PLC传递自身状态、
发送等待车型的请求。
[0022] 如果相邻工位或者设备之上存在上次生产线停止时遗留的工件或者存在中途人
工放置的工件则读取生产流程最末端车型号按工位顺序倒序执行对应任务直至完成清线。
[0023] 如果相邻工位没有工件存在则进一步通过PLC所传递标志位来判断前一个工位是
否有工件及其车型号。
[0024] 如果前一工位也处于无工件空闲状态则机器人处于以上等待车型的状态。
[0025] 若前一个工位有工件存在则为提高生产节拍起见此机器人读取此车型号后进入
对应子程序，
按照自身程序预设权重选取任务号询问PLC，
若获得允许则开始执行，
若未获
允许则机器人于子程序内依预设任务权重依次询问PLC。
[0026] 每次完成对应车型号的最后一个任务后返回等待车型号状态。
机器人主程序往复
扫描运行。
[0027] 若多任务机器人所属工位缓存台或其他与此多任务机器人相邻设备上仍有工件
存在，
而此时前面工位已经有不同型号工件进入，
线体PLC不向机器人发送更新的工件型
号，
等待机器人自主将相邻设备上旧有工件全部清空后再向机器人发送更新车型。
[0028] 线体生产型号队列由PLC负责分配至各工位，
多任务机器人所在工位生产任务分
配机器人控制器参与调度，
其中障碍路径规划由人工示教完成，
任务选取由机器人依预设
权重向PLC轮询。
[0029] 机器人遇干涉区或其他安全条件不满足时停止并等待，
机器人不允许任务执行中
的任务切换，
线体正常生产时不允许连续生产两轮循环后仍存在多任务机器人的双面夹具
两面均持有工件的情况出现。
[0030] 生产线正常运行时工件型号进入线体后在主控PLC处按型号和流入顺序进行堆
栈，
各工位作为单栈区处理当前工件由PLC进行调度，
依先入先出原则流出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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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切换型号的工件进入多任务机器人所处工位的前一工位时，
如果多任务机器人
所处工位无其他工件则传递工件型号给多任务机器人，
机器人进入对应型号自主选取任
务。
提前执行提高生产节拍。
[0032] 如果多任务机器人所处工位任意设备仍留有未及流向下一工位的工件，
主控PLC
不使机器人获得新工件型号直至工位全部清空后再传递新车型工件号给机器人，
避免工件
拼装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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