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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多种不同形状及尺寸薄壁筒段对接装配时ꎬ专用夹紧装置无法通用ꎬ导致飞行器制造成本高、周期长这一问题ꎬ对实现不
同形状及不同尺寸薄壁筒段的柔性可靠夹持进行了研究ꎮ 采用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 设计了一种基于 ８ 个两自由度机械协同工作模式的薄壁筒
段对接装配用自动化柔性夹持装置ꎬ实现了对接孔所在工具圆直径在 ４００ ｍｍ ~ １ １５６ ｍｍ 范围内任意圆柱形或异型薄壁筒段结构
的自动化柔性、快速、可靠夹持ꎬ薄壁筒段结构对接装配质量及效率显著提升ꎻ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对薄壁筒段结构对接装配过
程中ꎬ柔性夹紧装置结构件受力最大的两个极限工位进行了静力学仿真分析ꎮ 研究结果表明:该柔性夹持装置中各结构件受力合
理、结构可靠ꎬ可应用于飞行器自动化柔性总装生产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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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装置贯穿于飞行器制造的若干环节ꎬ飞行器

总装用夹紧装置使用性能要求最高ꎬ设计难度最大ꎮ
常用的夹紧装置按其使用柔性分为专用夹紧装置和通
用夹紧装置 [１￣２] ꎮ 现阶段航空航天飞行器筒段对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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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过程中所用夹紧装置多为专用夹紧装置 [３] ꎬ为了满
足航天智能制造的需要ꎬ设计通用性好、自动化程度高
的柔性夹具意义重大
李兴云

[１４]

[４￣１３]

ꎮ

提出的轴类零件机加用柔性夹持装置ꎬ

加持可靠、产品拆装方便ꎬ但该夹持装置是通过外形夹
紧ꎬ适用产品尺寸较小ꎻ赵慧颖

[１５]

提出了一种用于机

匣的柔性夹ꎬ但能够夹持的产品形状单一ꎬ通用性不
够ꎻ孙依禺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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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转动角度和伸缩距离可以独立调整ꎬ实现对不
同形状、不同尺寸的薄壁筒段的柔性夹持ꎮ 每个机械
臂有 ２ 个自由度、控制简单、刚度大、安全性好ꎮ

薄壁筒段对接装配用柔性夹持装置由机械臂、转

盘、转盘轴承组成ꎮ ８ 个机械臂均匀安装在转盘上ꎬ用
于产品薄壁筒段柔性夹持ꎮ 工作时ꎬ驱动机械臂夹紧
一端已与产品薄壁筒段固联的薄壁筒段转接件锁死ꎬ

提出的薄壁件柔性夹持装置能够适应不

此时机械臂相对于转盘位置固定ꎬ再驱动转盘轴承可

同形状产品的柔性夹持ꎬ但其可装夹产品的对接孔工

以实现薄壁筒段绕自身轴线的滚转ꎬ用于对接装配过

具圆尺寸唯一ꎻ林飞飞

[１７]

提出的多机械臂协同码垛机

程中的角度调整ꎮ

方案整体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器人能够实现对不同尺寸薄壁件的柔性夹持ꎬ但其机
械臂自由度过多、刚度低、安全性差ꎻ王承帅

[１８]

提出的

螺旋桨夹紧装置ꎬ虽然刚度较好ꎬ但能够夹紧的产品尺
寸范围很小ꎻ唐懿[１９] 设计了一种可适用于不同尺寸长
方体类工件的柔性夹紧装置ꎬ但其只能实现截面维长方
形产品的夹持ꎻ仇原鹰[２０] 设计了一种用于圆柱形舱段
对接装配的柔性夹持装置ꎬ但其只适用于圆柱形产品ꎮ
因此ꎬ开发一款能够适应不同尺寸、不同形状薄壁
产品的柔性夹持装置ꎬ对于飞行器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将提出一种可用于端面连接孔分布在

４００ ｍｍ ~ １ １５６ ｍｍ 范围内圆柱或异型薄壁筒段的柔
性夹持的通用化装置ꎮ

１
１. １

柔性夹持装置设计
设计目标
航天飞行器薄壁筒段种类繁多ꎬ为避免夹持装置

对产品薄壁筒段表面造成划伤以及变形等伤害ꎬ需要

图１

１. ３

柔性夹持装置整体结构图

对接装配柔性夹持装置结构设计

１. ３. １

机械臂结构设计

薄壁筒段对接装配柔性夹持装置中的每个机械臂

由前臂和后臂组成ꎬ且前臂与后臂之间铺设有导轨ꎬ采
用伺服电机驱动ꎬ蜗轮蜗杆传动完成后臂相对于转盘
的转动ꎻ采用伺服电机驱动ꎬ齿轮齿条传动完成前臂相
对于后臂的移动ꎮ

采用薄壁筒段转接件连接薄壁筒段端面对接孔和柔性

鉴于不同薄壁筒段的连接孔形式各异ꎬ机械臂和

夹持装置ꎬ对薄壁筒段进行装夹ꎮ 本文所要设计的薄

产品薄壁筒段通过专用转接件完成连接ꎮ 机械臂结构

壁筒段对接装配柔性夹持装置需要适应不同形状、不
同尺寸ꎬ且薄壁筒段连接孔分布不规则的薄壁筒段ꎬ兼

如图 ２ 所示ꎮ

具通用性好、结构合理、重量轻、体积小、安全可靠、自
动化程度高的目标ꎮ
１. ２

薄壁筒段对接装配用柔性夹持装置方案设计
统计分析发现:不同型号航天飞行器薄壁筒段对

接孔的分布情况虽然复杂ꎬ但任意薄壁筒段的连接孔
均在同一平面内ꎮ 因此ꎬ本研究的设计目标是:实现柔
性对接装配夹持装置可以在一个平面内连续调节ꎮ

设计的薄壁筒段对接装配柔性夹持装置采用 ８ 个

图２

机械臂结构

前臂采用箱式结构ꎬ内置网状肋板和减重孔ꎬ伺服

机械臂共同协作的运动形式ꎬ其中每个机械臂在工作

电机、蜗轮蜗杆、齿条、法兰盘及导轨等驱动传动组件

平面内均有一个转动自由度和一个移动自由度ꎻ在机

安装于后臂ꎬ后臂与转轴固联ꎬ转轴上安装两组(４ 个)

械臂末端预留通用连接孔ꎬ用于连接薄壁筒段转接件ꎻ

滚动轴承ꎮ 转盘结构设计转盘为机械臂的安装和支撑

每个机械臂均通过独立的电机￣减速器驱动ꎬ因而各个

结构ꎮ 机械臂的法兰盘和滚动轴承均安装在转盘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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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机械臂的转动ꎮ 在转盘外缘设计均匀布置有 ８ 个
安装蜗杆和电机的支架ꎮ 转盘采用密度小、强度高、耐
蚀性好、易加工的铝合金材料ꎮ

１. ３. ２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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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末端锁紧机构

薄壁筒段转接件主要起到连接薄壁筒段和机械臂

上述分析表明:所设计的柔性夹持装置可以实现对

连接孔分布在同一平面ꎬ且工具圆直径在 Φ４００ ｍｍ ~

１ １５６ ｍｍ 范围内薄壁筒段的柔性夹持ꎮ

２

柔性夹持装置有限元仿真

的作用ꎬ一端的针对目标产品设计的连接孔( 螺纹孔
或光孔) 通过螺栓与薄壁筒段连接ꎬ另一端为通用形
状ꎬ插入到机械臂中ꎮ 为适应不同形状连接孔的薄壁
筒段ꎬ将转接件设计为多套ꎮ
薄壁筒段转接件锁死装置采用机械手式结构ꎬ由直
线驱动单元驱动ꎮ 锁死装置整体安装在机械臂的下端ꎮ
锁死装置结构主要由驱动器、连杆、卡爪、转轴和弹簧组
成ꎮ 当驱动器伸出时夹紧薄壁筒段转接件ꎬ此时弹簧仍
处在压缩状态ꎬ会给卡爪一个力ꎬ使其卡死薄壁筒段转
接件ꎻ相反驱动器收缩时ꎬ将松开薄壁筒段转接件ꎮ
转接件锁死装置如图 ３ 所示ꎮ

为了检验该柔性夹持装置在实际工况下是否满足
刚度和强度要求ꎬ本文进行静力学分析ꎬ在静力学分析
中不考虑结构的惯性和阻尼效应ꎮ
２. １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在保证不影响模型整体结构、质量和力量分布ꎬ以

及综合考虑装置机械机构的几何特性和力学性能不受
影响的前提下ꎬ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分析之前ꎬ本文
对在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 中完成薄壁筒段柔性夹持装置的三维实

体模型的倒角、圆角、工艺孔及外形比较复杂的导轨、
滑块进行简化ꎬ并去除电机、减速器等ꎮ
２. ２

定义材料划分网格
由于柔性夹持装置的工作过程是个动态过程ꎬ关

键结构件的变形和应力随着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ꎮ
本研究中取柔性夹紧装置结构件受力最大的两个极限
图３

１. ４

工位 ( 薄 壁 筒 段 处 于 水 平 和 竖 直 位 置 ) ꎬ 在 ＡＮＳＹＳ
锁死机构结构示意图

柔性夹持装置对不同薄壁筒段的适应状况
本文计算分析了柔性夹持装置的机械臂活动范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中进行有限元分析ꎬ主要针对机械臂和转
盘 ２ 个部件进行ꎬ其中ꎬ转盘为铝合金 ６０６１ꎬ机械臂为
Ｑ２３５ － Ａꎮ

材料属性如表 １ 所示ꎮ
表１

围ꎬ以此来论证其对不同直径、不同外形薄壁筒段的适
应状况ꎬ机械臂运动范围盲区及其对不同薄壁筒段适
应状况示意图如图 ４ 所示( 剖面线覆盖区域为机械臂
连接点有效活动范围) ꎮ

结构钢
铝合金

关键结构件材料属性

密度 / ( ｋｇｍ － ３ )
７ ８５０
２ ７７０

弹性模量 / Ｐａ

泊松比

７. １Ｅ ＋ １０

０. ３３

２Ｅ ＋ １１

０. ３

对柔性夹持装置赋予材料后ꎬ进行网格划分ꎮ 在
静力学分析中ꎬ同时兼顾网格质量和计算时间对柔性

支撑装置进行网格划分ꎬ网格共计 ３９４ ００６ 个单元ꎬ

６５２ １５４ 个节点ꎮ
２. ３

施加边界条件

本研究设计的柔性夹持装置工作过程中ꎬ当薄壁
筒段处于水平姿态和竖直姿态时ꎬ夹持装置处于两种
极限位置工况ꎬ在薄壁筒段的重力作用下ꎬ考察柔性支
撑装置关键零部件的变形和应力情况ꎮ 对柔性支撑装
置进行分析时ꎬ为模拟薄壁筒段的重量对装置的作用ꎬ
本研究在转盘处施加固定约束ꎬ对装置自身施加重力
载荷ꎬ同时对 ８ 个机械臂施加远端载荷ꎬ远端载荷位置
为薄壁筒段的重心位置ꎮ
２. ４
图４

机械臂盲区及其对不同薄壁筒段适应状况

分析结果
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ꎬ通过计算可得到柔性支

 ７０４

机

电

撑装置在极限工况下变形和应力云图ꎮ
其中ꎬ薄壁筒段竖直状态下关键零部件变形与应

图５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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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云图如图 ５ 所示ꎮ

薄壁筒段竖直状态下关键零部件变形与应力云图

由图 ５ 可以看出:薄壁筒段处于竖直位置时ꎬ前臂的

最大变形为 ０. ３１０ ０４ ｍｍꎬ最大应力为 ２５. ６２１ ＭＰａꎻ转盘

如图 ６ 所示ꎮ

由图 ６ 可以看出:薄壁筒段处于水平位置时ꎬ前臂的

的最大变形为 ０. １０３ ２７ ｍｍꎬ最大应力为 ４. １０２ ７ ＭＰａꎮ 由

最大变形为 ０. ９５１ １３ ｍｍꎬ最大应力为 １０９. ６７ ＭＰａꎻ转盘

薄壁筒段水平状态下关键零部件变形与应力云图

此可见:柔性夹持装置的刚度和强度也满足设计要求ꎮ

此可见:装置的刚度和强度满足设计要求ꎮ

的最大变形为 ０. １３３ １６ ｍｍꎬ最大应力为 ５. ３２８ ５ ＭＰａ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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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

薄壁筒段水平状态下关键零部件变形与应力云图

结束语

[９]

本研究设计了薄壁筒段对接装配用自动化柔性夹持
Φ４００ ｍｍ ~ １ １５６ ｍｍ 范围内任意薄壁筒段的柔性夹持ꎻ
利用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 三维软件对装置的转盘、以及机械臂等零部

[１０]

件进行了实体建模ꎬ并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对装置进
行了静力学分析ꎬ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柔性夹持装置结构
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ꎬ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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