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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钢板两面提供全天候除渣操作，以防止

任何污染，同时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和便利性，并确保连续、高质量的镀锌

钢板生产。”这些是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关于近期开发的除渣机器人系统的主要说明。该

解决方案非常行之有效，因为其可以集成到任何

现有的生产过程中，即使空间有限。借助全新安

装，免除人为干预。该制造商选择了一种“开箱

即用”的解决方案，配备一个正面机器人和一个 

V 型侧面机器人，并配置智能、用户友好的控制

软件和工具更换器（已获专利）。

过程

在连续镀锌过程中，钢板被送入惰性氮气环境炉

中，以尽量减少与氧气的接触，并直接浸入浸

锌槽。浸没在浸锌槽中的导向辊使板材偏转，

板材的两侧覆盖一层薄锌层。  当板材离开浸锌

槽时，气刀吹掉多余的锌，保留厚度恒定的薄

锌涂层。在镀锌过程中，板材借助稳定器、校正

辊和稳定磁铁尽可能保持稳定。在极端条件下，

每个班次的操作人员必须手动清除浸锌槽中的渣

滓。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技术总监 Hans 

Spaans 解释道：“通常这种操作非常耗时，以

致于造成钢板上的渣滓堆积和污染。不仅严重影

响钢板的耐腐蚀性，还对成品的外观产生负面影

响，此外，还造成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机器人数量

可以配置一个、两个或多个的机器人进行除渣操

作。所用机器人的数量取决于各种因素，如钢

板周围的可用空间、期望的最终结果、浸锌槽中

的工艺和可用的投资预算。由于空间有限，在现

有的浸锌槽中，安装两个机器人是一种较大的挑

战。针对此情况，则需要一种创新性和安全性的

解决方案，使得在完全保持现有安装情况下，同

时使用机器人实现最优化的处理。通过将一个 V 

型侧面机器人悬挂在浸锌槽上方的高架轨道系统

上可以实现这一点。该机器人配备了各种工具，

并通过编程与正面的机器人合作。

悬挂 V 型侧面机器人的轨道被连接至熔炉的

机器人除渣系统是未来所趋

目前的镀锌生产工艺需要将预热的钢板拉入 400 至 500℃的浸锌槽。操作人员必须穿戴舒适度不佳的防
护服，在炙热的环境中手动从浸锌槽中清除渣滓(锌渣)。这种不安全的情况每天都在重复发生，如此操作
带来诸多风险。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致力于为该生产环境开发一种机器人除渣系统，其智能工具
可在任何现有的镀锌钢生产过程中轻松实施，即使是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作者: Henriëtte van Norel

代表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r 图 1 正面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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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2 带工具站的 V 型侧面机器人在轨道上 r 图 3 正面机器人更换工具r图图 3 正面机器人更换工具正面机器人更换工具

现有钢结构上，使其可以从左到右移动，反之亦

然。为了确保这种结构所需的刚度，增加了一个

额外的门架来支撑轨道。V 型侧面机器人在钢板

后部（V 型侧面）使用两种耙子工作，并确保渣

滓以可控的方式提供给正面机器人的操作区，以

便后者能够从那里处理除渣过程。两个机器人都

使用由内部设计的工具更换器进行操作，以确保

最大限度地灵活选择适合每个项目应用的工具，

从而实现优化的除渣过程。V 型侧面机器人有两

种类型的耙子，正面机器人共有四种类型的耙子

和铲子。为了达到尽可能高的锌质量，浸锌槽要

确保最小限度的干扰至关重要。所有必要的动

作，如耙出渣滓和舀出渣滓，在任何时候都必须

尽可能轻且有效地进行。  

工具更换器

值得一提的是，完全机械操作的专利工具更换器

系统。该系统包括一个配备独立耙子和铲子的工

具站，以及一个带有巧妙连接系统的机器人驱动

的工具更换器（EOAT，即臂端工具）。整个工具

更换器系统适用于恶劣环境。市场上的大多数工

具更换器都是气动或电动，因此不太适合用于具

有严重锌粉污染的作业环境。正是这一点促使我

们开发一种合适的工具更换系统，在此系统中，

配备坚固抓手的机器人可以自己取回、返回和固

定工具。由于所有操作现已由机器人代替，额外

的气缸和电动装置已毫无用处。该机器人驱动



Marking & Labelling
     

   Destrapping Including
High Strength Steel Straps

Product Handling & 
        Specials

Dross Removing Coil Eye Welding Sample Plate Handling

www.tebulorobotics.com

MOVE FAST     MOVE FORWARD

Coils & Slabs



控制和自动化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2

1/
22

79

a

的工具更换器是一种获得专利的强大解决方案。

工具站被设置在机器人可触及的范围内。机器人

一旦取出工具，就用坚固的耦合机构机械锁定到

位，并进行测量和校准。

使用后，更换并解锁工具，该方法基于日本的 

poka-yoke 系统，通过一个独特(固定-fi xed)的

取放点或一种钥匙(夹锁-keep and clock)系统完

成。钥匙系统非常安全，每个工具都有一个专为

其设计的取放点。这确保工具在更换过程中不可

能出现在错误的位置。通过开关来持续监控工具

分配。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已经为全球各

种应用建立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工具站。  

多功能和可部署

除了清除渣滓(锌渣)，机器人还可用来执行其他类

型的工作，如清洁周围环境，放置或移动 5 米宽

的安全围栏，或提取锌样品。其他工具也可轻松

与机器人连接，例如用于采样。放置或移动围栏

的功能选项被纳入最初的机器人设计。共设有三

个位置，可以放置围栏。例如，在生产过程中，

当人们需要进入安全区（位置 2）时，机器人可以

将围栏放在锌池的边缘。围栏可以放置在离锌池

边缘约一米的位置，以便在更换浸池或静止时移

走锌池时闭合间隙（位置 1）。在生产过程中，如

果机器人的工作区域内没有人员，则安全围栏即

悬挂在浸锌槽上方的停放位置（位置 3）。 

与上述工具更换系统“机器人驱动的工具更换

器”一样，在安全围栏上有额外的双钩和一个上

端适应板，用于正确、稳定的操作。当安全围栏

被机器人悬挂时，其稳定性和定位至关重要。只

要机器人以受控方式放置或移除围栏，围栏就会

在特定形状部件的引导下自动将其自身集中在预

编程的位置上。 

用户友好的 HMI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事先为每个锌池编

制了五个不同的程序，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过程

变量选择理想的移动程序。对于每一程序，机器

人的移动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输入，即锌池的所

有角落和池壁都在专门制造的工具可及范围内。

每个锌池程序的控制随后都可通过先进、用户友

好的人机界面 (HMI) 轻松优化。除了五个自动化

循环外，还可以手动设置自定义循环。对于每个

预编程选项，操作人员可以首先决定播放一段视

频，展示机器人将进行的操作。一旦发现所需的

移动，操作人员可激活最终选择。 

r 图 4 安全围栏 

r 图 5 HMI 主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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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滓箱 （锌渣箱）

在机器人旁边的浸锌槽箱前，操作人员会在一个

专用区域放置一个空的渣滓(锌渣)箱，所有从浸

锌槽中清除的渣滓(锌渣)最终都放置在那里。一

旦将空的渣滓(锌渣)箱置于原位，机器人便能够

检测和确认其正确位置，并通过集成在机器人臂

中的传感器监控填充水平。当渣滓(锌渣)箱快满

时，传感器会向 HMI 报告，这样操作员就可以及

时更换渣滓(锌渣)箱。此外，渣滓(锌渣)箱托盘的

填充水平也显示在 HMI 上。

可移动的正面机器人

在钢板断裂的情况下，或者如果操作人员在停工

期间需要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叉车将正面机

器人简单地从其位置上移开。这需要一个完全平

稳、平坦的地板区域，确保无绊倒风险。可以在

自由空间设置一个绞车驱动（可选装），将钢板

拖回原位。此外，自由空间可被用来安全地执行

浸锌槽的必要任务。  可以借助一种巧妙的机器人

紧固结构，实现连续的定位精度，特别是在考虑

移动或返回机器人时。

结论

引入上述机器人除渣系统后，大幅改善了操作人

员的工作条件，也提高了锌板质量。这一发展对

于那些对产品质量和操作安全有绝对要求的工业

类型来说是理想选择。 MS

Henriëtte van Norel 是荷兰 van Norel 
Management Consultancy 的总监，并代表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撰写。

联系方式：henriëtte@vannorel.com

r 图 6 前置机器人装渣桶

r 图 7 渣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