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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CAD/CAM的激光扫描识别工件动态自适应全自动高精度切割系统

无需夹具，无需工装， 无需定位销，无需示教，无需编程；对工件的一致性要求低；对工件的重
复定位精度要求低；能适应工件的切割变形；对材料的平整度无要求；支持CAD/CAM。

智能切割系统的组成

机器人系统

v带智能切割改善的KUKA 机器人,6 轴全方位360度可控。

v带最高精度和动态自适应的稳定装置。

v适合大范围切割：线性导轨和支撑台,机器人外轴线性导轨，软性随

意移动电缆支架，导轨可加长到 30 米。  

v激光扫描测试器，控制软件。

v自制的电能分配用于所有 智能切割设备所需的仪器

v有控制所有仪器的总开关

v外围设备是通由系统总线控制

电器控制中心，电器控制柜

带吸尘的切割台（用于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不需要）

v带15'' TFT 彩屏的工业PC机(IP65 规格)

v带数字块和功能键以及塑料薄膜的键盘

v操作用鼠标器或者触摸屏

操作面板

v等离子切割机: Kjellberg HiFocus

v火焰切割器 – 带自动内部点火的切割头

v等离子切割机，和火焰切割器，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单独使用一种，

或者组合在一起根据加工需要分别使用，它们各自的喷嘴和气体管

道都事先铺设按放在机器人机体上，使用时只需简单交换各自的喷

嘴和气体管道即可。

切割方式

v大功率切割抽吸烟尘机，高效滤波系统，管道系统，切割定点管道抽

烟灰控制系统  

v标准切割台 – 交换切割台 – 自动切割废料排泄器系统

v标准型保护栅栏或者超声波隔绝型

v不同形式的防耀眼型产品

v防超声波的封闭型加工房

v加工区域进出保护

安全保障技术

诺博泰等离子/火焰坡口切割智能设备，加工上下直边倒角，倒角过渡、多倒角边，相当平滑的斜

边倒角，切割倒角，一气呵成。 加工工件不需要任何定位器、定位孔和固定夹具，机器人激光测

试扫描归算和加工速度及其快速，激光扫描归算对无规则放置的工件范围确定位置在 X 和 Y 方向

上可以偏差在15-20厘米左右。 该系统可用在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机车工程、造船工程、地铁

工程、隧道工程、大型汽车工程、军工工程、矿山隧道工程等金属钢板加工上，是相当实用，真

正的、完全的全自动设备。  

与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对比分析

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

需要有工装夹具定位：

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编程不便: 

工件形状及尺寸误差导致坡口尺寸误差

为了达到一次编程长期

使用的目的，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需要有工装

夹具来保证的位置精度。但这种方法定位工件

往往会对机器人切割产生干涉作用。

 每换一种型号

的 工 件 均 要 重 新 编 程 ， 且 编 程 存 在 一 定 的 难

度，如割炬角度的设定，坡口尺寸的设定等。

:如工件

下料时轮廓边发生弯曲或倾斜就会导致坡口起

始端和终了端的尺寸不一致、工件表面发生扭

曲时就会导致同一条边上的坡口大小不均匀。

诺博泰智能切割系统

v无需工装夹具定位不存在切割干涉问题。

v全自动离线编程无需人工示教编程。

v采用激光进行切割前的与扫描全自动对工

件形状及尺寸误差补偿。

v参数调节方便快捷。

切割效果对比

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坡口效果图 智能切割系统坡口效果图

坡口精度对比

坡口尺寸很难控制
坡口尺寸为高精度

智能切割系统坡口示意图 传统机器人切割系统坡口示意图

v行间扫描器专门用于精确快速测量

v用于工件位置测量边廓的测量

测试技术

诺博泰等离子/火焰坡口切割智能机器人



自动为焊缝焊接工件准备坡口

轻快灵巧的坡口切割

带专用工具的特殊机器人热切割

可采用 2 种方式：

- 火焰切割

- 等离子切割

v工件已被切割机切割成型

v工件在边和边角上需要一条或多条焊接坡口

v在多条边上可以有不相同的坡口

v坡口在一条边上可以有不相同

v在加工的边上可以为任意曲线

HV 无桥接的坡口

上下 HV 坡口

特殊桥接 HY 坡口

上下 HY 坡口

智能切割系统的功能

能切割的坡口类型

多坡口 

坡口角度在正面切割 为 30°至  90°

坡口角度在反面切割 为 15°至  60°

v

v最简单的离线编程

v绝对精确的坡口精度

v绝对精确的桥接尺寸

v最短的加工时间

v最高的精度

v动态自适应，自动修正工件变形的公差

v带视觉收寻器自动寻找工件准确位置

v根据工件类型加工(无需夹具，无需工装，无

需定位销)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数十倍

智能切割系统的优点

切割编辑功能

智能系统提供了简捷及其方便的坡口编辑，实现了简单V 型坡口，以及复杂K、Y、X 型坡口的简

单快速编程，它以CAD 图形文件(DXF，BBF)为基础在线对各种形状曲线的工件进行快速编辑，

简单快速用鼠标器在窗口用户界面上用光标任意指定工件的焊接坡口边、角度、钝边尺寸，激光

位置测量点，垂直和上斜边和下斜边，多几何的重叠切割编辑，对称图形产生，对图形随意放大

缩小，编辑器上显示在切割台上一致的切割各个支点架。并且在编辑中即可同时在线产生机器人

对各种工件测量和切割的运行加工程序。可以通过编辑自动生成转换为CAM 文件(包括工件图

形，尺寸，测量和切割路径、坡口信息)和存储功能切割文件。

智能切割系统操作流程

把工件辅导切割台上(单个或多个)

1.把工件的 dxf 文件调用到 切割软件中并定位

2.定义位置测量( )

3.定义坡口(边， 角度，坡口长

度，桥接尺寸，切割路径)

4.选择切割数据参数

5.把自动生成的程序发送给机器人---切割---加工

完毕

标识2条边和一个高度点

坡口位置, 坡口形状,

最简单的操作(5个步骤即得到坡口):

BIR+机用割炬简介

坡口参数化设计界面
选择坡口类型

输入尺寸
选择智能的数据库的切割参数，完毕

v工件放入切割台(一个或多个) 工件位置按照

显示器或者按照预加工打印图纸

v在显示器上按照程序句检测切割磨损件

v启动程序 – 完毕

坡口切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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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切割系统 Kjellberg(凯尔贝)精细等离

子切割机)被称为较高的切割质量，最大的经

济效益和最大的可靠性。只有用该切割系统

我们才能达到高的准确度和由我们所要求的

切割质量。

机器人控制的切割方式

方法 1：等离子切割厚度至 50 mm

在火焰切割方面气体调解为自动控制。所有3种

气体譬如加热气体，加热氧气和切割氧气是通过

线性阀门由压力传感器监测调解控制。

v气体控制全自动化

v程序化的快速预热

v自动进入切割

v优化的切割火焰

v优化参数来自于切割火焰切割数据库

v省时

v省气

v极对一流

方法 2：火焰切割厚度至300 mm

 

序在预热点点火，然后在切割完后立刻关闭：

切割喷嘴是带自动内部点火装置的。它直接由程

等离子切割                              VS                      火焰切割

v电源： HiFocus  280i / 360i / 440i

v切割坡口软件包括电源和气体控制

v材料：钢铁 / 不锈钢 / 铝制品

v自动气体控制

v从切割数据库得到最优化切割数据

v切割过程全自动化

v很高的切割速度和最佳的结果

160i / 

切割样件

智能切割系统应用实例

v用于小型工件的结构紧凑的体积

v可平台型建造

v一 个工作站

v机器人可在线性导轨上移动

v一个，二个或者多个工作站

v切割范围在防超声波保护的大房间中

v互交换切割台带自动切割废料排泄器

系统

v装载- 和卸货工件在加工房外部

v优化保护防止嘈声、幅射、烟灰、随

意进出

1-2 工作台 3-6 工作台 交替自动转换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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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切割的优点:

等离子切割的缺点:

v各种导电材料都可以加工

v特高的加工速度

v无需事先预热

v切割长度/坡口长度有限制需要对紫外线

v幅射防护屏蔽

v需要隔音保护

等离子电源160 A 280 A 360 A 440 A

最大坡口切割长度确定了所要选的电源功率

带内部自动点火的火焰(氧乙炔割炬)

最大切割坡口长度决定了所选的切割嘴尺寸

和气体大小

火焰切割的优点:

v切割长度大于等离子切割

v很小的投资

v很小的吵声

火焰切割的缺点:

v只能切割炭钢

v对很大的切割长度下需要预热

v隔音(只有在很大的功率下) 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