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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国内中小企业对于汽车轮毂的喷涂都采用手工喷涂，这极大影响工人的身体健 

康，且 自动化程度较低。设计 了一种可对轮毂进行连续 自动喷涂的简单喷涂系统。采用了链 

传动、滚轮滑轨等机械结构，使用 3把喷枪对轮毂上表面及侧面分别同时进行喷涂：以PLC为 

控制核心，采用编码器及光幕传感器对轮毂运输线速度及轮毂情况进行智能检测，实现对喷枪 

喷涂动作自动控制。系统可对不同尺寸的轮毂进行连续 自动的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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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ar W heels Spray System 

WU Yueqin．WANG Huife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Now the job of automotive wheel spraying is done manually in lots of domestic SMEs，which greatly affects the health of 

workers and also shows a low degree of automation．The paper designs an automatic spray system that can spray the wheels of dif- 

ferent size continuously．Three spray guns with sprocket chain and roller slide rail are used to spray the upper and side surface of 

wheel simultaneously．The contml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PLC，encodem and light curtain are used to detect the speed of wheel 

transport line and wheel condition intellig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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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喷涂是指将颜料或者涂料作用于工件表面的过程，直 

接影响产品的外观、防腐、防锈等性能．在许多领域都广泛 

应用。静电喷涂将工件和喷枪分别作为阳极和阴极 ，阳极 

接地，喷枪上加负电压后。涂料粉末会在喷枪和工件间静 

电场的作用下附着到工件表面_1]，未附着到工件上的喷 

粉则会通过回收系统被收集循环使用。 

我国国内目前对汽车轮毂的喷涂方法包括采用喷涂 

机器人、往复式喷涂机等喷涂设备喷涂，以及使用多喷枪 

定点喷涂、人工喷涂等多种方式。采用机器人进行喷涂虽 

然可以满足各种喷涂要求．但成本过高，且要求企业有与 

之相应的设备及管理l2 ；目前的往复式喷涂机也只能在 

竖直方向上大面积的喷涂，容易浪费喷涂材料，也需要轮 

毂运输线断续运输。因而，许多国内中小企业在对轮毂喷 

涂时仍采用手工喷涂的方式，这不仅极大影响工人的身体 

健康．也会因工人操作熟练度及工作状态而影响喷涂品质 

和喷涂生产的自动化需求。 

现从轮毂实际喷涂过程出发，综合运用工业机械技 

术、计算机技术 、传感器技术、机电一体化等技术 ，设计了 

可对轮毂运输线速度 、轮毂尺寸进行 自动检测 ，并能够在 

轮毂运输线连续运输的情况下对不同尺寸轮毂进行 自动 

喷涂的系统．对系统机械结构及其控制部分进行 了详细 

介绍。 

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毂喷涂车间内一般有一条轮毂运输线以及一个至两 

个喷涂区域。运输线上每隔一段距离会有一根圆柱形支 

撑柱 ，支撑柱上端有一圆形小托盘，轮毂置于托盘之上。 

轮毂在轮毂运输线上以一定的速度连续前进 ．经过喷涂区 

域时 。轮毂同时开始 自传 ，工人手持喷枪对轮毂上表面及 

侧面进行喷涂操作。对上表面喷涂时先使喷枪枪 口垂直 

向下 ，使轮毂上表面基本覆盖一层喷粉，然后使枪 口倾斜， 

对上表面的沟槽重点喷涂：对轮毂侧面的喷涂时．喷枪枪 

口垂直于轮毂侧面，进行一下一上的喷涂动作。整个喷涂 

过程都伴随着轮毂的自转。 

根据轮毂实际人工喷涂的过程，在设计 自动喷涂系统 

时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 ： 

1)由于轮毂喷粉房内粉尘极多，因此需要特别考虑 

系统的防尘性能 ： 

2)要保证好准确的喷涂动作 、喷涂时间及合理的喷 

枪位置，以保证喷粉的厚度及均匀性； 

3)系统要能够检测运输线托盘上有无轮毂，当有轮 

毂时则需检测轮毂的尺寸、位置，以及运输线的速度。 

本设计考虑使用 3把喷枪同时对轮毂进行喷涂。轮 

毂上表面安排 2把喷枪 ，侧面安排 1把喷枪。上表面的 2 

把喷枪 ，喷枪 l枪口垂直向下，沿轮毂半径中点稍向外；喷 

枪 2枪口倾斜。沿轮毂半径中点稍 向内，保证即能喷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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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和沟槽，又能使轮毂上表面的喷涂尽量均匀。3把喷 

枪同时做水平方向的往复运动，即随运输线的前进以及喷 

涂完毕后的复位，喷枪 1及喷枪 2在前进时同时完成轮毂 

上表面的喷涂。喷枪 3在垂直方向上还需沿轮毂侧面做 

垂直方向的往复喷涂运动。喷枪位置及喷涂动作如图 1 

所示 。 

水平往复运动 

图1 喷枪动作及喷枪位置示意图 

动 

设计该智能喷涂生产系统时将系统分为机械结构以 

及控制两部分。机械结构系统主要用来带动喷枪完成规 

定的喷涂动作，控制系统则用来检测各种需求参数，并完 

成对机械系统及喷枪的控制。 

2 系统机械结构设计 

机械结构部分主要包括传动机构、导轨与滑块机构、 

喷枪固定支架及步进电机部分，其中传动结构分为水平方 

向传动机构和垂直方向传动机构两部分。整个垂直传动 

和导轨机构都安装在水平导轨机构的滑块上，使得喷枪 3 

能够同时完成水平随动及垂直喷涂的动作。系统的机械 

结构图如图2所示 

9 

图2 系统机械结构示意图 

2．1 传动机构设计 

系统的传动机构采用的是适合于恶劣环境的链轮链 

条机构_3 J。将带有喷枪安装 支架的滑块 固定于链条之 

上，再通过导轨来为滑块及喷枪的直线运动定位，当链轮 

带动链条转动时便可实现喷枪的直线运动。通过控制电 

机控制链轮的正反转可以控制喷枪的往复运动，控制电机 

转动的时间和速度则可以控制喷枪的行程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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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的链传动机构在布置时使两链轮轴线在同 
一 水平面上，链条紧边在上；垂直方向的链传动机构主动 

轮在上，上下两轮错开轴线，不在同一铅垂面内，防止位于 

下方的从动轮啮合不 良。 

2．2 导轨的设计 

设计中采用的导轨副为滚轮滑轨．这种导轨副滚轮内的 

轴承有良好的密封性，且与导轨不直接接触，同时滚轮在导 

轨面上高速运行，形成类似“刮擦”的运动，可以很好的保证 

导轨面的清洁，因而非常适合于粉尘多的恶劣环境。将滚轮 

滑轨分别应用于水平链传动和垂直链传动两处。导轨固定 

于机架之上，滑块与链条相连。链条在电机和链轮的带动下 

作往复直线运动，从而带动滑块在导轨面上运动 

水平方向的导轨副。其滑块需承受整个垂直传动部分 

的质量，因而设计比较大；导轨也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侧导 

轨主要承重为喷枪安装支架及两把喷枪的质量，下侧导轨 

承重则重得多，承担整个垂直方向上的质量，包括垂直传 

动链、垂直导轨、垂直喷枪以及垂直方向上控制电机的质 

量。所以下侧导轨选择两根。 

垂直方向上导轨副载荷较轻．为 1把喷枪与喷枪安装 

支架的质量，选择 1根适合轻载场合的滚轮滑轨及配套 

滑块 

3 系统控制电路的设计 

系统以西门子 S7—200系列 PLC作为控制部分的核 

心，采用旋转编码器检测轮毂运输线的速度，采用普通对 

射型光电传感器检测喷枪的复位状态，采用光幕传感器检 

测轮毂情况。喷枪的喷涂，由 PLC通过控制喷枪静电发 

生器达到。喷枪的喷涂及复位动作．则由 PLC通过分别 

控制水平及垂直方 向的步进电机来实现『4]。此外，系统 

还设计有启停和急停两个控制按钮．以及分别表示电源、 

运行及故障 3种系统状态的红黄绿 3个指示灯．以控制和 

监测 PLC的工作运行状态。系统 的控制电路如图 3所 

示。下面着重对轮毂的检测作详细说明。 

光幕 

光电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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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系统控制电路图 

对轮毂的检测应当包括轮毂运输线托盘上有无轮毂 、 

轮毂的位置、轮毂尺寸这三方面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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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幕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布置于轮毂运输线两侧．发射 

器在一侧发出一排等间距红外信号．当轮毂进入光幕检测范 

围时，会部分遮住发射器的红外信号，接收器无法收到信号， 

系统便可可认为轮毂托盘上有轮毂_5]。另外为消除轮毂支 

撑柱的影响，需对接收器采用短时间的延时处理。 

轮毂的位置为轮毂中心位置至喷涂位置的距离 ．事 

先设定好光幕至喷涂位置的距离为 L 。当光幕在固定位 

置检测到轮毂 ，加上轮毂半径值 D／2，便可确定轮毂位置 

L为L +D／2。再通过编码器检测到的轮毂运输线的速度 

，便可知道轮毂中心位置到达喷涂位置的时间．从而控制 

喷枪在正确的时间开始喷涂。使用光幕检测轮毂直径 D， 

由 PLC记录轮毂通过光幕时接收器信号被隔断的时间 t． 

再乘以轮毂运输线速度 便可得到。图 4为光幕检测轮 

毂位置的示意图 

卜———一 ￡ ————_1 

图4 光幕检测轮毂位置示意图 

由于光幕发出的是一排等间距的信号，轮毂通过光幕 

时，记录垂直方向上信号被遮挡的宽度即可得到轮毂的宽 

度 W PLC根据轮毂的宽度控制垂直方向上的喷枪喷涂 

的行程。水平方向上由于已经安排有 2把喷枪 ，喷幅足够 

喷涂直径最大的轮毂，因此喷枪在水平方向上的行程仅由 

喷涂时间及轮毂运输线速度决定。 

4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对轮毂喷涂的控制主要包括检测、喷涂及运动控 

制以及复位这 3部分。 

系统启动，光电传感器对轮毂进行初始位置检测，若 

喷枪不在初始位置，则对喷枪进行复位动作 ；然后增量型 

旋转编码器 测得轮毂运输线 的速 度 ，并将信号传 给 

PLC；随后光幕开始检测轮毂运输线的托盘上有无轮毂 ， 

当检测到轮毂时，光幕同时对轮毂的直径和高度进行检 

测：PLC通过计算 已知轮毂位置 和轮毂运输线的速度 

．得出轮毂到达喷涂位置所需的时间，并对喷枪开始喷涂 

的时间作延时处理。 

喷涂的过程分为对轮毂上表面的水平喷涂，以及对轮 

毂侧面的垂直喷涂。水平喷涂时，喷枪 1及喷枪 2随轮毂 

运输线同速前进，并开始进行固定时间的喷涂。垂直喷涂 

时。喷枪 3先对轮毂侧面进行从上往下然后再从下往上一 

个来回的喷涂。根据光幕检测到的轮毂宽度的不同，垂直 

往返喷涂的行程也会不同。喷枪 3在垂直喷涂的时候同 

样也随运输线作水平运动。 
一 个轮毂喷涂完成后 ，系统对 3把喷枪在水平方向上 

进行复位。当位于喷枪初始喷涂位置的光电传感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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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喷枪时，则说明喷枪复位过程结束。喷枪则开始对下一 

个轮毂进行喷涂。图 5为系统软件流程图。 

5 结语 

图5 系统软件流程图 

文中针对轮毂喷涂设计 了一种简单实用的自动喷涂 

系统，详细介绍了机械及控制部分的关键技术，通过程序 

实验调试验证了控制程序的可行性。该自动喷涂系统可 

替代工人手工喷涂，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 ，有效提高企 

业轮毂喷涂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对其他中小企业改进喷涂 

生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存在两点不足之处： 

1)轮毂喷涂的涂层厚度、均匀性等对轮毂的喷涂品 

质有着很大的影响，文中未做深入讨论。对喷涂工艺深入 

了解后．可进一步提升轮毂的喷涂品质和效率； 

2)控制系统设计相对简单 ，对轮毂上表面的喷涂采 

用的是喷枪相对轮毂中心保持同步，但不随直径变化的喷 

涂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浪费喷涂材料。后续工作可对控 

制过程进一步优化，设计出更加简单而又完善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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