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测试加工服务采购需求 

包括立体存储系统加工成型、物料装配系统加工成型、柔性上下料系统加工

成型、焊接验证系统与加工成型、柔性装配系统加工成型等五部分内容的测试加

工。 

1. 立体存储系统加工成型 

功能描述 

智能仓储系统是本项目的重要部分之一，可以根据订单自动完成物料的配料和出入库管

理，还可以对产品品类、库存数量、库存总价等信息进行统计并发送企业 ERP 系统，提高了

工作效率，其是工厂内所有的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源头。 

立体存储系统加工成型主要是完成立体库的研究和验证试验部分的零件加工和部件装

配，通过有效加工方法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保证立体存储系统机械机构装配后运行平稳，

机构安全可靠。 

序号 功能需求 数量 详细描述 

1.  
立体货架加工成

型 
2 

所有材料璧厚不小于 2mm。货位尺寸 L500mm×W500mm

×H300mm；每一单元承载重量不小于 30Kg；2 排，前排

8 列，后排 8 列，5 层，共 80 个托盘位，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质处理货位数量。天轨采用 4040 方管，轨道长度为

5.8m，天地轨表面发黑处理，具有调节水平装置。立柱为

（信号白/RAL9003），隔板为（天蓝色/RAL5015）。 

2.  
三级伸缩货叉加

工成型 
2 

货叉采用三级伸缩机构分为下部平台和中间平台以及上

部平台，原始尺寸 600mm，伸出尺寸 1150mm，负载 10kg。 

主体机构采用优质标准槽钢加工，表面发黑处理。导向零

件和滑动零件采用聚氨酯材料加工，配置电机固定板；固

定件和连接板、加强筋、滑动槽等高精度零件采用优质碳

钢材料 CNC 精加工，表面发黑处理。 

3.  
立体库底座加工

成型 
2 

立体库底座主要用于安装导轨和立体货架，为了保证安装

精度和机构强度以及安装拆分便利，底座采用模块组合，

每个模块采用 40×60×2 的优质碳钢型材焊接而成保证

强度，安装位置焊接钢板采用精加工方式保证安装精度。

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4.  安装导轨 2 

安装导轨主要堆垛机行走，采用优质 15kg 轻轨两段拼接，

标准压板固定，采用优质碳钢制作钣金件件，标准碳钢型



材加工限位机构表面喷塑处理，配聚氨酯缓冲加工件。 

5.  
堆垛机载货平台

加工成型 
2 

主要用于伸缩货叉安装和平台提升使用，平台载重 10kg。

主要的机构件采用优质碳钢型材焊接而成，焊后退火处

理，使用 CNC 精加工保证加工精度。轴类零件采用 45#

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 

6.  
卷扬提升机构加

工成型 
2 

主要完成钢丝绳缠绕整齐和运行平稳。主要配件包括钢丝

绳滚筒，固定板，驱动轴等，主要的固定件采用优质碳钢

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处理。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

后调质处理，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处理。 

7.  
下横梁组件加工

成型 
2 

主要连接立柱组件和主动轮组合以及从动轮组，包括下横

梁和配套安装板。下横梁采用优质碳钢矩管

（200*100*5mm）焊接加工而成，其他配件采用碳钢钣金

加工，表面喷塑处理。 

8.  
上横梁组件加工

成型 
2 

主要连接立柱组件和主动轮组合以及固定钢丝绳滑轮，主

要包括上横梁和配套安装板。上横梁采用优质碳钢矩管

（150*100*5mm）焊接，退火后精加工安装面。钢丝绳固

定板采用焊后精加工。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

处理，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 

9.  
主动轮组件加工

成型 
2 

主要是安装在下横梁驱动堆垛机，包括电机安装固定板和

连接板、驱动轴等加工件。板类零件采用优质碳钢精加工，

表面镀镍处理。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

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 

10.  
从动轮组件加工

成型 
2 

主要是安装在下横梁完成堆垛机辅助驱动，包括固定板和

连接板、驱动轴等加工件。板类零件采优质碳钢精加工，

表面镀镍处理。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

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 

11.  
立柱组件加工成

型 
2 

主要是堆垛机的支撑梁机构，高度≥1890mm，主要包括

立柱和立柱导轨等辅助加工件。立柱采用碳钢优质矩管

（250*150*6mm）焊接与安装板焊，焊后回火，安装面采

用精加工的方式保证安装精度，表面喷塑处理。立柱导轨

采优质碳钢精加工，表面发黑处理。 

12.  
出入库对接安装

平台加工 
4 

主要是用于托盘输送机构和驱动机构安装，外形尺寸

400*500*610mm，包括上下料框架和封板、电器安装板、

托盘死挡安装板等。上下料框架采用优质碳钢方管



40*2mm 焊接加工而成，其他钣金件采用优质碳钢板折弯

加工，工件表面喷塑处理。 

13.  
出入库对接驱动

机构加工 
4 

主要是用于驱动机构和皮带安装。包括滚轮安装板、驱动

轴、从动轮轴、从动轮等加工件；板类零件采用优质碳钢

精加工，表面镀镍处理。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

质处理，表面硬度≥HB200~300 ，表面发黑；其他钣金

件采用优质碳钢板加工，工件表面喷塑处理。 

 

 

2. 物料装配系统加工成型 

功能描述 

物流配送系统是大规模定制生产工厂的重要部分之一，可以根据订单自动完成物料、工装夹

具的出入库配送，也可以完成模组工序之间的物料配送，通过模组生产工艺路线的灵活调整和可

重构，实现定制化目标。 

通过对 AGV 运动机构和设计参数的了解和分析，配合项目组完成 AGV 零件的机构分析和加

工图纸分析，通过有效的加工方法完成零部件加工和装配，保证物流配送系统机械机构装配后

运行稳定性。 

序号 功能需求 数量 详细描述 

1.  碰撞环组合加工 6 

主要是 AGV 机械防撞机构，安装 AGV 前后位置。包括

碰撞环和安装板、弹簧导轨、发号板等。精加工零件采优

质 Q235 碳钢加工。轴类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表面发黑；

钣金件采用优质 Q235 碳钢板折弯成型，工件表面喷塑处

理。 

2.  侧板组合加工 6 

侧板组合主要是用于 AGV 控制元器件以及外观保护。主

要包括前后板和侧门板、上封板、门板等。工件主要采用

优质 Q235 碳钢板折弯成型，板厚≥2mm，工件表面喷塑

处理。 

3.  
AGV 机构机架加

工 
3 

主要是 AGV 的主体机构机架，由 AGV 框架和挡块、型

材固定件等零件组合安装.主要零件采用优质碳钢 Q235

材料，AGV 框架采用型材焊接加工而成表面喷塑处理，

型材固定件采用 6061 铝合金加工而成，其余加工件采用

碳钢材料加工。 

4.  
滑动电池机构加

工 
6 

滑动电池机构主要用于电池安装和快速切换。由电池滑动

托架和电池盒组合完成焊接而成。装配后外形尺寸：

290*230*190mm。电池盒采用钢板（厚度：2mm）折弯加



工而成，电池滑动托架优质角钢焊接而成，配置轴承安装

座。 

5.  驱动组件加工 6 

驱动组件主要用于伺服电机和驱动轮的安装。由减速机固

定板、加强板、轮轴、销轴、铰链、弹簧等加工件组合安

装，安装后尺寸 400*120*80mm（长宽高），主要的固定

件采用优质碳钢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处理。轴类零件采

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表面硬度≥HB200~300 ，

表面发黑。销轴采用光轴加工。 

6.  
传感器固定机构

加工 
3 

传感器固定机构加工件主要用于循迹传感器、避障传感

器、读卡器等传感器的安装固定。主要由循迹传感器护板

和背板、调质处理支架、读卡器安装板等钣金件组成。循

迹传感器安装固定板采用 3A21 优质铝合金板折弯而成，

其余钣金件采用优质 Q235 钢板切割折弯加工而成。 

7.  
皮带线输送机构

加工 
3 

皮带线输送机构加工主要是安装在 AGV 上部，完成输送

线的组合。由皮带线框架和型材连接板、主动滚筒固定座、

主动和从动滚筒等机构组成。装配后尺寸：

800*520*180mm。皮带线框架采用 30*60 铝合合金型材组

合而成。主动和从动滚筒等主要机构件采用优质 Q235 材

料加工。 

 

3. 柔性上下料系统加工成型 

功能描述 

大规模定制化柔性生产系统离不开对物料的柔性化上下料，否则生产系统就变成无根之木。

柔性化上下料系统主要由柔性化智能设备和柔性化的工装夹具、焊接工装夹具等机构组成，通过

控制程序的灵活切换和配置，实现物料的柔性化上下料，完成定制化生产。 

柔性上下料系统加工成型主要是配合完成管类零件自动上下料，托盘自动输送和定位，机器

人自动抓取和定位，工装夹具自动定位和自动旋转定位，完成焊接前段加工和部分焊接工件定位。

通过对机械机构和加工图纸分析，选择有效的加工方法完成零部件加工和装配，保证机械机构

后运行稳定性精度和稳定性。 

序号 功能需求 数量 详细描述 

1.  
高精度移动导轨

安装座定位 
1 

主要完成移动机构的定位和安装，设备由安装固定板和定

位固定件、缓冲固定件等加工件，装配后安装定位牢固。

所有材料采用优质碳钢加工而成。 



2.  
汽车模型装配机

构加工 
1 

采用汽车模型装配方式实现零件安装固定，主要包括摆放

平台和定位夹爪、气缸连接板、定位底板、模型装配平台

等组成。 

模型装配平台：采用型材框架机构，平台表面配置台面型

材方便零件固定。其余加工件采用优质铝合金采用加工而

成。 

3.  夹具放置加工 3 

主要与机器人抓取夹具配合完成零件放置定位加工。完成

焊接零件的自动和夹具。主要包括夹具底板和零件定位

块，导向柱、定位夹指等。零件采用碳钢板精加工，钣金

件采用碳钢板折弯成型。 

4.  机器人夹具加工 5 

机器人夹具主要用于管类零件配件和焊接件抓取，加工主

件要要包括过渡安装板和连接件、气缸安装板、夹爪等加

工机构件组成。夹具采用优质碳钢材料精加工而成，表面

防锈处理。 

5.  
中型提升机机架

加工 
1 

中型提升机机架包括主体机架和各种固定件。主要由焊接

机架和封板、导轨安装固定件等加工件装配而成，装配后

外形尺寸（长*宽*高）1600*1400*1300mm。 

焊接机架：主要采用优质碳钢矩形钢管（材料≥40mm，

厚度≥2mm）焊接加工，安装面采用铣床精加工保证平面

度≤0.5mm，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封板：采用 1.5mm 的优质碳钢板激光切割下料，数控折

弯成型，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导轨安装固定件采用优质碳钢材料 Q235 数控加工，表面

采用化学镀镍处理。 

6.  
中型提升机输送

机构加工 
1 

中型提升机输送机构包括输送升降架构件和电机安装板、

驱动轴、铝合金支撑滚筒等加工件组合装配完成。装配后

尺寸（长宽高）：1500*1260*490mm，主要用于托盘输送。 

输送升降架构件采用主要采用优质碳钢矩形钢管（材料≥

40mm，厚度≥5mm）焊接加工，安装面采用铣床精加工

保证平面度≤0.5mm，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驱动轴采用≥20mm 的圆钢数控精加工而成，表面镀化学

镍。 

铝合金支撑滚筒：采用铝合金棒料≥60mm 数控精加工而

成，表面本色阳极氧化处理。 

其余精加工采用优质 Q235 碳钢材料数控精加工，表面镀



化学镍。 

7.  
中型提升机定位

机构加工 
1 

中型提升机定位机构主要包括定位机构固定板和定位板、

传感器安装板等加工，加工件装配后定位精度≤1mm。主

要用于托盘等位。所有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钢板加工，

表面镀化学镍。 

8.  
自动对接料架机

架加工 
3 

主要是输送对接机构的主体机架和连接部件。主体机架采

用优质钢结构型材焊接加工，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刚性，

机架的承载力大于等于 20kg。其他零件板采用优质碳钢

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 

9.  
自动对接料架输

送机构加工 
3 

输送机构主要包括驱动电机固定板和传动机构连接板、驱

动轴、从动轮、从动轴、支撑板等加工件组成，保证该机

构负载≥20kg，保证输送速度在 20m/min 运行时噪音小于

75 分呗。所有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钢板加工，表面镀

化学镍。 

10.  
自动对接料架定

位检测机构加工 
3 

主要用于安置托盘检测传感器，保证托盘定位精度。包括

传感器安装固定件和定位件、定位安装板、阻挡件等加工

件。装配完成后定位检测机构保证托盘定位精度≤1mm，

承受冲击力≥200N.所有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钢板加

工，表面镀化学镍。 

11.  
旋转输送线平台

机架加工 
1 

主要用于平台机架的主体机构，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刚

性，机架的承载力 300kg。平台主体机构采用优质碳钢型

材焊接加工，安装面采用铣床精加工保证平面度 2mm，

表面采用喷塑处理。其他零件板采用优质碳钢精加工，表

面镀化学镍。 

12.  

旋转输送线平台

旋转驱动机构加

工 

1 

平台旋转驱动机构主要包括驱动固定板和旋转连接板、轴

承固定件、旋转轴、支撑板等加工件组成，保证该机构负

载 150kg，旋转运行平稳。所有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

钢板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 

13.  
旋转输送线平台

定位夹具加工 
1 

平台定位夹具主要包括零件仿形夹指和夹具固定板、传感

器固定件等加工件。与动力原件组合装配后夹紧力 100N，

定位精度 0.5mm。所有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钢板精加

工，表面镀化学镍。 

14.  
中型自动装配平

台机架加工 
1 

主要用于管类零件的自动装配平台，设备包括平台机架和

装配固定板、调节定位块、零件定位块等加工件。装配完

成后保证平台承载≥10kg。平台主体机构采用优质碳钢矩



形钢管（材料≥40mm，厚度≥2mm）焊接加工，安装面

采用铣床精加工保证平面度≤0.5mm，表面采用喷塑处

理。其他零件板采用优质碳钢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 

15.  
零件定位机构加

工 
2 

主要配合机器人自动上下料完成管类零件自动定位。设备

包括安装底板和零件定位件、辅助定位件、传感器固定件

等。装配后定位精度≤0.2mm；加工件采用碳钢板加工，

钣金件采用优质碳钢厚度≥1.5mm，激光切割下料，数控

折弯成型，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16.  
机器人安装底座

加工 
3 

主要采用国标碳钢型材（≥方管 160mm×8mm）与 16mm

钢板焊接而成，表面黑色防锈漆。底座称重≥200kg。 

17.  
移载机器人固定

机架加工 
1 

主要是移栽机器人整体机架主要是用于支撑移栽机器人。

固定机架承载力 30kg，表面平面度 2mm。固定机架采用

碳钢板焊机后加工而成，钣金件采用优质碳钢厚度

1.5mm，激光切割下料，数控折弯成型，表面采用喷塑处

理。 

18.  
X 轴移动机构加

工 
1 

主要是管类零件加工定位和水平移动，包括夹具固定板和

滑块固定机构、零件定位件、定位气缸固定件等加工件组

成，验证机构水平移动精度≤0.2mm.保证管类零件加工定

位要求。 

19.  Z轴移动机构加工 1 

主要是管类零件加工定位和垂直移动，包括夹具固定板和

滑块固定机构、零件定位件、定位气缸固定件等加工件组

成，验证机构垂直移动精度 0.2mm.保证管类零件加工定

位要求。 

20.  
旋转夹具机构加

工 
1 

主要是验证夹具装配和焊接过程中对于零件位置的变化

要求，零件夹具可实现自动旋转，该机构的加工件主要包

括旋转机座和旋转固定板、夹具固定件、驱动轴等。主要

的固定件采用优质碳钢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处理。轴类

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表面硬度≥

HB200~300 ，表面发黑，销轴采用光轴加工。 

21.  输送线机架加工 4 

输送线机架是输送线的机架主体包括横梁和支腿、连接件

等安装加工件。机架是两层机构，外形尺寸（长宽高）≥

1200*2000*1100mm。 

主要支腿采用优质碳钢型采用弧焊焊接而成，焊后加工安

装平面和孔，保证装配后精度≤3mm，表面喷塑处理。横

梁采用碳钢型材加工用于安装输送滚筒。其余加工件采用



碳钢板加工。所有零件表面喷塑处理。 

22.  
输送线输送机构

加工 
4 

输送线输送机构主要包括驱动链条防护板和驱动电机固

定板、电机保护罩、输送挡边等机构。安装板类零件采用

优质碳钢材料加工而成，表面喷塑处理。保护板和防护板

类钣金件采用 1.5mm 的优质碳钢板激光切割下料，数控

折弯成型，表面采用喷塑处理。 

23.  安全围栏加工 4 

主要由于设备安全防护，主要由安全围栏和安全门组成：

安全围栏采用多片安全围栏组成，安全围栏由 40 铝合金

型材外框和钢丝网组成，单片尺寸（宽*高）1000*1800mm，

共 13m 

 

4. 焊接验证系统与加工成型 

功能描述 

大模块定制化项目实施的路线是先搭建性化定制生产的研究试验系统，通过核心技术的研究

分析和试验，在掌握项目核心技术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工厂已大量应用的生产工艺进行验

证，以实现大规模定制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广。 

主要是验证管类零件集中供料装置机构，托盘升降和环输送机构，焊接夹具和高精度定位机

构。通过对机械机构和加工图纸分析，选择有效的加工方法完成零部件加工和装配，保证机械机

构后运行稳定性精度和稳定性。 

序号 功能需求 数量 详细描述 

1.  
仿形焊接治具加

工 
5 

主要用于验证管类和板类零件组合焊接时，保证零件仿形

定位精度和夹紧力、重复使用精度，与机器人夹具配合完

成零件的自动定位和夹具，保证零件焊后变形量。主要配

件包括治具安装固定板和销钉定位孔、气缸固定件、夹紧

零件、定位销等加工件。关键加工件采用 SKD11 材料，

表面硬度 HRC55-60，表面镀化学镍处理。普通加工件采

用 Q235 材料精加工而成，表面镀化学镍。 

2.  
供料装置机构加

工 
6 

供料装置机构加工主要完成管类零件的储存和分料以及

零件定位。主要加工件包括料仓机架和三段升降阶梯机

构、滚轮支架接料机构、零件定位机构。主要验证自动化

系统的各种管类零件集中上料。料仓机架用于为供料装置

机构的储料和分料的安装，配置钢管滑道。主要采用优质

碳钢矩管和滑道钢板焊接加工而成，其他加工件采用优质

碳钢板加工，工件表面喷塑处理。三段升降阶梯机构采用

顶升分料方式，加工件采用优质碳钢板加工，工件表面喷



塑处理。滚轮支架接料机构采用尼龙滚筒保护零件表面不

划算。零件定位机构采用平移推动方式，加工件采用优质

碳钢板加工，工件表面喷塑处理。 

3.  
高精度定位机构

加工 
5 

主要用于焊接治具的高精度定位和旋转，同是保证治具的

快速装夹和定位，保证夹具定位精度≤0.2mm，承载≥

100kg。主体机架采用优质碳钢板焊接而成，焊后退火处

理消除焊接应力，使用 CNC 精加工保证安装精度。轴类

零件采用 45#钢精加工后调质处理，表面硬度≥

HB200~300 ，表面发黑，其他加工件采用 Q235 优质碳

钢板精加工，表面镀化学镍。 

4.  
双层输送线机架

加工 
1 

双层输送线机架×1 套 

完成托盘治具输送、定位，托盘的输送和循环由上、下双

层输送线完成；上层完成托盘的输送、定位、上料等；下

层输送线体边框采用碳钢型材焊接机构、滚筒采用不锈钢

复合滚筒，固定块为 45#钢、表面镀镍防锈；线体框

长:2200mm 宽 1250mm，滚面长 1150、滚径 50。 

托盘治具组件×4 套 

主要是用于管类加工零件的定位和放置，通过输送线完成

自动输送和定位。托盘治具组件主板采用板料 CNC 精加

工，外框体采用型材骨架加强，主板上方安装定位销和零

件定位块，保证零件定位精度≤0.2mm，托盘承载≥10kg。 

5.  
提升机升降机构

加工 
2 

提升机升降机构加工主要是用于托盘输送线升降完成上

下两层输入和输出。主要是验证管类焊接零件在机器人自

动抓取过程中的批量上料问题。主要包括 Z 轴升降固定机

架和动力安装固定件、升降移动板等加工零件，保证零件

步进升降。定位经度≤1mm。 

 

5. 柔性装配系统加工成型 

功能描述 

将生产加工完成的半成品进行装配组合才能构建成完整的零部件。如何对柔性化定制化的半

成品进行装配，则必须配置柔性化装配系统，通过切换配置可重构控制程序，选择、调质处理和

重构柔性化智能设备和快换工装夹具，完成半成品的柔性化装配。 

主要是对盘类零件的自动上下料系统的柔性机构的研究和验证，通过保证零件装配夹具快换

机构和机器人快换夹具以及各种辅助机构研究和分析，选择有效的加工方法完成零部件加工和装

配，保证机械机构后运行稳定性精度和稳定性。 



序号 功能需求 数量 详细描述 

1.  
零件装配夹具快

换定位机构加工 
4 

定位机构包括定位零件，支撑零件，辅助零件；定位零件采

用 POM 材料，耐磨损，防止零件刮伤，支撑零件，辅助零

件材料为 Q235-A，表面镀镍防锈。 

2.  

零件装配夹具快

换运动机构件加

工 

2 
运动机构包括固定零件，运动零件；固定零件用 Q235-A 加

工，表面镀镍；运动零件用 45 号钢加工后调质，镀镍。 

3.  
平台安装底座加

工 
2 

底座 1 包括 Q235 机加工的上下安装板，方钢管焊接加工的

平台，加工完成后整体焊接，表面喷塑； 

座 2 包括结构方钢管与 Q235-A 钢板焊接加工，零件表面喷

塑。 

4.  
托盘输送机构加

工 
4 

输送机构包括平台，定位零件；平台采用方钢管焊接加工，

表面喷塑，安装板采用 Q235-A，表面镀镍，定位零件材料

用 SUJ-2，表面镀硬铬。 

5.  
机器人快换夹具

放置平台加工 
2 

放置平台包括支撑零件，放置块，定位零件；支撑零件采用

方钢管与 Q235-A 焊接，表面喷塑防锈；放置块用 Q235-A

加工，表面镀镍；定位零件采用 Cr12，淬火处理，提高硬度，

表面镀镍。 

6.  
机器人快换夹具

加工 
4 

快换夹具包括与快换盘连接的连接件，主连接杆，辅助零件

组成；连接件采用 6061 铝合金，重量轻，外观美观，表面

喷砂本色阳极氧化；主连接采用方钢管，方钢管为常用机构

件，表面喷塑，防锈；辅助零件为 Q235-A，表面镀镍防锈。 

 


	附件二：测试加工服务采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