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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拓展，其在

人类的生活和行业生产中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智能机

器人的出现很大程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生

产总值，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经济效益和价值。奶茶作为

当前年轻人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型饮料，伴随各种

奶茶品牌和营销模式的崛起，传统奶茶店已然到达了

发展瓶颈，奶茶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消费

奶茶的模式，具有创新性。本文将以一种基于 Arduino 
UNO 核心板的奶茶智能机器人为例，介绍智能奶茶机

器人的现状、优势与发展前景。

1    国内外智能奶茶机器人现状

国内外着重于开发研究工业机器人等，在奶茶机器

人方面研究略少，目前我国只有屈指可数的餐饮店采

用智能机器人技术，而机器人奶茶店相比之下则更为

罕见。传统奶茶店层出不穷，但运营模式单一，创新

程度低，而且传统奶茶店频繁出现食品安全

卫生问题，致使该行业仍面临较多瓶颈问题。

将智能机器人融入奶茶行业为传统奶茶店提

供了新思路，是实现茶饮行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的一大举措。

2    一种基于 Arduino UNO 核心板的奶茶智

能机器人

2.1    产品概况

该智能机器人主要使用 Arduino UNO 核

心板，采用继电器模块，控制食品级隔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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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抽水，由大转矩防水舵机组成四自由度机械臂，自制

旋转掉杯器，掉落位置精准，制作过程中与机械臂配

合完美。采用蓝牙模块，设备可通过手机蓝牙连接控制，

电路板制作全程手工焊接，设备骨架制作全程手工切割

手工粘贴，导线防水措施完善，使用过程中无明显故障，

设备正常运作可在 30s 内制作一杯 500mL 的奶茶，附

带 3D 打印自制传送带模块，传送带采用直流电机带动

滚筒，传送带运动方向与速度可调，机械臂制作完奶

茶后由传送带送出。产品总体图如图 1 所示。

2.2    机器人技术原理

机器人主要由继电器控制水泵模块、继电器控制传

送带模块、蓝牙模块、四自由度机械臂模块控制：

（1）继电器控制水泵模块：运用 8 路继电器 1 ～ 6
路接水泵及 12V 电源，由 Arduino UNO 核心板控制各

路继电器运作，I/O 口输出高继电器控制电源与水泵导

通水泵工作，输出低，通过控制导通时间控制出水量；

（2）继电器控制传送带模块：运用 8 路继电器第 7
路连接传送带直流电机与 24V 电源，由 Arduino UNO

图 1    奶茶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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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板控制继电器运作，I/O 口输出高继电器控制电源

与直流电机导通传送带开始工作，通过控制传送带运

行时间和运行速度来改变位移量；

（3）蓝牙模块：运用 HC-05 蓝牙模块，采用硬串

口连接的方式，手机使用串口蓝牙连接软件连接设备，

用软件发送指令；

（4）四自由度机械臂模块：用两个 270℃ 20kg 转

矩舵机一个 180℃ 12kg 转矩舵机以及一个 270℃ 40kg
转矩舵机组成四自由度的机械臂，外接 6V 电源单独为

舵机供电，由 Arduino UNO 核心板控制舵机旋转角度

与旋转速度。产品细节图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2.3    水平传送带技术原理

主要通过两个滚筒、输送带和电机构成，一个滚筒

为主动轮，配合电机传递动力，一个滚筒辅助拉紧。主

动轮在电机的作用下旋转，传动带紧套在带轮上，使带

与带轮的接触面上产生正压力，当主动轮转动时，带

与轮接触面间产生摩擦力，作用于带上的摩擦力方向

和主动轮圆周速度方向相同，驱使带运动。在从动轮上，

带作用于轮上的摩擦力的方向与带的运动方向相同，靠

此摩擦力使从动轮转动，从而实现主动轮到从动轮间

的运动和动力的传递。考虑传送带量和物体质量，总

载重约为 2kg，要求传动速度达到大约 10m/min，驱动

轮转速 ，载重摩擦力计算为：

f=M×g×u

式中：u—摩擦系数，PVC 材料取值约为 0.5。
计算可得摩擦力 f=9.8N，摩擦力充当牵引力，驱

动转矩：

T=f×r=0.098Nm
考虑传动效率为 0.8，电机要求功率为：

即需要转速可达到 160r/min 且功率大于 2W 的电

机即可，因此采用了 24V 183r/min 的直流减速电机。

水平传送带如图 4 所示。

2.4    自动旋转出杯器技术原理

采用 3D 建模打印方式制作，使用 12V 直流电源和

12V 40r/min 的直流减速电机，运用 Arduino UNO 进行

控制，当单片机收到出杯信号后，控制继电器通路，电

机开始运作，通过电机带动 1 个大齿轮，再由大齿轮带

动 4 个小齿轮，使小齿轮上的螺旋状旋片旋转，使上下

两杯之间的距离扩大，杯与杯间的摩擦减小，下方杯

子受重力影响做自由落体，从而达到自行出杯的效果，

运行一周即掉落一个杯子。自动旋转出杯器如图 5所示。

3    智能机器人融合奶茶行业的优势

将中国传统奶茶店与智能机器人结合，紧跟时代，

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设计奶茶制作机器人，可使机图 3    四自由度机械臂模块

图 2    外接 6V 电源 图 4    水平传送带

P= 0.098×160
9550×0.8 =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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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精确地将茶与奶的味道完美融合，让顾客有更好的

味觉体验。机器人与奶茶行业的融合相比与传统奶茶

行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机器人机械化运作，饮品制作速度快，为顾

客高峰期购买带来极大便利，让顾客等待取餐的时间

大大缩减，相比于人工，不但工作效率高还不会偷懒。

同时机器人每天按时消毒，面对疫情防控时，抗风险

能力较大。

（2）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还能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解决人力成本高的问题。现在很多餐饮企业面临人员

流失过大的问题，在疫情等状况突发时更是如此，但

将机器人融合奶茶行业，与传统奶茶店相比降低了至

少 80% 的员工成本。

（3）机器人独立完成饮品的制作，店铺研发的茶饮

配方得到了保密，出品稳定、下料精准，极大地减少

物料损耗，确保每次出品的奶茶质量相对一致，不受

人工制作水平参差性的影响，假如顾客激增，也不会

出现奶茶制作失误的情况。

（4）无论有多少个门店，多少个机器人，都是联

图 5    自动旋转出杯器

网运行的，订单及销售情况可以在系统后台统一查

看，方便商家统一管理，而且机器人奶茶店可以 24 小

时营业，为顾客及时提供服务，提高人们的消费生活 
质量。

4    智能奶茶机器人的发展前景

时下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的重要节点，奶茶的消费

群体也逐渐趋向年轻化，茶饮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且餐

饮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将智

能机器人融入奶茶行业让该行业的发展具有更多可能，

支持科技与艺术创造，让科技奶茶真正成为一种风格，

融入人们的生活，提升顾客的生活消费质量。机器人与

奶茶店的有机结合为餐饮行业开拓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未来机器人奶茶店一定是一个朝阳行业。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在不断进步，经过疫情，机器人获得了

广泛关注，在未来机器人营业会成为一种趋势，智能机

器人与奶茶行业的有机结合开创了茶饮店的光明前景。

5    结语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智能

机器人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便捷，将其与奶茶行业的

有机结合将会是未来奶茶店的一种突破性的经营模式，

该举措能起到促进奶茶行业消费转型升级、提升人们

的消费生活水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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