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60072.5

(22)申请日 2016.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146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3.22

(73)专利权人 洛阳圣瑞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河北

路与新华东路西北角

(72)发明人 张卫　黄哲轩　张庆华　禹青　

(74)专利代理机构 洛阳市凯旋专利事务所 

41112

代理人 陆君

(51)Int.Cl.

B25J 5/00(2006.01)

B62D 57/024(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60-35676 A,1985.02.23,全文.

CN 206663223 U,2017.11.24,权利要求1.

CN 105690401 A,2016.06.22,

CN 104228998 A,2014.12.24,

JP 2-68275 A,1990.03.07,全文.

CN 102672704 A,2012.09.19,全文.

CN 205769681 U,2016.12.07,全文.

审查员 薛超志

 

(54)发明名称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公开的一

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包括两个相互

独立的车体模块和四组结构相同的轮式永磁吸

附单元，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分为结构相同

的左车体模块和右车体模块，二者连接平面为中

心呈对称布置，其中左车体模块由左车箱体内的

左车箱体驱动电机通过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左

车箱体减速器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连接，左车箱

体前输出轴通过左车箱体同步带、左车箱体同步

带轮、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连接构成。本发明能

够在各类导磁面上通过非连续作业区域或狭窄

运输空间开展除锈、喷漆、检测等相应极限作业。

同时具备防尘防水功能，并且能够快速拆解、运

输与对接，其移动转弯操控简便，机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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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其特征是：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和四

组结构相同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所述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分为左车体模块和右车体

模块，二者结构相同，且外形与内部结构均以二者连接平面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其中左车体

模块由左车箱体内的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通过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左车箱体减速器

（101）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连接，左车箱体前输出轴通过左车箱体同步带（106）、左车箱体

同步带轮（109）、（111）、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104）连接构成；

所述左车箱体由左车箱体上盖板、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内

侧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102）、左车箱体后

端尾部把手（107）、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

撑件、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固定支座、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左前端盖、左后

端盖、定位块阴（110）、定位块阳（119）构成；

所述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

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和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分别布置在左车箱体

四周，形成一个整体封闭式结构；所述左车箱体上盖板和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经螺钉固定安

装在左车箱体上端面和内侧端面上；左车箱体上盖板右下角位置竖直排列有四个大小不同

的防水防爆插头孔，用于车体整体密封式走线和机械与电气的相隔离；

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撑件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

内部，构成一种笼形结构，将驱动电机（103）和减速器（101）放置于笼形结构内部，不仅能稳

定的支撑电机和减速器还能提高车体抗拉抗压强度，

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盘内部侧面凸出部位，左

车箱体电机驱动器经螺钉固定安装于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上，左车箱体减速

器固定支座上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上，底端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部盖

板上，用来实现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与定位，所述左前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与左

车箱体侧盖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左后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与左车箱体侧盖板相接

触的外侧位置；

所述左车箱体的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跟输出轴相接触部位为动静双密封，用于实现左

车箱体内部与左车箱体外部环境隔离开；即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和侧盖板接触

的上端面与侧端面均开设矩形密封沟槽，在其与左前端盖与左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

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侧盖板、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的连接，通过密

封沟槽内布置的O形圈实现车体的整体静密封；在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跟左前端盖相接触位

置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跟左后端盖相接触位置均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

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达到整个车体全封闭式的密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其特征是：所述左车箱体

后端尾部把手（107）与左车箱体前端把手上侧面位置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孔，右车箱体后

端尾部把手（107）与右车箱体前端把手上侧面位置也同样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孔，用于左

右两车箱体模块拼接在一起，位于左右车箱体前端把手和后端尾部把手（107）上的通孔对

正对齐，螺栓穿过该通孔跟螺母配合，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便捷拼接；在左车箱体底部盖

板与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固定有定位块阴（110），在右车箱体

底部盖板与右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有定位块阳（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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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定位块阳（119）为一带凸起结构，定位块阴（110）为一带凹陷结构，在定位块阳（119）和

定位块阴（110）上分布有三组竖直分布的螺纹孔，用于定位块阳（119）凸起部分跟定位块阴

（110）凹陷部分配合在一起，使左右车箱体对正组装在一起，再经螺钉将定位块阳（119）与

定位块阴（110）拧紧固定在一起；穿过把手侧面通孔的螺栓与螺母以及定位块阳（119）与定

位块阴（110）结合连接，用于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拼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其特征是：所述左车箱体

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固定在一起后，竖直布置在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和左

车箱体减速器支撑件（105）搭建构成的笼形结构内部；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支座（108）为一

“凸”字形形状，其上端经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孔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上（101），其

底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上，用于实现将驱动电机（103）与减速器（101）的固定与定

位；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贯穿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固定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子体输出后轴

（104）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平行固定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体前输出轴和左车箱体后输出

轴（104）均一端固定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111），一端固定轮式永磁吸附单元（210、220），

两个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111）间张紧左车箱体同步带（106），用于将左车箱体驱动电机

输出的力和力矩传递到左车箱体后输出轴104上，实现单侧车体两磁轮（210、220）的同速转

动，实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形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其特征是：所述轮式永磁

吸附单元由环形永磁体（217）、外侧导磁轭铁（211）、内侧导磁轭铁（213）、定位套（219）和磁

轮外侧橡胶（212）构成，所述环形永磁体（217）由强磁性材料：钕铁硼制备而成的环状结构，

该环状结构为轴向充磁状态，该环形永磁体用于提供产生吸附力的强磁环境；所述外侧导

磁轭铁（211）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在其中心位置固定有用于磁轮驱动与装配的外圆内方

中空轴，且外侧导磁轭铁（211）内侧面有四个环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内侧导磁轭铁

（213）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的装配；内侧导磁轭铁（213）为柱状“王”字形结构，在其中

心位置同样固定有一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动；内侧导磁轭铁（213）内侧面有

两组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214）用于实现环形永磁体的

拆卸与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215），用于通过螺钉实现外侧导磁轭铁（211）

和内侧导磁轭铁（213）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213）均由高磁

导率材料：硅钢、铁镍合金制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所述定位套（219）为一由

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定位元件，其一部分套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顶

紧外侧导磁轭铁，另一部分套在内侧导磁轭铁（213）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证外侧导

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的同轴度；所述环形永磁体（217）内嵌在外侧导磁轭铁（211）与内侧

导磁轭铁（213）之间的凹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217）侧面和圆柱

面；外侧导磁轭铁（211）经轴端螺钉跟磁轮驱动轴（216）固定在一起，外侧导磁轭铁（211）和

内侧导磁轭铁（213）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孔经螺钉固定拧紧；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和

内侧导磁轭铁（213）外表面上的磁轮外侧橡胶（212），用于避免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发

生，及防止磁轮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采用

两个相互独立、左右对称的车体模块，两个相互独立、左右对称的车体模块外形和内部结构

均以两者连接平面为对称轴呈对称布置，制作的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且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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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机械和电气完全隔离，同时具备独立的防尘防水功能；

采用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为夹心结构，即环形永磁体的侧面和圆柱面被两侧的导磁轭

铁充分包裹，并在永磁体的圆柱面留有一宽度的气隙，形成一种夹心结构；环形永磁体其磁

感线从N极出发，流经外侧导磁轭铁，穿过导磁性壁面后，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环形

永磁体S极；该夹心结构，使环形永磁体磁感线聚拢在一起，使磁感线穿过导磁性壁面形成

闭合回路，大大改善了环形永磁体磁感线的利用率，使爬壁机器人更牢固地吸附在导磁性

壁面上；

采用的四轮四驱运动形式，单侧车体两磁轮同速转动，该机器人左右两侧传动单元均

采用同步带传动，车体驱动电机经减速器减速后，将力和力矩传递到车体前输出轴上，车体

前输出轴和车体后输出轴平行布置，且均一端固定安装车体同步带轮，另一端固定安装轮

式永磁吸附单元；两车体同步带轮间张紧车体同步带，从而将车体前输出轴上的力和力矩

传递到车体后输出轴上，从而实现同侧车体两磁轮的同速转动，左右两侧传动相同，实现整

个车体的四轮四驱运动形式；

采用的车体整体式密封，所述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接触的上端面开设矩形

密封沟槽，在其与前端盖与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当其与左车

箱体上盖板、前端盖和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的整体静

密封，前端盖与前输出轴、后端盖与后输出轴相对转动位置的前端盖和后端盖内部均开设

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最终达到整个车体全封闭

式密封的目的；整体静密封和旋转式动密封使爬壁机器人车体内部和外界环境完全隔离，

使得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快速爬行时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性，实现了机器人在恶劣环

境下的正常作业，

采用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由环形永磁体、外侧导磁轭铁、内侧导磁轭铁、定位套、磁轮

外侧橡胶构成，其中的环形永磁体由强磁性材料钕铁硼制备而成，用于提供强磁环境，并采

用轴向充磁方式；外侧导磁轭铁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其中心轴为外圆内方的中空结构，用

于磁轮驱动与装配，且外侧导磁轭铁内侧面有四个环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外侧导磁轭

铁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装配过程中的定位及固定；内侧导磁轭铁为柱状“王”字形结

构，在其中心位置同样固定有一根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动，内侧导磁轭铁内

侧面有两组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实现环形永磁体的

拆卸与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通过螺钉实现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

轭铁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均由高磁导率材料的硅钢、铁镍合金制

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

采用的定位套为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定位元件，其一端套在外侧导磁轭铁中心位置的

外圆内方轴上，另一端套在内侧导磁轭铁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证外侧导磁轭铁与

内侧导磁轭铁的同轴度；采用的环形永磁体内嵌在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之间的凹

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侧面和圆柱面；外侧导磁轭铁经轴端螺钉跟

磁轮驱动轴固定在一起，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孔经螺钉固定

拧紧；磁轮外侧橡胶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外表面上，避免产生包覆在永磁

体上使得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磁轮外侧橡胶用来增大磁轮摩擦力，防止磁轮在转动过

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灵活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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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心式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工作时，环形永磁体的磁感线从N极流出，经外侧导磁轭铁疏

导聚拢后，穿过导磁性壁面，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环形永磁体S极，形成了闭合磁感

线回路，提高了磁感线利用率，增大了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的吸附力，避免了磁轮在转

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的灵活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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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为一种爬壁机器人，特别是涉及一种

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该爬壁机器人可应用于各类导磁性壁面（如管道表面、油罐

壁面、船舶船体等），能够实现在复杂导磁面上的灵活爬行，并可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搭载

不同类型机械臂或作业模块，在各类导磁性壁面上开展相应极限作业（如搭载相应机械臂

作业模块后，可代替人工对油罐壁面进行除锈、喷漆、检测等相关作业）。该爬壁机器人装置

采用永磁吸附形式与四轮四驱传动方案，基于模块化设计思想，主要由两个相互独立的车

体模块构成，各模块间机械电气完全隔离，同时具备独立的防尘防水功能，在狭小受限等特

殊作业空间开展作业时，能够根据作业需求实现机器人的快速拆解、运输与对接，在通过非

连续作业区域或狭窄运输空间方面具有极强的优势。

背景技术

[0002]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等领域随处可见由钢铁等导磁性材料构建的各类大型复杂

装备（如石油管道、化工储罐、大型船舶等），为保障装备的安全运转，世界各国每年需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这些装备定期开展清洗、检测等维护作业。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传

统的人工作业方法开展相应的检修作业，不仅存在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工作周期长、

维护成本高、操作人员易患职业病等问题，而且时常伴有安全事故发生。因此，亟需研发一

套可在各类复杂导磁面（如管道表面、油罐壁面、船舶船体等）上灵活爬行，能够根据不同的

任务需求搭载不同类型机械臂或作业模块，在各类导磁面上开展相应检修作业的智能化爬

壁机器人系统。

[0003] 爬壁机器人需重点解决吸附形式与行走机构两个核心问题。针对吸附形式，现有

机器人主要采用电磁吸附与永磁吸附两种形式，其中电磁吸附结构相对复杂，作业过程中

需消耗额外电能，且存在意外断电造成的安全隐患，故在爬壁机器人上应用相对较少，与电

磁吸附相比，永磁吸附具有结构简单、吸附不耗能、不受断电影响等优点。对于行走机构，现

有机器人主要采用履带式结构或轮式结构，其中履带式结构相对复杂，运动性能欠佳，特别

是在进行转向运动时，由于履带和导磁壁面之间接触面积大，转向阻力大，转向半径大，转

向灵活性较差，而轮式结构则具有结构简单、行走速度快、转弯容易等优点，比较适合在各

类导磁面上实现灵活移动。

[0004] 经对现有技术的文献检索发现，申请号  201410628337.7，申请日  2014.11.11 的

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磁吸附轮式爬壁机器人，其虽采用四轮行走机构与永磁吸附形式，但

该机器人四轮由四套电机独立驱动，且通过布置于车体下方的永磁强磁块组实现机器人与

导磁面的吸附，不仅结构相对复杂，制造成本较高，而且受磁场特性影响，强磁块组需与导

磁面近距布置，限制了机器人的越障性能。更为重要的是机器人不具备防尘防水功能，未考

虑模块化设计思想，不可拆分，以致机器人难以通过狭小的运输空间后开展相应作业，限制

了机器人的使用范围。

[0005] 申请号为201410645993.8专利文献涉及的一种磁吸附爬壁机器人，该机器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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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拆分的分体式箱体结构，左右两箱体通过固定的转轴连接，实现布置于两箱体永磁履

带对导磁曲面的自适应。该机器人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对导磁曲面的适应问题，但仍存

在履带式爬壁机器人不可避免的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转向灵活性较差等诸多局限。同

时，该机器人也不具备防尘防水功能、不可拆分，以致机器人难以通过狭小的运输空间后开

展相应作业，限制了机器人的使用范围。

[0006] 综上所述，现有爬壁机器人普遍存在运动性能欠佳、结构过于复杂、制造成本较高

等诸多问题，同时未考虑模块化设计思想，难以快速拆解、运输与安装，不具备防尘防水功

能，以致难以适应各种极限作业空间的作业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技术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本发明立足

于爬壁机器人可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搭载不同类型机械臂或作业模块，在各类导磁面上开

展除锈、喷漆、检测等相应极限作业。该爬壁机器人采用永磁吸附形式与四轮四驱传动方

案，基于模块化设计思想，主要由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构成，各模块间机械电气完全隔

离，同时具备独立的防尘防水功能，在狭小受限等特殊作业空间开展作业时，能够根据作业

需求实现机器人的快速拆解、运输与对接，便于通过非连续作业区域或狭窄运输空间。

[0008]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和四组结构相

同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所述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分为左车体模块和右车体模块，二

者结构相同，且外形与内部结构均以二者连接平面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其中左车体模块由

左车箱体内的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通过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左车箱体减速器101与左车

箱体前输出轴连接，左车箱体前输出轴通过左车箱体同步带106、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  、

111、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104连接构成。

[0010]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所述左车箱体由左车箱体上盖板、左车箱体

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内侧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

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102、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左车箱体驱

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撑件、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固定支座、左车箱体电机驱动

器支撑固定支架、左前端盖、左后端盖、定位块阴110、定位块阳119构成；

[0011] 所述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

部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和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分别布置在左车

箱体四周，形成一个整体封闭式结构；所述左车箱体上盖板和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经螺钉固

定安装在左车箱体上端面和内侧端面上；左车箱体上盖板右下角位置竖直排列有四个大小

不同的防水防爆插头孔，用于车体整体密封式走线和机械与电气的相隔离；

[0012] 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撑件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

内部，构成一种笼形结构，将驱动电机103和减速器101放置于笼子内部，不仅能稳定的支撑

电机和减速器还能提高车体抗拉抗压强度。

[0013] 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盘内部侧面凸出部

位，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经螺钉固定安装于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上。左车箱

体减速器固定支座上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上，底端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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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盖板上，用来实现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与定位。所述左前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前输出

轴与左车箱体侧盖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左后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与左车箱体侧盖

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

[0014]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所述左车箱体的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跟输出

轴相接触部位为动静双密封，用于实现左车箱体内部与左车箱体外部环境隔离开；即左车

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和侧盖板接触的上端面与侧端面均开设矩形密封沟槽，在其与

左前端盖与左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侧

盖板、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的连接，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O形圈实现车体的整体静密封；

在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跟左前盖板相接触位置与左车箱体输出后轴跟左后盖板相接触位置

均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达到整个车体全封

闭式的密封。

[0015]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所述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与左车箱体

前端把手上侧面位置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孔，右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与右车箱体前端

把手上侧面位置也同样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孔，用于左右两车箱体模块拼接在一起，位于

左右车箱体前端把手和后端尾部把手107上的通孔对正对齐，螺栓穿过该通孔跟螺母配合，

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便捷拼接；在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与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

底盘中部，经螺钉固定有定位块阴110，在右车箱体底部盖板与右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

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有定位块阳119；所述定位块阳119为一带凸起结构，定位块

阴110为一带凹陷结构，在定位块阳119和定位块阴110上分布有三组竖直分布的螺纹孔，用

于定位块阳119凸起部分跟定位块阴110凹陷部分配合在一起，使左右车箱体对正组装在一

起，再经螺钉将定位块阳119与定位块阴110拧紧固定在一起；穿过把手侧面通孔的螺栓与

螺母以及定位块阳119与定位块阴110的结合连接，用于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拼接。

[0016]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

器101固定在一起后，竖直布置在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和左车箱体减速器支撑件105搭建构成

的笼形结构内部；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支座108为一“凸”字形形状，其上端经左车箱体减速

器的固定法兰孔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上101，其底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上，用于实

现将驱动电机103与减速器101的固定与定位；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贯穿左车箱体减速器101

固定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子体输出后轴104与左车箱体输出前轴平行固定在轴承支座上，

左车箱体前输出轴和左车箱体后输出轴104均一端固定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111，一端固

定轮式永磁吸附单元210、220，两个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111间张紧左车箱体同步带106，

用于将左车箱体驱动电机输出的力和力矩传递到左车箱体输出后轴104上，实现单侧车体

两磁轮210、220的同速转动，实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形式。

[0017]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所述轮式永磁吸附单元由环形永磁体217、外

侧导磁轭铁211、内侧导磁轭铁213、定位套219和磁轮外侧橡胶212构成，所述环形永磁体

217由强磁性材料：钕铁硼制备而成的环状结构，该环状结构为轴向充磁状态，该环形永磁

体用于提供产生吸附力的强磁环境；所述外侧导磁轭铁211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在其中心

位置固定有用于磁轮驱动与装配的外圆内方中空轴，且外侧导磁轭铁211内侧面有四个环

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内侧导磁轭铁213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的装配；内侧导磁轭铁

213为柱状“王”字形结构，在其中心位置同样固定有一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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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侧导磁轭铁213内侧面有两组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

214用于实现环形永磁体的拆卸与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215，用于通过螺钉

实现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213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

铁213均由高磁导率材料：硅钢、铁镍合金制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所述定位

套219为一由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定位元件，其一部分套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外圆内方轴的

外圆上，顶紧外侧导磁轭铁，另一部分套在内侧导磁轭铁213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

证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的同轴度；所述环形永磁体217内嵌在外侧导磁轭铁211与

内侧导磁轭铁213之间的凹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217侧面和圆柱

面；外侧导磁轭铁211经轴端螺钉跟磁轮驱动轴216固定在一起，外侧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

铁213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孔经螺钉固定拧紧；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

213外表面上的磁轮外侧橡胶212，用于避免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发生，及防止磁轮在转

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

[0018] 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的制作方法，采用两个相互独立、左右对称的

车体模块，两个相互独立、左右对称的车体模块外形和内部结构均以两者连接平面为对称

轴呈对称布置，制作的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且两模块间机械和电气完全隔离，同

时具备独立的防尘防水功能；

[0019] 采用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为夹心结构，即环形永磁体的侧面和圆柱面被两侧的导

磁轭铁充分包裹，并在永磁体的圆柱面留有一宽度的气隙，形成一种夹心结构；环形永磁体

其磁感线从N极出发，流经外侧导磁轭铁，穿过导磁性壁面后，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

环形永磁体S极；该夹心式结构，使环形永磁体磁感线聚拢在一起，使磁感线穿过导磁性壁

面形成闭合回路，大大改善了环形永磁体磁感线的利用率，使爬壁机器人更牢固地吸附在

导磁性壁面上；

[0020] 采用的四轮四驱运动形式，单侧车体两磁轮同速转动，该机器人左右两侧传动单

元均采用同步带传动，车体驱动电机经减速器减速后，将力和力矩传递到车体前输出轴上，

车体前输出轴和车体后输出轴平行布置，且均一端固定安装车体同步带轮，另一端固定安

装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两车体同步带轮间张紧车体同步带，从而将车体前输出轴上的力和

力矩传递到车体后输出轴上，从而实现同侧车体两磁轮的同速转动，左右两侧传动相同，实

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运动形式。

[0021] 采用的车体整体式密封，所述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接触的上端面开设

矩形密封沟槽，在其与前端盖与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当其与

左车箱体上盖板、前端盖和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的整

体静密封，前端盖与前输出轴、后端盖与后输出轴相对转动位置的前端盖和后端盖内部均

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最终达到整个车体全

封闭式密封的目的；整体静密封和旋转式动密封使爬壁机器人车体内部和外界环境完全隔

离，使得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快速爬行时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性，实现了机器人在恶

劣环境下的正常作业。

[0022] 采用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由环形永磁体、外侧导磁轭铁、内侧导磁轭铁、定位套、

磁轮外侧橡胶构成，其中的环形永磁体由强磁性材料钕铁硼制备而成，用于提供强磁环境，

并采用轴向充磁方式；外侧导磁轭铁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其中心轴为外圆内方的中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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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用于磁轮驱动与装配，且外侧导磁轭铁内侧面有四个环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外侧导

磁轭铁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装配过程中的定位于固定；内侧导磁轭铁为柱状“王”字形

结构，在其中心位置同样固定有一根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动。内侧导磁轭铁

内侧面有两组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实现环形永磁体

的拆卸与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通过螺钉实现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

磁轭铁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均由高磁导率材料的硅钢、铁镍合金

制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

[0023] 采用的定位套为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定位元件，其一端套在外侧导磁轭铁中心位

置的外圆内方轴上，另一端套在内侧导磁轭铁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证外侧导磁轭

铁与内侧导磁轭铁的同轴度；采用的环形永磁体内嵌在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之间

的凹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侧面和圆柱面；外侧导磁轭铁经轴端螺

钉跟磁轮驱动轴固定在一起，外侧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孔经螺钉固定

拧紧；磁轮外侧橡胶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外表面上，避免产生包覆在永磁

体上使得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磁轮外侧橡胶用来增大磁轮摩擦力，防止磁轮在转动过

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灵活移动；

[0024] 夹心式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工作时，环形永磁体的磁感线从N极流出，经外侧导磁轭

铁疏导聚拢后，穿过导磁性壁面，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环形永磁体S极，形成了闭合

磁感线回路，提高了磁感线利用率，增大了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的吸附力，避免了磁轮

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的灵活爬行。

[0025]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优越性：

[0026] （1）该发明基于模块化车体设计思想，将爬壁机器人设计为两个结构相同、左右对

称的独立车体模块，且两模块间机械和电气完全隔离，两模块均同时具有独立的防尘防水

功能。模块化设计使得爬壁机器人在遇到狭小有限空间时，能方便快速的实现拆卸、运输与

拼接，有较好的适应性。

[0027] （2）轮式永磁体吸附单元，其采用 “夹心”结构，环形永磁体内嵌在导磁轭铁之间

的凹槽内，该夹心结构能有效聚拢永磁体的磁感线，使其磁感线穿过导磁性壁面形成闭合

磁感线回路，提高了永磁体磁感线的利用率，使得爬壁机器人更牢固的吸附在导磁性壁面

上。

[0028] （3）该爬壁机器人两侧车体模块均采用同步带传动，实现整个车体四轮四驱的运

动形式。车体驱动电机经减速器减速后将力和力矩传递到车体前输出轴上，再经同步带，传

递到跟车体前输出轴平行布置的车体后输出轴上，车体前输出轴和车体后输出轴上均安装

固定有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从而实现同侧车体两磁性驱动轮转速相同，达到车体四轮四驱

的运动形式。该传动结构简单紧凑，机器人移动转弯操控简便，有很高的机动性。

[0029] (4)  车体整体式密封。车箱体在其与车箱体上盖板和侧盖板接触的上端面与侧端

面均开设矩形密封沟槽，在其与前端盖与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

槽，当其与车箱体上盖板、侧盖板、前端盖和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O形圈实

现车体的整体静密封。在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跟前盖板相接触位置与车箱体输出后轴跟后盖

板相接触位置均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动静

双密封使得爬壁机器人在移动攀爬过程中仍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实现整个车体全封闭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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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整体式密封有效防止水、灰尘等杂质的浸入，提高了其适应性和延长了零部件的工作寿

命。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中轮式永磁吸附单元整体外观轴测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左视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右视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内部剖视图；

[0034] 图5是本发明定位块阴整体外观轴测图；

[0035] 图6本发明定位块阳整体外观轴测图；

[0036] 图7本发明车箱体内部结构俯视图；

[0037] 图8是本发明车箱体内侧视图；

[0038] 图9是本发明车箱体与上盖板密封结构图；

[0039] 图10是本发明车箱体与外侧盖板密封机构图；

[0040] 图11是本发明车体驱动后轴动密封结构图；

[0041] 图12是本发明车体驱动前轴动密封结构图；

[0042] 图中：101左侧箱体减速器、102左侧车箱体外侧把手、103左侧车箱体驱动电机、

104左侧车箱体后输出轴、105左侧驱动电机和减速器固定支架、106左侧同步带、107左侧车

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8左侧减速器固定支座、109左侧车箱体前带轮、110定位块阴、111左

侧车箱体后带轮、112右侧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13右侧驱动电机和减速器固定支架、114

右侧车箱体后输出轴、115右侧车箱体驱动电机、116右侧车箱体外侧把手、117右侧箱体减

速器、118左侧减速器固定支座、119定位块阳、120右侧车体上盖板密封、121左侧车体上盖

板密封、122车体驱动后输出轴静密封、123车体驱动前输出轴静密封、124左侧车箱体驱动

后输出轴动密封、125右侧车箱体驱动后输出轴动密封、125左侧车箱体驱动前输出轴动密

封、126右侧车箱体驱动前输出轴动密封。211外侧导磁轭铁、212轮体外侧橡胶、213内侧导

磁轭铁、214内侧导磁轭铁拆卸孔、215内侧导磁轭铁与外侧导磁轭铁螺纹连接螺钉、216磁

轮驱动轴、217环形永磁体、218轴端外侧螺钉、219定位套、210左前磁轮吸附单元、220左后

磁轮吸附单元、230右前磁轮吸附单元、240右后磁轮吸附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如图1至图12所示，一种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立足于爬壁机器人可根据

不同的任务需求搭载不同类型机械臂或作业模块，在各类导磁面上开展除锈、喷漆、检测等

相应极限作业。该爬壁机器人采用永磁吸附形式与四轮四驱传动方案，基于模块化设计思

想，主要由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构成，各模块间机械电气完全隔离，同时具备独立的防

尘防水功能，在狭小受限等特殊作业空间开展作业时，能够根据作业需求实现机器人的快

速拆解、运输与对接，便于通过非连续作业区域或狭窄运输空间。

[0044] 该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主要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和四组结构

相同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所述车体模块主要分为左车体模块和右车体模块，二者结构基

本相同，且外形尺寸与内部结构均以二者连接平面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其中左车体模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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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左车箱体、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左车箱体减速器、左车箱体前输

出轴、左车箱体同步带、左车箱体同步带轮、左车箱体后输出轴构成。

[0045] 所述左车箱体主要由左车箱体上盖板、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

车箱体内侧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左车箱

体后端尾部把手、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左车箱体驱动电机与减速器的支撑件、左车箱体减速

器固定支座、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固定支架、左前端盖、左后端盖、定位块阴、定位块阳构

成。所述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

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和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分别环绕在左车箱体

四周相应位置，形成一个整体的半封闭式结构。所述左车箱体上盖板与左车箱体内侧盖板

为活动零件，当左车箱体内部的零部件安装完毕后，二者分别安装固定在左车箱体上端面

和内侧端面。左车箱体上盖板右下角位置竖直分布有四个大小不同的圆孔，用来实现车体

整体密封式走线设计和机械与电气相隔离的功能。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与减速器支撑件

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内部，搭建成一种笼形结构，不仅能稳定的支撑驱动电机和减速器

还能提高车体抗拉与抗压强度，左车箱体驱动电机与减速器置于该笼形结构内。左车箱体

电机驱动器固定支架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盘内部侧面凸出部位，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

经螺钉固定安装于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固定支架上。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支座上端固定在

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上，底端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驱动电机与减速器支撑件上，

用来实现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与定位。所述左前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与左车箱体

外侧盖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左后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与左车箱体外侧盖板相接触

的外侧位置，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跟输出轴相接触部位采用动、静双密封，从而实现将左车

箱体内部和车体外部环境隔离开。所述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接触的上端面开设

有矩形密封沟槽，在其与左前端盖与左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

当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橡胶O形圈实

现车体的整体静密封。在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跟左前盖板相接触位置与左车箱体输出后轴跟

左后盖板相接触位置处均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

封。最终达到整个车体全封闭式密封的目的。

[0046] 所述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与左车箱体前端把手侧面位置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

孔，右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与右车箱体前端把手侧面位置也同样均竖直排列有一组通孔，

当左右两车箱体模块拼接在一起后，位于左右车箱体前端把手和后端尾部把手上的通孔对

正对齐，螺栓穿过该通孔跟螺母配合，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便捷拼接。在左车箱体底部盖

板与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有定位块阴，在右车箱体

底部盖板与右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有定位块阳。定位

块阳为一带凸起结构，定位块阴为一带凹陷结构，在定位块阳和定位块阴上均分布有三组

竖直分布的螺纹孔，当定位块阳凸起部分与定位块阴凹陷部分配合在一起，左右车箱体对

正组装在一起，再经螺钉将定位块阳与定位块阴拧紧。穿过把手侧面通孔的螺栓与螺母以

及定位块阳与阴双重固定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拼接。

[0047] 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和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装配在一起后，竖直布置在左车箱

体驱动电机和左车箱体减速器支撑件搭建构成的笼形结构内部。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支座

为“凸”字形形状，其上端经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孔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上，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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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底盖板上，实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和减速器的固定与定位。左车箱体前

输出轴贯穿左车箱体减速器后固定安装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子体输出后轴与左车箱体输

出前轴平行固定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体前输出轴和左车箱体后输出轴均一端固定安装左

车箱体同步带轮，一端固定安装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两个左车箱体同步带轮间张紧左车箱

体同步带，从而将左车箱体驱动电机输出的力和力矩传递到左车箱体输出后轴上，从而实

现单侧车体两磁轮的同速转动，实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形式。

[0048] 所述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主要由环形永磁体、外侧导磁轭铁、内侧导磁轭铁、定位

套、磁轮外侧橡胶构成。所述环形永磁体由强磁性材料（如钕铁硼）制备而成，用于提供强磁

环境，并采用轴向充磁方式。外侧导磁轭铁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其中心轴为外圆内方的中

空结构，用于磁轮驱动与装配，且外侧导磁轭铁内侧面有四个环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外

侧导磁轭铁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装配过程中的定位于固定。内侧导磁轭铁为柱状“王”

字形结构，在其中心位置同样固定有一根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动。内侧导磁

轭铁内侧面有两组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实现环形永

磁体的拆卸与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用于通过螺钉实现外侧导磁轭铁和内

侧导磁轭铁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均由高磁导率材料（如硅钢、铁镍

合金）制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所述定位套为由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定位元

件，其一端套在外侧导磁轭铁中心位置的外圆内方轴上，另一端套在内侧导磁轭铁外圆内

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证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的同轴度。所述环形永磁体内嵌在

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轭铁之间的凹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侧面

和圆柱面。外侧导磁轭铁经轴端螺钉跟磁轮驱动轴固定在一起，外侧轭铁和内侧导磁轭铁

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孔经螺钉固定拧紧。磁轮外侧橡胶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和内侧导磁轭

铁外表面上，避免产生包覆在永磁体上使得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磁轮外侧橡胶用来增

大磁轮摩擦力，防止磁轮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灵活

移动。

[0049] 该夹心式轮式永磁吸附单元工作时，环形永磁体的磁感线从N极流出，经外侧导磁

轭铁疏导聚拢后，穿过导磁性壁面，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环形永磁体S极，形成了闭

合磁感线回路，提高了磁感线利用率，增大了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的吸附力。避免了磁

轮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的灵活爬行。

[0050] 基于模块化车体设计，将爬壁机器人设计为两个相互独立、左右对称的车体模块。

两车体模块外形尺寸和内部结构均以两者连接平面为对称轴呈对称布置，且两模块间机械

和电气完全隔离，同时具备独立的防尘防水功能。当遇到狭小受限空间时，该机器人的拆

卸、运输、组装方便快捷。可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选择性搭载不同的机械臂，拆换方便。模块

化设计理念提高了爬壁机器人的便携性，便于通过狭小空间（如通过油罐外表面圆孔），提

高了其适应性和工作效率。

[0051] 所述轮式永磁吸附单元采用夹心结构。环形永磁体的侧面和圆柱面被两侧的导磁

轭铁充分包裹，并在永磁体的圆柱面留有一定宽度的气隙，形成一种夹心结构。环形永磁体

其磁感线从N极出发，流经外侧导磁轭铁，穿过导磁性壁面后，流经内侧导磁轭铁，最后流回

环形永磁体S极。该夹心式结构使环形永磁体磁感线聚拢在一起，使磁感线穿过导磁性壁面

形成闭合回路，大大改善了环形永磁体磁感线的利用率，使爬壁机器人更牢固地吸附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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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壁面上。

[0052] 该机器人整体采用四轮四驱运动形式，单侧车体两磁轮同速转动。该机器人左右

两侧传动单元均采用同步带传动，车体驱动电机经减速器减速后，将力和力矩传递到车体

前输出轴上。车体前输出轴和车体后输出轴平行布置，且均一端固定安装车体同步带轮，另

一端固定安装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两车体同步带轮间张紧车体同步带，从而将车体前输出

轴上的力和力矩传递到车体后输出轴上，从而实现同侧车体两磁轮的同速转动，左右两侧

传动相同，实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运动形式。

[0053] 车体采用整体式密封，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接触的上端面开设矩形密

封沟槽，在其与前端盖与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当其与左车箱

体上盖板、前端盖和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的整体静密

封。前端盖与前输出轴、后端盖与后输出轴相对转动位置的前端盖和后端盖内部均开设有

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最终达到整个车体全封闭式

密封的目的。整体静密封和旋转式动密封使爬壁机器人车体内部和外界环境完全隔离，使

得机器人在导磁性壁面上快速爬行时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性，实现了机器人在恶劣环境

下的正常作业。

[0054] 该模块化轮式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具体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车体模块和四组结构

相同的轮式永磁吸附单元。所述车体模块主要分为左车体模块和右车体模块，二者结构基

本相同，且外形尺寸与内部结构均以二者连接平面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其中左车体模块主

要由左车箱体、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左车箱

体前输出轴、左车箱体同步带106、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与111、左车箱体后输出轴104构

成。

[0055] 所述左车箱体主要由左车箱体上盖板、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

车箱体内侧盖板、左车箱体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102、左车

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左车箱体前端把手、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

撑件、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固定支座、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左前端盖、左后端

盖、定位块阴110、定位块阳119构成。所述左车箱体外侧盖板、左车箱体底部盖板、左车箱体

前端盖板、左车箱体后端尾部盖板、左车箱体外侧把手、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和左车箱体

前端把手分别布置在左车箱体四周，形成一个整体封闭式结构。所述左车箱体上盖板和左

车箱体内侧盖板经螺钉固定安装在左车箱体上端面和内侧端面上。左车箱体上盖板右下角

位置竖直排列有四个大小不同的防水防爆插头孔，用来实现车体整体密封式走线设计和机

械电气相隔离的功能。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支撑件经螺钉固定

在左车箱体内部，形成一种笼形结构，将驱动电机103和减速器101放置于笼子内部，不仅能

稳定的支撑电机和减速器还能提高车体抗拉抗压强度。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

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盘内部侧面凸出部位，左车箱体电机驱动器经螺钉固定安装于左

车箱体电机驱动器支撑固定支架上。左车箱体减速器固定支座上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减速器

的固定法兰上，底端经螺钉固定在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上，用来实现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

与定位。所述左前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前输出轴与左车箱体侧盖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左后

端盖位于左车箱体后输出轴与左车箱体侧盖板相接触的外侧位置，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跟

输出轴相接触部位采用动静双密封，从而实现将左车箱体内部和左车箱体外部环境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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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所述左车箱体在其与左车箱体上盖板和侧盖板接触的上端面与侧端面均开设矩形密封

沟槽，在其与左前端盖与左后端盖连接处以输出轴为中心开设环形密封沟槽，当其与左车

箱体上盖板、侧盖板、左前端盖和左后端盖连接时通过密封沟槽内布置的O形圈实现车体的

整体静密封。在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跟左前盖板相接触位置与左车箱体输出后轴跟左后盖板

相接触位置均开设有环形密封沟槽，用来放置橡胶O形圈，实现车体旋转式动密封。最终达

到整个车体全封闭式密封的目的。

[0056] 所述左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与左车箱体前端把手上侧面位置均竖直排列有一

组通孔，右车箱体后端尾部把手107与右车箱体前端把手上侧面位置也同样均竖直排列有

一组通孔，当左右两车箱体模块拼接在一起后，位于左右车箱体前端把手和后端尾部把手

107上的通孔对正对齐，螺栓穿过该通孔跟螺母配合，实现左右车箱体的快速便捷拼接。在

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与左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有定位块

阴110，在右车箱体底部盖板与右车箱体内侧盖板相接触位置的底盘中部，经螺钉安装固定

有定位块阳119。所述定位块阳119为一带凸起结构，定位块阴110为一带凹陷结构，在定位

块阳119和定位块阴110上分布有三组竖直分布的螺纹孔，当定位块阳119凸起部分跟定位

块阴110凹陷部分配合在一起，左右车箱体对正组装在一起，再经螺钉将定位块阳119与定

位块阴110拧紧在一起。穿过把手侧面通孔的螺栓与螺母以及定位块阳119与阴110实现左

右车箱体的快速拼接。

[0057] 所述左车箱体驱动电机103和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安装固定在一起后，竖直布置在

左车箱体驱动电机和左车箱体减速器支撑件105搭建构成的笼形结构内部。左车箱体减速

器固定支座108为一“凸”字形形状，其上端经左车箱体减速器的固定法兰孔固定在左车箱

体减速器上101，其底端固定在左车箱体底部盖板上，实现将驱动电机103和减速器101的固

定与定位。左车箱体前输出轴贯穿左车箱体减速器101后固定安装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子

体输出后轴104与左车箱体输出前轴平行固定在轴承支座上，左车箱体前输出轴和左车箱

体后输出轴104均一端固定安装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与111，一端固定安装轮式永磁吸附

单元210与220，两个左车箱体同步带轮109与111间张紧左车箱体同步带106，从而将左车箱

体驱动电机输出的力和力矩传递到左车箱体输出后轴104上，从而实现单侧车体两磁轮210

与220的同速转动，实现整个车体的四轮四驱形式。

[0058] 所述轮式永磁吸附单元主要由环形永磁体217、外侧导磁轭铁211、内侧导磁轭铁

213、定位套219和磁轮外侧橡胶212构成。所述环形永磁体217为由强磁性材料（如钕铁硼）

制备而成的环状结构，并采取了轴向充磁方式，该环形永磁体用于提供产生吸附力的强磁

环境。外侧导磁轭铁211为柱状“山”字形结构，在其中心位置固定有用于磁轮驱动与装配的

外圆内方中空轴，且外侧导磁轭铁211内侧面有四个环形阵列螺纹孔，用于配合内侧导磁轭

铁213侧面四个螺纹孔实现磁轮的装配。内侧导磁轭铁213为柱状“王”字形结构，在其中心

位置同样固定有一外圆内方中空轴，用于磁轮装配与驱动。内侧导磁轭铁213内侧面有两组

半径不同的环形阵列孔，半径较大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214用于实现环形永磁体的拆卸与

维护，半径较小的那一组环形阵列孔215，用于通过螺钉实现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

轭铁213的固定与定位，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213均由高磁导率材料（如硅钢、

铁镍合金）制备而成，起到疏导聚拢磁感线的作用。所述定位套219为一由非导磁性材料制

成的定位元件，其一部分套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顶紧外侧导磁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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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套在内侧导磁轭铁213外圆内方轴的外圆上，用于保证外侧导磁轭铁与内侧导磁

轭铁的同轴度。所述环形永磁体217内嵌在外侧导磁轭铁211与内侧导磁轭铁213之间的凹

槽内，内侧与外侧导磁轭铁包裹住环形永磁体217侧面和圆柱面。外侧导磁轭铁211经轴端

螺钉跟磁轮驱动轴216固定在一起，外侧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213通过各自侧面的螺纹

孔经螺钉固定拧紧。磁轮外侧橡胶212包覆在外侧导磁轭铁211和内侧导磁轭铁213外表面

上，避免产生包覆在永磁体上使得永磁体高温退磁的情况，磁轮外侧橡胶212用来增大磁轮

摩擦力，防止磁轮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实现爬壁机器人在导磁壁面上灵活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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