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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

足切换机器人及控制系统，涉及装载或倾卸用输

送装置技术领域，其包括机器人底盘、载重装置、

环境感知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和四条轮足可切换

腿部运动机构。同时提供配套的控制系统，其包

括中央控制器以及和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

603中央控制器信号连接的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

器组、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载重支撑液压

伺服驱动器组、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轮足切

换伺服驱动器组、轮式伺服驱动器组、电源管理

模块、环境感知模块以及导航模块。本发明能有

效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6页

CN 110667722 B

2020.07.28

CN
 1
10
66
77
22
 B



1.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器人底盘、载重装

置、环境感知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和轮足可切换腿部运动机构；所述载重装置设置在所述机

器人底盘上，所述轮足可切换腿部运动机构安装在所述机器人底盘下，所述轮足可切换腿

部运动机构包括轮足切换单元和转动连接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上的轮足单元，所述轮足单

元包括垂直连接的轮式结构和足式结构；所述环境感知系统用于获取环境障碍信号，所述

运动控制系统用于根据环境障碍信号驱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实现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的

切换；所述轮足切换单元包括轮足切换伺服电机、主动锥齿轮、从动锥齿轮；所述轮足切换

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安装有主动锥齿轮，所述轮足单元连接有所述从动锥齿轮，所述主动锥

齿轮和所述从动锥齿轮啮合传动;所述足式结构具有前后开叉的接触面，所述轮式结构为

由一轮式伺服电机驱动的行走轮，所述轮式结构设置在机器人的外周，当切换足式结构行

走时以形成导向机构，所述行走轮的侧端面与地面平行或接近平行，导向机构用于平滑地

避开障碍物；所述轮足可切换腿部运动机构还包括依次连接的髋关节、大腿组件、膝关节和

小腿组件；所述大腿组件通过关节液压驱动单元与所述机器人底盘连接；髋关节为对称设

置的两耳板，大腿组件包括两对称设置的两大腿板，大腿板上端通过销轴与两耳板铰接且

大腿板上端通过关节液压驱动单元所述机器人底盘铰接从而形成三角构型，小腿组件上方

形成有所述膝关节，所述膝关节通过双向液压驱动单元与所述大腿组件连接，从而形成三

角构型；所述小腿组件包括轮足旋转伺服电机，所述轮足切换单元通过所述轮足旋转伺服

电机与所述膝关节连接；所述载重装置包括载重框和载重支撑液压单元，所述载重框的一

端铰接连接在所述机器人底盘上，所述载重框的另一端通过所述载重支撑液压单元与所述

机器人底盘连接；所述环境感知系统包括分别设置在机器人前端、后端以及顶部的前视摄

像头、后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所述前视摄像头和所述后视摄像头分别用于实时采集机器

人前方及周边和后方及周边的三维环境信息，所述激光雷达用于实时获取机器人周围的障

碍物分布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

液压驱动单元包括双排缸体，所述双排缸体内活动设有两个开口分别朝向两端的腔体，所

述腔体设有进出油阀且所述腔体的开口端设有端盖，所述腔体内活动设置有活塞杆和固定

在所述活塞杆内端的活塞，所述活塞杆的另一端伸出所述端盖。

3.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

求1至2任一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中央控制器以及和所述中央控制

器信号连接的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

动器组、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轮式伺服驱动器组、电源管理模

块、环境感知模块以及导航模块；

所述环境感知模块用于获取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

所述导航模块根据地图信息进行路径规划及运动姿态调整；

所述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关节液压驱动单

元动作，使得大腿组件以髋关节为铰支点运动；

所述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双向液压驱动单

元动作，使得小腿组件以膝关节为铰支点运动；

所述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载重支撑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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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动作，使得载重框绕铰支点运动；

所述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旋转伺服电

机，以改变机器人的行进方向；

所述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切换伺服电

机，以根据障碍物信息实现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的切换；

所述轮式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式伺服电机，以实现

机器人以轮式结构前进；

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用于提供电能及电源管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环境感知模块包括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和摄像头图像识别单元，所述摄像头图

像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前视摄像头、后视摄像头拍摄的图像进行特征识别，以形成初步

的环境地图信息，所述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激光雷达扫描的障碍物分布情

况进行特征识别，以形成初步的障碍物地图信息，将初步的环境地图信息和初步的障碍物

地图信息合成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

所述导航模块包括GPS导航单元和惯性导航单元，所述惯性导航单元用于根据自身运

动参数预测机器人的运动位置、姿态，所述GPS导航单元则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器的地图信息

规划机器人的路径、运动姿态，所述惯性导航单元和所述GPS导航单元实时相互调整更新，

避免偏离路线，并与所述中央控制器控制信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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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及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载或倾卸用输送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

轮足切换机器人及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驾驶技术以及足式机器人技术是目前智能机器人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两者

技术的不断成熟将对人类的出行方式、物流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目前快递配送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是物流公司普遍面对的痛点，采用人工配送耗时耗力，成本较高，时效性不好；采

用无人机配送，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以及载重量问题使其难以大规模商用。若采用轮足切换

机器人代替快递员完成最后一公里送货，既可以保证轮式机器人的高效率快捷性，又可以

保证足式机器人在路障、楼梯等复杂非结构环境中自由穿行的能力，确保能够及时高效的

完成快递物流投送。

[0003] 目前机器人领域将轮式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申请

号为201810249773.1，公开日为2018年07月27日的一份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一种多行走方

式轮腿式机器人通过机身的折叠变形可以完成四足运动、双足运动、轮式移动之间的相互

切换。该发明结构的问题在于四足行走过程中通过轮子在地面行走稳定性较差，其曲柄连

杆机构运动的可靠性较差，对电机转矩功率要求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及

控制系统，本发明综合轮式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双方的优点，在公路等平台路面使用轮式

通行模式快速高效率的通行，在有障碍物或者需要爬楼梯等复杂非结构环境下可以迅速切

换到足式通行模式，有效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其包括机器人底盘、载重装置、环境感

知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和轮足可切换腿部运动机构；所述载重装置设置在所述机器人底盘

上，所述四条轮足腿部运动机构安装在所述机器人底盘下，所述轮足腿部运动机构包括轮

足切换单元和转动连接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上的轮足单元，所述轮足单元包括垂直连接的

轮式结构和足式结构；所述环境感知系统用于获取环境障碍信号，所述运动控制系统用于

根据环境障碍信号驱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实现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的切换；所述轮足切换

单元包括轮足切换伺服电机、主动锥齿轮、从动锥齿轮；所述轮足切换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安

装有主动锥齿轮，所述轮足单元连接有所述从动锥齿轮，所述主动锥齿轮和所述从动锥齿

轮啮合传动。

[0007]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进一步地，所述轮足腿部运动

机构还包括依次连接的髋关节、大腿组件、膝关节和小腿组件；所述大腿组件通过关节液压

驱动单元与所述机器人底盘连接；所述膝关节通过双向液压驱动单元与所述大腿组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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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小腿组件包括轮足旋转伺服电机，所述轮足切换单元通过所述轮足旋转伺服电机

与所述膝关节连接。

[0008]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进一步地，所述足式结构具有

前后开叉的接触面，所述轮式结构为由一轮式伺服电机驱动的行走轮。

[0009]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进一步地，所述载重装置包括

载重框和载重支撑液压单元，所述载重框的一端铰接连接在所述机器人底盘上，所述载重

框的另一端通过所述载重支撑液压单元与所述机器人底盘连接。

[0010]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进一步地，所述环境感知系统

包括分别设置在机器人前端、后端以及顶部的前视摄像头、后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所述前

视摄像头和所述后视摄像头分别用于实时采集机器人前方及周边和后方及周边的三维环

境信息，所述激光雷达用于实时获取机器人周围的障碍物分布情况。

[0011]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进一步地，所述双向液压驱动

单元包括双排缸体，所述双排缸体内活动设有两个开口分别朝向两端的腔体，所述腔体设

有进出油阀且所述腔体的开口端设有端盖，所述腔体内活动设置有活塞杆和固定在所述活

塞杆内端的活塞，所述活塞杆的另一端伸出所述端盖。

[0012] 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的控制系统，其包括如上任一所述的基于

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中央控制器以及和所述中央控制器信号连接的髋关节液

压伺服驱动器组、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组、轮足旋转伺服驱

动器组、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轮式伺服驱动器组、电源管理模块、环境感知模块以及导

航模块；

[0013] 所述环境感知模块用于获取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

[0014] 所述导航模块根据地图信息进行路径规划及运动姿态调整；

[0015] 所述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关节液压驱

动单元动作，使得大腿组件以髋关节为铰支点运动；

[0016] 所述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双向液压驱

动单元动作，使得小腿组件以膝关节为铰支点运动；

[0017] 所述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载重支撑

液压单元动作，使得载重框绕铰支点运动；

[0018] 所述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旋转伺服

电机，以改变机器人的行进方向；

[0019] 所述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切换伺服

电机，以根据障碍物信息实现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的切换；

[0020] 所述轮式伺服驱动器组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指令，用于驱动轮式伺服电机，以

实现机器人以轮式结构前进；

[0021] 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用于提供供电能及电源管理。

[0022] 如上所述的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的控制系统，进一步地，所述环境

感知模块包括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和摄像头图像识别单元，所述摄像头图像识别单元用

于根据所述前视摄像头、后视摄像头拍摄的图像进行特征识别，以形成初步的环境地图信

息，所述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激光雷达扫描的障碍物分布情况进行特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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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形成初步的障碍物地图信息，将初步的环境地图信息和初步的障碍物地图信息合成

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

[0023] 所述导航模块包括GPS导航单元和惯性导航单元，所述惯性导航单元用于根据自

身运动参数预测机器人的运动位置、姿态，所述GPS导航单元则根据所述中央控制器的地图

信息规划机器人的路径、运动姿态，所述惯性导航单元和所述GPS导航单元实时相互调整更

新，避免偏离路线，并与所述中央控制器控制信号连接。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0025] 1 .本发明兼顾了机器人的通行快速性、高效率及复杂路面的适应性，采用轮足可

切换腿部运动机构，能综合轮式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双方的优点，在公路等平台路面使用

轮式通行模式快速高效率的通行，在有障碍物或者需要爬楼梯等复杂非结构环境下可以迅

速切换到足式通行模式安全、稳健的通过障碍物地段。

[0026] 2.本发明具有较好的能量利用率，机器人采用伺服电机和液压系统混合驱动的双

工模式实现机器人能量使用的最优化。机器人的转向及轮式通行模式采用高效率、高响应

性的伺服电机驱动，能够有效节省机器人在轮式通行状态时的能量消耗。在足式通行模式

时，考虑到机器人的大负载特性，髋关节和膝关节采用小型液压系统驱动可以有效的将液

压系统高负载特性利用起来，使机器人在大重量载货的情况下可以更好的实现足式通行模

态，增强机器人的整体续航时间。

[0027] 3..本发明具有较好的自主性、智能性。机器人安装了环境感知系统，通过前后摄

像头及激光雷达等模块可以实现自主环境识别及建图，障碍物自动预警及急停，通行模式

的自动切换，自主上下楼梯，自主卸货等一系列操作，可高效、快速的实现快递物流最后一

公里的自主配送货任务。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在轮式行走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在足式行走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轮足切换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的双向液压驱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的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控制系统的控制流程框图。

[0034] 其中：1、机器人底盘；2、载重装置；201、载重框；202、载重支撑液压单元；3、轮足可

切换腿部运动机构；31、大腿组件；32、小腿组件；301、髋关节；302、膝关节；303、关节液压驱

动单元；304、双向液压驱动单元；3041、双排缸体；3042、进出油阀；3043、端盖；3044、活塞

杆；3045、活塞；3046、斯特密封圈；3047、防尘圈；3048、O型密封圈；3049、格莱密封圈；3050、

导向环；3051、导向套；305、轮足切换伺服电机；306、主动锥齿轮；307、从动锥齿轮；309、轮

式结构；3091、轮式伺服电机；3092、行走轮；310、足式结构；401、前视摄像头；402、后视摄像

头；403、激光雷达；5、控制柜；601、中央控制器；602、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3、膝关节

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4、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5、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606、轮

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607、轮式伺服驱动器组；608、电源管理模块；609、GPS导航单元；610、

惯性导航单元；611、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612、摄像头图像识别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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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内容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

[0037] 参见图1和图2，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其包括机器人底盘1、

载重装置2、环境感知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和四条轮足可切换腿部运动机构3；所述载重装置

2设置在所述机器人底盘1上，所述四条轮足腿部运动机构安装在所述机器人底盘1下，所述

轮足腿部运动机构包括轮足切换单元和转动连接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上的轮足单元，所述

轮足单元包括垂直连接的轮式结构309和足式结构310；所述环境感知系统用于获取环境障

碍信号，所述运动控制系统用于根据环境障碍信号驱动所述轮足切换单元实现轮式或足式

行走状态的切换。进一步地，所述轮足切换单元包括轮足切换伺服电机305、主动锥齿轮

306、从动锥齿轮307；所述轮足切换伺服电机305的输出轴安装有主动锥齿轮306，所述轮足

单元连接有所述从动锥齿轮307，所述主动锥齿轮306和所述从动锥齿轮307啮合传动。参见

图3，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轮足切换单元的优选实施方式，轮足切换伺服电机305接收控制系

统的指令，根据环境切换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其工作原理为：轮足切换伺服电机305驱动

主动锥齿轮306转动，通过锥齿轮传动带动轮足单元转动实现轮式结构309和足式结构310

的切换。切换到足式结构310行走时，轮式结构309此时设置在机器人的外周，轮式结构309

可巧妙地作为导向机构用于平滑地避开障碍物。

[0038] 进一步地，所述轮足腿部运动机构还包括依次连接的髋关节301、大腿组件31、膝

关节302和小腿组件32。髋关节301为对称设置的两耳板，大腿组件31包括两对称设置的两

大腿板，大腿板上端通过销轴与两耳板大腿板铰接，此外，大腿板上端还通过关节液压驱动

单元303与所述机器人底盘1连接铰接，使得大腿组件31以髋关节301为铰支点运动。小腿组

件32上方形成有膝关节302，所述膝关节302通过双向液压驱动单元304与所述大腿组件31

铰接，双向液压驱动单元304可增大小腿组件32绕膝关节302为铰支点运动的角度，增加机

器人的肢体灵活性。所述小腿组件32包括轮足旋转伺服电机，所述轮足切换单元通过所述

轮足旋转伺服电机与所述膝关节302连接，当轮足旋转伺服电机旋转时，轮足切换单元以及

轮足单元会随着转动，以适应周围有障碍物或者需要爬楼梯等复杂环境，快速调整机器人

运动方向。

[0039] 进一步地，所述足式结构310具有前后开叉的接触面，该足式结构310结构简单，前

后开叉的接触面能增大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所述轮式结构309为由一轮式伺服电机3091驱

动的行走轮3092。

[0040] 进一步地，所述载重装置2包括载重框201和载重支撑液压单元202，所述载重框

201的一端铰接连接在所述机器人底盘1上，所述载重框201的另一端通过所述载重支撑液

压单元202与所述机器人底盘1连接。本实施例中，载重框201的尾端通过两块合页与机器人

底盘1铰接，载重支撑液压单元202的液压缸端部通过销轴与机器人底盘1铰接，载重支撑液

压单元202的活塞杆的端部与载重框201下端面铰接，当本机器人到达指定地点，即可通过

载重支撑液压单元202的动作实现机器人的自动卸货功能。

[0041] 进一步地，所述环境感知系统包括分别设置在机器人前端、后端以及顶部的前视

摄像头401、后视摄像头402和激光雷达403；所述前视摄像头401和所述后视摄像头402分别

用于实时采集机器人前方及周边和后方及周边的三维环境信息，所述激光雷达403用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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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获取机器人周围的障碍物分布情况。本实施例中，前视摄像头401安装在控制柜5的前端，

后视摄像头402安装在载重框201的后端，激光雷达403则安装在控制柜5的上端，控制柜5内

设有控制系统。

[0042] 参见图4，进一步地，本实施中，所述双向液压驱动单元304包括双排缸体3041，所

述双排缸体3041内活动设有两个开口分别朝向两端的腔体，所述腔体的开口端设有端盖

3043，两侧的进出油阀3042与液压油箱连接，通过控制进出油阀3042中液压油的流进、流出

或不变，控制活塞杆3044的外伸、内缩或位置保持。所述腔体内活动设置有活塞杆3044和固

定在所述活塞杆3044内端的活塞3045，所述活塞杆3044的另一端伸出所述端盖3043，活塞

3045从内端到外端依次同轴嵌套有O型密封圈3048、格莱密封圈3049和导向环3050。导向套

3051同轴套设在活塞杆3044靠近端盖3043的一端，导向套3051的一端抵接在端盖3043的内

侧，活塞杆3044与端盖3043接触的圆周面部分嵌套有防尘圈3047和斯特密封圈3046。双向

液压驱动单元304接收控制系统的指令，可以实现两端动作，增大大小腿组件32绕膝关节

302为铰支点运动的角度。

[0043] 参见图5、图6，一种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的控制系统，其包括上述的

基于电液混合驱动的轮足切换机器人、中央控制器601以及和所述中央控制器601信号连接

的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2、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3、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

组604、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605、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606、轮式伺服驱动器组607、电

源管理模块608、环境感知模块以及导航模块；

[0044] 所述环境感知模块用于获取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601；

[0045] 所述导航模块根据地图信息进行路径规划及运动姿态调整；

[0046] 所述髋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2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关节

液压驱动单元303动作，使得大腿组件31以髋关节301为铰支点运动；

[0047] 所述膝关节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3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双向

液压驱动单元304动作，使得小腿组件32以膝关节302为铰支点运动；

[0048] 所述载重支撑液压伺服驱动器组604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载

重支撑液压单元202动作，使得载重框201绕铰支点运动；

[0049] 所述轮足旋转伺服驱动器组605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旋

转伺服电机，以改变机器人的行进方向；

[0050] 所述轮足切换伺服驱动器组606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轮足切

换伺服电机305，以根据障碍物信息实现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的切换；

[0051] 所述轮式伺服驱动器组607接收所述中央控制器601的指令，用于驱动轮式伺服电

机3091，以实现机器人以轮式结构309前进；

[0052] 所述电源管理模块608用于提供供电能及电源管理。

[0053] 进一步地，所述环境感知模块包括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611和摄像头图像识别

单元612，所述摄像头图像识别单元612用于根据所述前视摄像头401、后视摄像头402拍摄

的图像进行特征识别，以形成初步的环境地图信息，所述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611用于根

据所述激光雷达403扫描的障碍物分布情况进行特征识别，以形成初步的障碍物地图信息，

将初步的环境地图信息和初步的障碍物地图信息合成地图信息并传输给所述中央控制器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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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所述导航模块包括GPS导航单元609和惯性导航单元610，所述惯性导航单元610用

于根据自身运动参数预测机器人的运动位置、姿态，所述GPS导航单元609则根据所述中央

控制器601的高精度的地图信息规划机器人的路径、运动姿态，所述惯性导航单元610和所

述GPS导航单元609实时相互调整更新，避免偏离路线，并与所述中央控制器601控制信号连

接。此外，为了过滤信号噪声，还设有卡尔曼滤波器。

[0055] 控制系统配合轮足切换机器人的控制流程如下：GPS导航单元609和惯性导航单元

610相互配合，不断校正机器人的运动位置和姿态，激光雷达图像识别单元611和摄像头图

像识别单元612相互配合，将合成高精度的地图信息并传输给中央控制器601，在机器人行

进过程中，中央控制器601会根据获取的信息判断前进的方向是否偏移规划路线，若发现偏

离则并发出指令调整机器人前进方向。同时，中央控制器601会根据获取的信息识别前方是

否有障碍物或前进到地形复杂的地段，如楼梯等，则可以发出指令切换行走状态，使得机器

人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避障行进和根据复杂的环境情况切换轮式或足式行走状态。

[0056] 上述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是在于让本领域内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

是根据本发明内容的实质所做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0667722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10

CN 110667722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1

CN 110667722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2

CN 110667722 B

12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3

CN 110667722 B

13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4

CN 110667722 B

14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5

CN 110667722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