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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

装置包括本体以及与所述本体连接的行动机构、

附着机构和检测机构，行动机构用于带动整个机

体行走，附着机构用于保持机体平衡，检测机构

用于对管道内壁检测，所述行动机构包括均布设

置在本体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所述附着机构

包括支架、均布设置在支架周向的至少三个附着

轮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旋转的第一电机，本

发明装置设置附着轮，在一些竖直管道或者倾斜

管道的检测时，通过附着轮的旋转与建筑管道的

内壁摩擦，可以提供装置本体向上的分力，用于

抵消装置本体整体的重力，实现了机器人在管道

内的支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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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本体以及与所述本体连接的行动机构、附

着机构和检测机构，所述行动机构包括均布设置在本体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所述附着

机构包括支架、均布设置在支架周向的至少三个附着轮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旋转的第

一电机，所述支架与本体柔性连接，所述附着轮通过第一支撑腿与支架连接，所述第一支撑

腿包括与支架连接的第一外腿、可滑动地设置在第一外腿内的第一内腿、设置在第一内腿

和第一外腿之间为所述第一内腿提供沿支架径向的弹性力的第一抵靠装置，所述第一内腿

的一端可沿支架的径向滑动，所述附着轮设置在第一内腿的外端，所述第一外腿与所述支

架铰接，可沿垂直于第一支撑腿所在的平面转动；所述支架和第一外腿之间设置有弹性回

复装置；

所述检测机构包括转盘以及均布设置在转盘周向的至少两个激光探测器，所述转盘以

可沿本体轴线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本体连接，所述本体上设置有线性步进电机，所述线性步

进电机的输出轴平行于本体的轴向设置，所述线性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转盘螺纹连

接，所述转盘的外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电机，所述激光探测器通过连杆机构连接至所述

第三电机的输出轴，所述激光探测器可绕本体的轴向转动，所述连杆机构包括第一连杆和

第二连杆，所述第一连杆的一端与第三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二连杆铰接，所

述激光探测器固定设置在第二连杆的外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回复装置为弹

簧，弹簧的两端分别于支架和第一外腿连接，所述支架和第一外腿上均设置有用于与弹簧

连接的安装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附着轮的母线为弧

形，附着轮的截面内径从中间至两边依次减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附着轮的表面上设

置有若干凸起，所述凸起采用橡胶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动机构还包括用

于驱动所述行动轮旋转的第二电机，所述行动轮通过第二支撑腿与本体连接，所述第二支

撑腿包括与本体连接的第二外腿、可滑动地设置在第二外腿内的第二内腿、设置在第二内

腿和第二外腿之间为所述第二内腿提供沿本体径向的弹性力的第二抵靠装置，所述第二内

腿的一端可沿本体的径向滑动，所述行动轮设置在第二内腿的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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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道作业机器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管道机器人是一种可沿细小管道内部或外部自动行走、携带一种或多种传感器及

操作机械，在工作人员的遥控操作或计算机自动控制下，进行一系列管道作业的机、电、仪

一体化系统。

[0003] 我国管内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己有20余年的历史，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天津大学、太原

理工大学、大庆石油管理局、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等单位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管

道机器人的研究，以前对多轮支撑结构的研究较多，才研究传统轮式移动机器人直接用在

圆形管道的检测和维护。空间多轮结构的管内机器人的轮子与壁面接触时，接触点与轮心

的连线在柱面的半径方向上，并且轮子的行驶方向与柱面的母线平行，这是单个轮子在管

道曲面上位姿的一种特殊情况。轮式移动机器人在管道中运行时，由于管道尺寸大小不、具

有弯道和“T”型接头等，轮式移动机器人的每一个轮子在管道中的位姿是不可预测的产轮

子的轴线方向可能不垂直于圆管的半径方向。

[0004] 现有的有些管道机器人，不能很好地适应竖直或者倾斜的管道的检测，也无法进

入一些弯道进行检测等，只能在一些水平管道内进行检测，且平衡性较差，装置复杂。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可以在各种复杂

的管道内进行检测，检测更为稳定，且平衡性较好。

[0006] 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包括本体以及与所述本体连接的行动机构、附着机构和

检测机构，所述行动机构包括均布设置在本体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所述附着机构包括

支架、均布设置在支架周向的至少三个附着轮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旋转的第一电机，

所述支架与本体柔性连接，所述附着轮通过第一支撑腿与支架连接，所述第一支撑腿包括

与支架连接的第一外腿、可滑动地设置在第一外腿内的第一内腿、设置在第一内腿和第一

外腿之间为所述第一内腿提供沿支架径向的弹性力的第一抵靠装置，所述第一内腿的一端

可沿支架的径向滑动，所述附着轮设置在第一内腿的外端，所述第一外腿与所述支架铰接，

可沿垂直于第一支撑腿所在的平面转动。

[0007] 进一步，所述支架和第一外腿之间设置有弹性回复装置。

[0008] 进一步，所述弹性回复装置为弹簧，弹簧的两端分别于支架和第一外腿连接，所述

支架和第一外腿上均设置有用于与弹簧连接的安装座。

[0009] 进一步，所述附着轮的母线为弧形，附着轮的截面内径从中间至两边依次减小。

[0010] 进一步，所述附着轮的表面上设置有若干凸起，所述凸起采用橡胶材料制成。

[0011] 进一步，所述行动机构还包括用于驱动所述行动轮旋转的第二电机，所述行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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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二支撑腿与本体连接，所述第二支撑腿包括与本体连接的第二外腿、可滑动地设置

在第二外腿内的第二内腿、设置在第二内腿和第二外腿之间为所述第二内腿提供沿本体径

向的弹性力的第二抵靠装置，所述第二内腿的一端可沿本体的径向滑动，所述行动轮设置

在第二内腿的外端。

[0012] 进一步，所述检测机构包括转盘以及均布设置在转盘周向的至少两个激光探测

器，所述转盘以可沿本体轴线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本体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本体上设置有线性步进电机，所述线性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平行于本

体的轴向设置，所述线性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转盘螺纹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转盘的外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电机，所述激光探测器通过连杆机

构连接至所述第三电机的输出轴，所述激光探测器可绕本体的轴向转动。

[0015] 进一步，所述连杆机构包括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所述第一连杆的一端与第三电

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二连杆铰接，所述激光探测器固定设置在第二连杆的外

端。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设置在建筑管道内，装置包括

本体以及与所述本体连接的行动机构、附着机构和检测机构，行动机构用于带动整个机体

行走，附着机构用于保持机体平衡，检测机构用于对管道内壁检测，所述行动机构包括均布

设置在本体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所述附着机构包括支架、均布设置在支架周向的至少

三个附着轮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旋转的第一电机，本发明装置设置附着轮，在一些竖

直管道或者倾斜管道的检测时，通过附着轮的旋转与建筑管道的内壁摩擦，可以提供装置

本体向上的分力，用于抵消装置本体整体的重力，实现了机器人在管道内的支撑平衡。

[0017] 本发明装置所述支架与本体柔性连接，两者的连接方式是柔性的，同时配合可伸

缩的第一支撑腿，使两者可以在通过时可以有一定的过度，让机器本体更容易通道弯道，减

少机器人卡在弯道内的可能，让检测更为容易，提高了检测的效率。

[0018] 所述附着轮通过第一支撑腿与支架连接，本发明通过设置可伸缩的第一支撑腿，

给附着轮提供一定的弹性抵靠力，让附着轮更容易与管道的内壁接触，提高装置本体的平

衡性。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本发明提供如下附图进行

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图1的侧视图；

[0022] 图3为连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的侧视图，图3为连杆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

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包括本体1以及与所述本体1连接的行动机构2、附着机构3和检测

机构4，所述行动机构2包括均布设置在本体1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202，所述附着机构3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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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支架301、均布设置在支架301周向的至少三个附着轮302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302旋

转的第一电机303，所述支架301与本体1柔性连接，所述附着轮302通过第一支撑腿与支架

301连接，所述第一支撑腿包括与支架301连接的第一外腿304、可滑动地设置在第一外腿

304内的第一内腿305、设置在第一内腿305和第一外腿304之间为所述第一内腿305提供沿

支架301径向的弹性力的第一抵靠装置306，所述第一内腿305的一端可沿支架301的径向滑

动，所述附着轮302设置在第一内腿305的外端，所述第一外腿304与所述支架301铰接，可沿

垂直于第一支撑腿所在的平面转动。本实施例第一抵靠装置306采用弹簧，弹簧的底端是固

定设置在本体1上的，同时整体是轴向设置在空心的第一外腿的，弹簧的上端与第一内腿固

定连接。

[0025] 本实施例管状结构检测用机器人设置在建筑管道内，装置包括本体1以及与所述

本体1连接的行动机构2、附着机构3和检测机构4，行动机构2用于带动整个机体1行走，附着

机构3用于保持机体平衡，检测机构4用于对管道内壁检测，所述行动机构2包括均布设置在

本体1周向的至少三个行动轮202，所述附着机构3包括支架301、均布设置在支架301周向的

至少三个附着轮302以及用于驱动所述附着轮302旋转的第一电机303，本发明装置设置附

着轮302，在一些竖直管道或者倾斜管道的检测时，通过附着轮302的旋转与建筑管道的内

壁摩擦，可以提供装置本体向上的分力，用于抵消装置本体整体的重力，实现了机器人在管

道内的支撑平衡。只要第一抵靠装置306提供足够的支撑力，让附着轮302可以紧贴管道的

内壁，在附着轮302转动时，提供竖直向上的分力与装置本体的重力相抵消，理论上是可以

支撑整个装置在管道内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可以理解。

[0026] 本发明装置所述支架301与本体1柔性连接，两者的连接方式是柔性的，同时配合

可伸缩的第一支撑腿，使两者可以在通过时可以有一定的过度，让机器本体更容易通道弯

道，减少机器人卡在弯道内的可能，让检测更为容易，提高了检测的效率。本实施例支架301

与本体1是通过弹簧连接的，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支架301与本体1连接，可以在两者的连线上

实现弯折即可，但是优选为橡胶，最好是方便折弯，但是不容易被拉伸的材料。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外腿304通过支座10与所述支架301铰接，可沿垂直于第一

支撑腿所在的平面转动。通过铰接，第一外腿304是可折叠的，所述支架301和第一外腿304

之间设置有弹性回复装置5。如图1所示，当第一外腿304平行于支架301的径向时，弹性回复

装置处于最大弹性力，当弯道的内径大于或者小于此时弯道的方向时，第一外腿304则恢复

到需要的角度，可让附着轮302更好地适应建筑管道的内壁。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弹性回复装置5为弹簧，弹簧的两端分别于支架301和第一外腿

304连接，所述支架301和第一外腿304上均设置有用于与弹簧连接的安装座6。设置弹簧作

为弹性回复装置，装置简单方便，节约成本。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附着轮302的母线为弧形，附着轮302的截面内径从中间至两边

依次减小。具体形状如图2所示，附着轮302的中部内径较大，外弧面与管道内壁相适应，整

体结构类似于橄榄球的形状。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附着轮302的表面上设置有若干凸起307，所述凸起307采用橡胶

材料制成。设置橡胶材料的凸起307，可以增大附着轮302与管道内壁的摩擦力，更容易装置

本体的平衡，节约能量。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行动机构2还包括用于驱动所述行动轮202旋转的第二电机203，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751477 B

5



所述行动轮202通过第二支撑腿与本体1连接，所述第二支撑腿包括与本体1连接的第二外

腿204、可滑动地设置在第二外腿204内的第二内腿205、设置在第二内腿205和第二外腿204

之间为所述第二内腿205提供沿本体1径向的弹性力的第二抵靠装置206，所述第二内腿205

的一端可沿本体1的径向滑动，所述行动轮202设置在第二内腿205的外端。本发明行动轮

202的设置方式与附着轮302类同，具体作用和效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可以理解，在此不

再赘述。所述第二外腿204通过支座9与所述本体1铰接，可以实现折叠，在装置不用时，节省

了空间。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机构4包括转盘401以及均布设置在转盘401周向的至少两

个激光探测器402，所述转盘402以可沿本体1轴线移动的方式与所述本体1连接。激光探测

器402为现有技术，如申请号为201511022741.0公开的管道内缺陷尺寸测量机构及轮式管

道检测机器人，其具体公开包括摄像头，所述摄像头周边设有激光发射机构，所述激光发射

机构包括至少3个等距设置的激光发射孔，且所述每一激光发射孔的激光发射方向都与摄

像头的光轴平行。因此本装置激光探测器402用于探测缺陷且用于外部显示装置简单，应当

可以实现。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本体1上设置有线性步进电机7，所述线性步进电机7的输出轴8

平行于本体的轴向设置，所述线性步进电机7的输出轴8与所述转盘401螺纹连接。线性步进

电机7可带动输出轴8轴向移动，从而带动激光探测器402轴向移动，能更加全方位地进行检

测，不需要更多复杂的机构就可以实现。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转盘401的外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电机408，所述激光探测器

402通过连杆机构连接至所述第三电机408的输出轴，所述激光探测器402可绕本体1的轴向

转动。如图3所示，所述连杆机构包括第一连杆403和第激光探测器402二连杆404，所述第一

连杆403的一端与第三电机408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另一端与第二连杆404铰接，所述激光探

测器402固定设置在第二连杆404的外端。第一连杆403上设置有支座407，转轴406穿过支座

407和第二连杆404，第二连杆404通过转轴406可转动且可通过螺母405固定。通过设置可弯

折的连杆机构，可让激光探测器402改变不同的检测内径，适应不同大小的管道内检测，让

激光探测器402更贴合管道内壁，检测更为准确。

[003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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