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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

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属于并联机器人领域。该机

器人包括定平台、用于安装执行器的动平台部件

以及四条结构相同的支链，所述四条支链相对定

平台呈圆周对称布置，该四条支链分别连接于定

平台和动平台部件之间，并与该定平台和动平台

部件构成空间闭环机构。控制四条支链中各个驱

动电机的转动，可以实现动平台部件中上动平台

的三个移动自由度以及一个转动自由度，将上动

平台的中心轴作为输出端连接执行器，可实现执

行器的SCARA运动。本发明具有结构紧凑、运动灵

活、控制简单、刚度和稳定性较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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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定平台(1)、

安装执行器的动平台部件(8)以及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第四支链

(IV)，四条所述支链相对定平台(1)呈圆周对称布置，该四条支链分别连接于定平台(1)和

动平台部件(8)之间，并与所述定平台(1)和动平台部件(8)构成空间闭环机构；其中，四条

支链的一端分别与定平台(1)紧固，四条支链的一另端分别与动平台部件(8)通过转动副配

合；

所述动平台部件(8)包括：上动平台(8-1)和下动平台(8-2)，执行器(8-3)，以及两个固

定转动件(8-4、8-7)和两个连接转动件(8-5、8-6)；所述上动平台(8-1)包括两个支臂，在上

动平台(8-1)两支臂的汇交点设有中心轴；所述下动平台(8-2)包括两个支臂，在下动平台

(8-2)两支臂的汇交点设有中心孔；其中，第一固定转动件(8-4)、第二固定转动件(8-7)分

别与下动平台(8-2)的第一、第二支臂末端紧固，上动平台(8-1)的中心轴和下动平台(8-2)

的中心孔通过转动副配合，上动平台(8-1)中心轴末端与执行器(8-3)紧固，第一连接转动

件(8-5)、第二连接转动件(8-6)分别与上动平台(8-1)的第一、第二支臂末端通过转动副配

合；所述第一固定转动件(8-4)、第一连接转动件(8-5)、第二连接转动件(8-6)和第二固定

转动件(8-7)分别与四条支链的另一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四条所述支链结构相

同，均包括：驱动电机(2)、减速器(3)、驱动大臂前端(4)、驱动大臂(5)、驱动大臂末端(6)、

平行四边形部件(7)以及运动副；其中，驱动电机(2)的输出轴与减速器(3)的输入轴配合以

传递扭矩与转速，驱动大臂前端(4)与驱动大臂(5)一端紧固，驱动大臂(5)另一端与驱动大

臂末端(6)紧固；所述运动副有3个：一个是连接于驱动大臂前端(4)和减速器(3)输出轴之

间的转动副R，一个是连接于驱动大臂末端(6)和平行四边形部件(7)一端之间的转动副R，

一个是连接于平行四边形部件(7)另一端与动平台部件(8)之间的转动副R；所述减速器(3)

与定平台(1)紧固。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行四边形部件

(7)，包括：两个小臂短杆和两个小臂长杆，其中，第一小臂短杆(7-1-a)两端分别与第一小

臂长杆(7-1-c)、第二小臂长杆(7-1-d)的上端通过转动副配合，第一小臂长杆(7-1-c)、第

二小臂长杆(7-1-d)的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1-b)的两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行四边形部件

(7)包括：两个小臂短杆、两个小臂横杆和两个小臂长杆，两个所述小臂横杆为抗扭弹性杆，

装配时为预拉伸状态；其中，第一小臂短杆(7-2-a)两端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2-c)、第二

小臂长杆(7-2-d)的上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下

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2-b)两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横杆(7-2-e)两端分别与第一

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中上端通过转动副配合，第一小臂长杆(7-2-

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中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横杆(7-2-f)的两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平台部件(8)还

包括增速器模块(8-8)，该增速器模块由密封外壳和位于外壳内的行星轮系结构组成；其

中，密封外壳顶部与下动平台(8-2)紧固，行星轮系结构的输入轴与上动平台(8-1)紧固，行

星轮系结构的输出轴与执行器(8-3)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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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并联机器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三维移

动和一维转动)高速并联机器人。该机器人可应用于具有拾取和放臵操作的工况环境。

背景技术

[0002] 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意为具有选择顺应性的装

配机器人手臂，该机器人手臂具有四个运动自由度，包括沿X，Y，Z方向的移动和绕Z方向的

转动，在水平面内具有很好的顺应性，在垂直于水平面方向上具有优异的刚性。该类机器人

手臂主要功能是pick-and-place(拾取和放臵)，因此广泛应用于塑料工业、电子工业、药品

工业和食品工业领域，可以高效地完成包装、制造、装配以及搬运等操作。

[0003] 全球首款SCARA运动机器人由串联机构实现，串联机构通过运动副依次连接而成，

为开环结构，具有大的工作空间和高的灵活度，但其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各运动副误差累积

导致末端精度低、刚度底、惯性大，动力学性能不好。并联机构是一种闭环结构，其动平台通

过至少两个独立的运动链与定平台相连接。与串联机构相比，并联机构具有刚度高、精度

高、动力学性能好、结构紧凑等优点。

[0004] 基于并联机构的优点，CLAVEL提出了由三条对称支链构成的可实现三维平动的

Delta并联机构(US4976582)，具有高速运动特性，在此构型的基础上，ABB公司研发了

“Flexpicker”并联机器人并应用于食品包装生产线中代替人工完成食品等的快速分拣操

作；为进一步增加拾取动作的柔性和效率，PIERROT等提出了具有四条支链，双动平台特征

的可实现SCARA运动的H4并联机构(US20090019960和EP1084802)；随后Adept公司成功将其

商业化，典型代表有“Adept  Quattrro”并联机器人。

[0005] 对于以上部分设计的优缺点，有文献进行了点评，不足之处总结如下：专利

CN202592386指出专利US4976582中Delta机构只具有空间平动的三个自由度，不能实现拾

取角度的旋转；专利CN102161200指出专利US20090019960和EP1084802中H4机构动平台的

多个部件处于同一平面内，使得动平台尺寸较大，不够紧凑，且相邻的两条支链驱动动平台

的一个部件，传力效果不好，不利于提高机构效率；专利CN101863024、CN102161201指出专

利US20090019960和EP1084802中动平台尺寸较大，其上设置的放大机构增加了动平台的重

量；专利CN102152306指出专利US20090019960和EP1084802中动平台受驱动的部件是相当

于平行四边形的一组对边，结构不紧凑，活动不灵活，受力不均匀，不利于提高机构效率；专

利CN102229141指出专利US20090019960和EP1084802中动平台受驱动的部件只有两个，这

两个部件相当于平行四边形的一组对边，这样的驱动方式不灵活，受力情况不均匀，不利于

机构的顺畅运行。

[0006] 综上，设计研发性能优异的SCARA运动并联机器人仍是机器人领域关注的热点问

题，一款结构紧凑、运动灵活的高性能SCARA并联机器人必将具有广阔的科研及应用前景。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7225559 B

3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串联SCARA机器人的缺点和现有并联SCARA机器人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一种新型的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该并联机器人包括定平台、安装

执行器的动平台以及第一支链、第二支链、第三支链、第四支链，所述四条支链分别连接于

定平台和动平台之间，并与该定平台和动平台构成空间闭环机构。通过四条支链内部的驱

动电机转动，将运动传递至动平台末端的执行器，可以实现执行器的SCARA运动。

[000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

括：定平台(1)、安装执行器的动平台部件(8)以及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

(III)、第四支链(IV)，四条所述支链相对定平台呈圆周对称布置，该四条支链分别连接于

定平台和动平台部件之间，并与所述定平台和动平台部件构成空间闭环机构；其中，四条支

链的一端分别通过螺栓与定平台(1)紧固，四条支链的一另端分别与动平台部件通过转动

副配合。

[0009] 四条所述支链结构相同，均包括：驱动电机(2)、减速器(3)、驱动大臂前端(4)、驱

动大臂(5)、驱动大臂末端(6)、平行四边形部件(7)以及运动副；其中，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

减速器的输入轴配合以传递扭矩与转速，驱动大臂前端与驱动大臂一端紧固，驱动大臂另

一端与驱动大臂末端紧固；所述运动副有3个：一个是连接于驱动大臂前端和减速器输出轴

之间的转动副R，一个是连接于驱动大臂末端和平行四边形部件一端之间的转动副R，一个

是连接于平行四边形部件(7)另一端与动平台部件(8)之间的转动副R；所述减速器与定平

台(1)紧固。

[0010] 所述动平台部件(8)包括：上动平台(8-1)和下动平台(8-2)，执行器(8-3)，以及两

个固定转动件(8-4、8-7)和两个连接转动件(8-5、8-6)；所述上动平台包括两个支臂，在上

动平台两支臂的汇交点设有中心轴；所述下动平台包括两个支臂，在下动平台两支臂的汇

交点设有中心孔；其中，第一固定转动件(8-4)、第二固定转动件(8-7)分别与下动平台的第

一、第二支臂末端紧固，上动平台的中心轴和下动平台的中心孔通过转动副配合，上动平台

中心轴末端与执行器(8-3)紧固，第一连接转动件(8-5)、第二连接转动件(8-6)分别与上动

平台的第一、第二支臂末端通过转动副配合；所述第一固定转动件(8-4)、第一连接转动件

(8-5)、第二连接转动件(8-6)和第二固定转动件(8-7)分别与四条支链的另一端通过转动

副配合。

[0011] 所述平行四边形部件(7)具有两种实现方式：

[0012] 第一种平行四边形部件(7)包括：两个小臂短杆和两个小臂长杆，其中，第一小臂

短杆(7-1-a)两端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1-c)、第二小臂长杆(7-1-d)的上端通过转动副

配合，第一小臂长杆、第二小臂长杆的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1-b)的两端通过转动副

配合。

[0013] 第二种平行四边形部件(7)包括：两个小臂短杆、两个小臂横杆和两个小臂长杆，

两个所述小臂横杆为抗扭弹性杆，装配时为预拉伸状态；其中，第一小臂短杆(7-2-a)两端

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上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长杆、

第二小臂长杆的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2-b)两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横杆(7-2-

e)两端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第二小臂长杆的中上端通过转动副配合，第一小臂长杆、第二

小臂长杆的中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横杆(7-2-f)的两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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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动平台部件(8)还包括增速器模块(8-8)，该增速器模块由密封外壳和位于外

壳内的行星轮系结构组成；其中，密封外壳顶部与下动平台(8-2)紧固，行星轮系结构的输

入轴与上动平台(8-1)紧固，行星轮系结构的输出轴与执行器(8-3)紧固。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动平台部件中的上动平台相对下动平台具有一维转动自由度，上动平台和

下动平台共同具有的三维移动自由度。动平台部件具有结构简单、紧凑和运动灵活等特点。

动平台部件和平行四边形部件作为单独部件，可以整体替换，模块化程度高。本发明整体为

并联机构，具有刚度高、精度高、动力学性能好等优点。

[0017] 本发明上动平台和下动平台之间可以加入增速器模块，实现角度放大功能，因此，

上动平台相对下动平台只需要转动较小的角度即可实现大角度输出，使得结构更加紧凑。

另外，增速器模块可实现密封润滑，具有传动精度和效率高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部件7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部件7局部放大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部件8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部件7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部件7局部放大视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部件8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详细说明如下：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的一种可实现SCARA运动的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的结构如图1所示，

包括定平台1、用于安装执行器的动平台部件8以及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

第四支链IV，所述四条支链相对定平台1呈圆周对称布置，该四条支链分别连接于定平台1

和动平台部件8之间，并与该定平台1和动平台部件8构成空间闭环机构。

[0028] 所述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和第四支链IV结构相同，如图1所示，以

第一支链I为例，包括：驱动电机2、减速器3、驱动大臂前端4、驱动大臂5、驱动大臂末端6、平

行四边形部件7以及运动副；各零部件的装配关系为：驱动电机2的输出轴与减速器3的输入

轴配合以传递扭矩与转速，减速器3的输出轴与驱动大臂前端4配合以传递扭矩与转角，驱

动大臂前端4与驱动大臂5一端紧固，驱动大臂5另一端与驱动大臂末端6紧固，驱动大臂末

端6和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一端(第一小臂短杆7-1-a，如图3所示)通过转动副连接，平行四

边形部件7的另一端(第二小臂短杆7-1-b，如图3所示)与动平台部件8通过转动副连接。所

述运动副有3个，一个是连接于驱动大臂前端4和减速器3之间的转动副R，一个是连接于驱

动大臂末端6和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一端(第一小臂短杆7-1-a)之间的转动副R，一个是连接

于平行四边形部件7另一端(第二小臂短杆7-1-b)与动平台部件8之间的转动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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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结构如图2所示(局部结构放大见图3)，包括第一小臂短

杆7-1-a、第二小臂短杆7-1-b、第一小臂长杆7-1-c和第二小臂长杆7-1-d；各零件的装配关

系为：第一小臂短杆7-1-a两端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1-c、第二小臂长杆7-1-d的上端通过

转动副配合，第一小臂长杆7-1-c、第二小臂长杆7-1-d的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1-b的

两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0030] 所述动平台部件8的结构如图4所示，包括：上动平台8-1和下动平台8-2，执行器8-

3，以及两个固定转动件(8-4、8-7)和两个连接转动件(8-5、8-6)；上动平台8-1两个支臂末

端分别设置一个连接转动件、上动平台两支臂汇交点设有中心轴，下动平台8-2两个支臂末

端分别设置一个固定连接件、下动平台两支臂汇交点设有中心孔；其中，第一固定转动件8-

4与下动平台8-2的第一支臂末端紧固，第二固定转动件8-7与下动平台8-2的第二支臂末端

紧固，上动平台的中心轴和下动平台的中心孔通过转动副配合，上动平台8-1中心轴末端与

执行器8-3紧固，第一连接转动件8-5与上动平台8-1的第一支臂末端通过转动副配合，第二

连接转动件8-6与上动平台8-1的第二支臂末端通过转动副配合；

[0031] 所述定平台1、动平台部件8以及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第四支链

IV的总体装配关系为：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第四支链IV中的四个减速器3

分别通过螺栓与定平台1紧固，第一支链I、第二支链II、第三支链III、第四支链IV中的平行

四边形部件7的另一端(第二小臂短杆7-1-b)分别与动平台部件8中的第一固定转动件8-4、

第一连接转动件8-5、第二连接转动件8-6和第二固定转动件8-7通过转动副配合。

[0032] 综上，本发明利用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姿态保持性，将四个支链中各个驱动电机的

独立转动，转换为动平台部件8中上动平台8-1沿X，Y，Z方向的三个移动自由度和绕Z方向的

转动自由度，最终带动执行器8-3沿X，Y，Z方向的三个移动和绕Z方向的转动。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发明的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结构还可以如图5所示(局部结构放大见图6)，包括

第一小臂短杆7-2-a、第二小臂短杆7-2-b、第一小臂横杆7-2-e、第二小臂横杆7-2-f、第一

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值得强调的是第一小臂横杆7-2-e和第二小臂横杆7-

2-f为抗扭弹性杆，装配时为预拉伸状态。各零件的装配关系为：第一小臂短杆7-2-a两端分

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上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长杆7-2-c、

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短杆7-2-b两端通过球面配合，第一小臂横杆7-

2-e两端分别与第一小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中上端通过转动副配合，第一小

臂长杆7-2-c、第二小臂长杆7-2-d的中下端分别与第二小臂横杆7-2-f的两端通过转动副

配合。

[0035] 实施例3：

[0036] 本发明的动平台部件8的结构还可以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动平台部件8在实施

例1所述的动平台部件基础上增设了增速器模块8-8，该增速器模块由密封外壳和位于外壳

内的行星轮系结构组成；其中，密封外壳顶部与下动平台8-2紧固，行星轮系结构的输入轴

与上动平台8-1紧固，行星轮系结构的输出轴与执行器吸盘8-3紧固。本实施例动平台部件8

的其他组成部件均与实施例1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0037] 本发明平行四边形部件7的两种类型(图2和图5)和动平台部件8的2种类型(图4和

图7)可以按照需求任选其一进行搭配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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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发明以典型实施例进行了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超出本发明范围的情况

下，可对尺寸和形状做显而易见的变化和修改，以用来适应不同的应用对象和工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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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07225559 B

8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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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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