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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

人机构,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该机构结构相对

简单、易生产加工，减少了机构的奇异位形并改

善了机构的力传递性能，可用于复杂曲面加工、

运动模拟等领域。该机构包括基座，中间平台，动

平台,第一支链组件，第二支链组件，第三支链组

件，第四支链组件。机构通过第一支链组件、第二

支链组件、第三支链组件和第四支链组件与基

座、中间平台和动平台连接构成。在本机构中，驱

动副为第一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第二支链组件

上的移动副、第三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第四支

链组件上的移动副及中间平台上的移动副，驱动

方式选用滚珠丝杠，动平台作为末端执行器，当

驱动副运动时，动平台作两转动两移动四自由度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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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该并联机器人机构包括：基座

(1)，中间平台(2)，动平台(3) ,第一支链组件(4-1)，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组件(4-

3)，第四支链组件(4-4)；

中间平台(2)的滑槽与基座(1)的一端形成移动副，第一支链组件(4-1)的第一连架杆

(6-1)的圆形孔端与基座(1)通过第一螺栓(5-1)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支链组件(4-1)的第

一连杆(11-1)的一端与中间平台(2)通过第九螺栓(12-1)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支链组件

(4-1)的第一球副杆(9-1)的球形铰链与动平台(3)形成球副；

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组件(4-3)和第四支链组件(4-4)与基座(1)、中间平台

(2)和动平台(3)的连接方式，跟第一支链组件(4-1)与基座(1)、中间平台(2)和动平台(3)

的连接方式完全相同；

第一支链组件(4-1)包括：第一连架杆(6-1)，第一滑块(7-1)，第一连杆(11-1)，第一球

副杆(9-1)，第一十字轴(8-1)，第一螺栓(5-1) ,第五螺栓(10-1) ,第九螺栓(12-1)；

构成第一支链组件(4-1)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一滑块(7-1)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一连

架杆(6-1)中形成移动副，第一滑块(7-1)圆形孔一端与第一连杆(11-1)通过第五螺栓(10-

1)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连架杆(6-1)U形端与第一球副杆(9-1)U形端通过第一十字轴(8-

1)连接形成虎克铰；

第二支链组件(4-2)包括：第二连架杆(6-2)，第二滑块(7-2)，第二连杆(11-2)，第二球

副杆(9-2)，第二螺栓(5-2) ,第六螺栓(10-2) ,第十螺栓(12-2)，第十三螺栓(13-2)；

构成第二支链组件(4-2)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二滑块(7-2)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二连

架杆(6-2)中形成移动副，第二滑块(7-2)圆形孔一端与第二连杆(11-2)通过第六螺栓(10-

2)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二连架杆(6-2)一端与第二球副杆(9-2)U形端通过第十三螺栓(13-

2)连接形成转动副；

第三支链组件(4-3)和第一支链组件(4-1)完全相同，第四支链组件(4-4)和第二支链

组件(4-2)完全相同；

在本机构中，驱动副为第一支链组件(4-1)上的移动副、第二支链组件(4-2)上的移动

副、第三支链组件(4-3)上的移动副、第四支链组件(4-4)上的移动副及中间平台(2)上的移

动副，驱动方式选用滚珠丝杠，动平台(3)作为末端执行器，当驱动副运动时，动平台(3)作

两转动两移动四自由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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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

人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并联式机器人机构由于其具有刚度大、运动精度高、动态响应性能好、机构运动学

逆解容易的优点，得到了国内和国外学术界以及工程界的广泛关注。几十年来，学者们不断

致力于新型并联机器人构型的研发，其中，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构是其中重

要的一类，可应用于复杂曲面加工、运动模拟等领域。现有的四自由度并联机构多存在结构

太复杂、生产加工难的特点，限制了机构的应用。因此，提出一种结构相对简单、易生产加工

的四自由度并联机构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

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实现工作平台在空间两个转动和两个平动的位姿变换，该并

联机构应具有减少机构的奇异位形并改善机构的力传递性能等优点。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该并联机器人机构包括：基座，

第一支链组件，第二支链组件，第三支链组件，第四支链组件，中间平台，动平台。

[0006] 本机构通过第一支链组件、第二支链组件、第三支链组件和第四支链组件与基座、

中间平台和动平台连接构成：中间平台的滑槽与基座的一端形成移动副，第一支链组件的

第一连架杆的圆形孔端与基座通过第一螺栓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支链组件的第一连杆的

一端与中间平台通过第九螺栓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支链组件的第一球副杆的球形铰链与

动平台形成球副。

[0007] 第二支链组件、第三支链组件和第四支链组件与基座、中间平台和动平台的连接

方式，跟第一支链组件与基座、中间平台和动平台的连接方式完全相同。

[0008] 第一支链组件包括：第一连架杆，第一滑块，第一球副杆，第一连杆，第一螺栓，第

五螺栓，第九螺栓，第一十字轴。

[0009] 构成第一支链组件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一滑块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一连架杆中

形成移动副，第一滑块圆形孔一端与第一连杆通过第五螺栓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一连架杆U

形端与第一球副杆U形端通过第一十字轴连接形成虎克铰。

[0010] 第二支链组件包括：第二连架杆，第二滑块，第二球副杆，第二连杆，第二螺栓，第

六螺栓，第十螺栓，第十三螺栓。

[0011] 构成第二支链组件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二滑块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二连架杆中

形成移动副，第二滑块圆形孔一端与第二连杆通过第六螺栓连接形成转动副，第二连架杆

一端与第二球副杆U形端通过第十三螺栓连接形成转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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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第三支链组件和第一支链组件完全相同，第四支链组件和第二支链组件完全相

同。

[0013] 在本机构中，驱动副为第一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第二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第三

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第四支链组件上的移动副及中间平台上的移动副，驱动方式选用滚

珠丝杠，动平台作为末端执行器，当驱动副运动时，动平台作两转动两移动四自由度运动。

[0014] 本发明和已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出的并联机构可以执行空间两转动两移动运动，该机构结构相对简单、

易生产加工，减少了机构的奇异位形并改善了机构的力传递性能，可用于复杂曲面加工、运

动模拟等领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第一支链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第二支链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第三支链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第四支链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中间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动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基座1，中间平台2，动平台3，第一支链组件4-1，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

组件4-3，第四支链组件4-4，第一连架杆6-1，第二连架杆6-2，第三连架杆6-3，第四连架杆

6-4，第一滑块7-1，第二滑块7-2，第三滑块7-3，第四滑块7-4，第一连杆11-1，第二连杆11-

2，第三连杆11-3，第四连杆11-4，第一球副杆9-1，第二球副杆9-2，第三球副杆9-3，第四球

副杆9-4，第一十字轴8-1，第二十字轴8-3，第一螺栓5-1，第二螺栓5-2，第三螺栓5-3，第四

螺栓5-4，第五螺栓10-1，第六螺栓10-2，第七螺栓10-3，第八螺栓10-4，第九螺栓12-1，第十

螺栓12-2，第十一螺栓12-3，第十二螺栓12-4，第十三螺栓13-2，第十四螺栓13-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6] 一种相对自由度为四的结构冗余并联机器人机构，该并联机器人机构包括：基座

1，中间平台2，动平台3,第一支链组件4-1，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组件4-3，第四支链

组件4-4。

[0027] 本机构通过第一支链组件4-1、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组件4-3和第四支链组

件4-4与基座1、中间平台2和动平台3连接构成：中间平台2的滑槽与基座1的一端形成移动

副，第一支链组件4-1的第一连架杆6-1的圆形孔端与基座1通过第一螺栓5-1连接形成转动

副，第一支链组件4-1的第一连杆11-1的一端与中间平台2通过第九螺栓12-1连接形成转动

副，第一支链组件4-1的第一球副杆9-1的球形铰链与动平台3形成球副。

[0028] 第二支链组件4-2、第三支链组件4-3和第四支链组件4-4与基座1、中间平台2和动

平台3的连接方式，跟第一支链组件4-1与基座1、中间平台2和动平台3的连接方式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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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0029] 第一支链组件4-1包括：第一连架杆6-1，第一滑块7-1，第一连杆11-1，第一球副杆

9-1，第一十字轴8-1，第一螺栓5-1,第五螺栓10-1,第九螺栓12-1。

[0030] 构成第一支链组件4-1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一滑块7-1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一连

架杆6-1中形成移动副，第一滑块7-1圆形孔一端与第一连杆11-1通过第五螺栓10-1连接形

成转动副，第一连架杆6-1的U形端与第一球副杆9-1的U形端通过第一十字轴8-1连接形成

虎克铰。

[0031] 第二支链组件4-2包括：第二连架杆6-2，第二滑块7-2，第二连杆11-2，第二球副杆

9-2，第二螺栓5-2,第六螺栓10-2,第十螺栓12-2，第十三螺栓13-2。

[0032] 构成第二支链组件4-2的零部件间的连接：第二滑块7-2方形孔一端嵌套在第二连

架杆6-2中形成移动副，第二滑块7-2圆形孔一端与第二连杆11-2通过第六螺栓10-2连接形

成转动副，第二连架杆6-2一端与第二球副杆9-2的U形端通过第十三螺栓13-2连接形成转

动副。

[0033] 第三支链组件4-3和第一支链组件4-1完全相同，第四支链组件4-4和第二支链组

件4-2完全相同。

[0034] 在本机构中，驱动副为第一支链组件4-1上的移动副、第二支链组件4-2上的移动

副、第三支链组件4-3上的移动副、第四支链组件4-4上的移动副及中间平台2上的移动副，

驱动方式选用滚珠丝杠，动平台3作为末端执行器，当驱动副运动时，动平台3相对于基座1

作两转动两移动四个相对自由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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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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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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