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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该装置包括：四个

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车架(E)，货

架(F)和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多足步行运载平

台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均为闭链连杆机

构，由单电机驱动行走，货架(F)上用来承载物

资，由操作员通过遥控器控制多足步行运载平台

的行走方向，实现山地等复杂路面的物资运输。

采用四个相同腿组对称布置，保证了平台运输的

稳定性，并且使平台具有了更好的地形适应能力

和机动性能；同时单电机驱动简化装置控制系

统，操作简单，增强了装置整体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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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其特征在于：

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由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车架(E)，货架(F)和

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组成；所述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和车架(E)实现固定连接，车

架(E)和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实现固定连接，货架(F)和减震弹簧组件(1)实现固定连接；

所述的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的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均由单电机驱

动行走；

所述的第一腿组(A)为四足行走系统，由左侧行走部(A-1)，右侧行走部(A-2)，驱动部

(A-3)和挡板(2)组成；

第二至第四腿组(B、C、D)与第一腿组(A)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及装配方式完全相

同；

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左侧行走部(A-1)由左单腿(A-1-1)和右单腿(A-1-2)组成；

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右侧行走部(A-2)与左侧行走部(A-1)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

及装配方式完全相同；

所述的第一腿组(A)为闭链连杆机构，由单电机驱动行走；

驱动部(A-3)包括：电机(A-3-1)，散热片(A-3-2)，两个电机座(A-3-3)，曲柄1(A-3-4)

和曲柄2(A-3-5)；

驱动部中部件的连接方式为：电机(A-3-1)通过电机两侧的安装孔与左右两个电机座

(A-3-3)实现固定连接，散热片(A-3-2)通过两端的安装孔与电机(A-3-1)实现固定连接，电

机(A-3-1)两端的输出轴与曲柄1(A-3-4)和曲柄2(A-3-5)实现固定连接；

驱动部(A-3)通过驱动曲柄1(A-3-4)和曲柄2(A-3-5)整周转动，实现左单腿(A-1-1)和

右单腿(A-1-2)步行运动；

所述的左单腿(A-1-1)包括：两个第一悬挂件(A-1-1-1)，两个大腿杆(A-1-1-2)，一个

三副杆(A-1-1-3)，一个二副杆(A-1-1-4)，一个小腿杆(A-1-1-5)，和足端(A-1-1-6)；

左单腿(A-1-1)中部件的连接方式为：

两个第一悬挂件(A-1-1-1)与挡板(2)实现固定连接；两个大腿杆(A-1-1-2)，小腿杆

(A-1-1-5)与三副杆(A-1-1-3)均为三角形杆件，三个顶角位置布置安装孔；两个大腿杆(A-

1-1-2)顶角的安装孔分别与第一悬挂件(A-1-1-1)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两个大腿杆

(A-1-1-2)和小腿杆(A-1-1-5)的顶角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两个大腿杆(A-1-

1-2)另一个顶角的安装孔和三副杆(A-1-1-3)一个顶角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

接；三副杆(A-1-1-3)另一顶角安装孔与二副杆(A-1-1-4)端部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

连接；二副杆(A-1-1-4)另一端的安装孔与小腿杆(A-1-1-5)一个顶角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

实现转动连接；小腿杆(A-1-1-5)一个顶角的安装孔与足端(A-1-1-6)的安装孔装配实现固

定连接；

左侧行走部(A-1)中右单腿(A-1-2)的三副杆(A-1-2-3)顶角安装孔、左单腿(A-1-1)三

副杆(A-1-1-3)的顶角安装孔与驱动部(A-3)中曲柄2(A-3-5)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

动连接；

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左侧行走部(A-1)的左单腿(A-1-1)和右单腿(A-1-2)的杆件形

状、机械结构以及装配方式完全相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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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车架(E)包括：底架(E-1)，前架(E-2)，后架(E-3)，左侧架(E-4)，右侧架(E-5)和

八个牛眼轮(3)；

车架(E)为不锈钢钢管架，通过左侧架(E-4)和右侧架(E-5)上的安装孔实现与第一至

第四腿组(A、B、C、D)的固定连接；车架(E)的前架(E-2)，后架(E-3)，左侧架(E-4)和右侧架

(E-5)通过安装孔与八个牛眼轮(3)实现固定连接；

所述的车架(E)左侧架(E-4)和右侧架(E-5)通过安装孔分别与两个牛眼轮(3)实现固

定连接，车架(E)的前架(E-2)和后架(E-3)上有不锈钢钢管，通过开设安装孔分别实现与两

个牛眼轮(3)的固定连接；

所述的货架(F)包括：左舱(F-1)，中舱(F-2)和右舱(F-3)；

货架(F)为不锈钢钢管架；杆1(F-1-1)和杆2(F-1-2)，杆3(F-3-1)和杆4(F-3-2)，分别

固定于左舱(F-1)和右舱(F-3)前后，并且杆1(F-1-1)、杆2(F-1-2)、杆3(F-3-1)和杆4(F-3-

2)中的每一个分别与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中的每两个通过安装孔实现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左单腿(A-1-1)的足端(A-1-1-6)分三层包括：脚踝(A-1-1-6-1)，橡胶(A-1-1-

6-2)和聚四氟乙烯块(A-1-1-6-3)；

足端(A-1-1-6)的连接方式为：脚踝(A-1-1-6-1)，橡胶(A-1-1-6-2)以及聚四氟乙烯块 

(A-1-1-6-3)通过安装孔实现三者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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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具体的讲是由四个相同的四足步行平台组合

而成，保证了平台行走的稳定性以及对复杂地面的适应性；每个四组步行平台均由单电机

驱动，利用闭链连杆机构实现山地运输及越障的一种运载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将闭式运动链应用于步行运载平台的腿部机构，每个腿部机构仅需要一个电机驱

动。较开链腿机构而言，在相同的材质、外载和速度级别的条件下，闭链杆系理论上只承受

拉、压载荷，多为典型的二力杆件，本专利单腿5杆承力，使得闭链腿部机构总体具有良好的

刚度和稳定性。

[0003] 现有的山地运输以履带式和轮式为主，如中国专利CN205087046U“多功能履带式

山地运输车”。与履带和轮式运输相比，腿式移动机构在自身结构和移动方式方面有一些独

特的优势，包括：与地面以离散点接触，从而可以选择合适的落脚点来适应不同的路面；可

以抬起膝部关节来跨越台阶、墙壁等竖直障碍；腿部的空间占用体积小，从而在通过灌木丛

或瓦砾堆时不易被绊住或卡住。这些特点使得腿式移动机构更适合在各种恶劣的地面环境

中工作，作为探测、运输或作战等的移动平台。

[0004] 中国专利CN201457515U公开了“一种步行操纵的山地运输车”，它提出了一种步行

操纵的山地运输车，在刚性车架之上由前往后依次安装有车箱、发动机、变速箱、方向架，车

架之下的左右两边各安装有四个半轴，各半轴上通过轮毂刚性连接有钢质车轮，发动机通

过传动皮带及动力离合器与变速箱联结，变速箱通过转向离合器提供左右两边车轮的独立

驱动从而实现转向，转向离合控制器安装于方向架上。本专利采用的是用四个相同的腿组

对称布置方案，既保证了运输稳定性，又提高了运输货物的质量，并且，腿部机构的设计使

转向更加灵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平台对复杂路面的适应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步行运载平台，保证轻量化腿部机构的基础上可

实现良好的运输机动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由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车架，货架和八个减震弹

簧组件组成；所述的第一至第四腿组和车架实现固定连接，车架和八个减震弹簧组件实现

固定连接，货架和减震弹簧组件实现固定连接。

[0008] 所述的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的每个腿部机构由单电机驱动行走，货架上承载物

资，由操作员用遥控器操作，控制方向，实现山地运输。

[0009] 所述的货架包括：左舱，中舱和右舱。

[0010] 所述的车架包括：底架，前架，后架，左侧架，右侧架和八个牛眼轮。

[0011] 所述的第一腿组为四足行走系统，由左侧行走部，右侧行走部，驱动部和挡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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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0012] 所述的四个腿组中，第二至第四腿组与第一腿组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及装配

方式完全相同。

[0013] 所述的第一腿组的右侧行走部与左侧行走部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及装配方式

完全相同。

[0014] 所述的第一腿组的左侧行走部由左单腿和右单腿组成。

[0015] 所述的第一腿组的左侧行走部中，左单腿和右单腿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及装

配方式完全相同。

[0016] 所述的左单腿包括：两个第一悬挂件，两个大腿杆，一个三副杆，一个二副杆，一个

小腿杆，和足端；足端分三层包括：脚踝，橡胶块和聚四氟乙烯块；驱动单元包括：电机，散热

片，两个电机座，曲柄1和曲柄2。

[0017] 本发明和已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利用闭式运动链应用于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的腿部机构，较轮式运输车而言

与地面以离散点接触，从而可以选择合适的落脚点来适应不同的路面，容易通过台阶、墙

壁、灌木丛或瓦砾堆等障碍。同时，本发明装置采用的是四个相同的腿组对称布置方案，有

效地保证了行走的稳定性，提高了对复杂路面的适应性，并且具有更高的承载能力，每个腿

组均由单电机驱动，简化控制系统。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的整体三维图；

[0020] 图2单个腿组的三维图；

[0021] 图3车架的三维图；

[0022] 图4货架的三维图；

[0023] 图5驱动部的三维图。

[0024] 图6单侧腿组的三维图；

[0025] 图7单腿的三维图；

[0026] 图8足端的三维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由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车架

E，货架F和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组成。所述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和车架E实现固定连

接，车架E和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实现固定连接，货架F和减震弹簧组件1实现固定连接。

[0029] 所述的一种多足步行运载平台的四个相同的第一至第四腿组A、B、C、D由单电机驱

动行走，货架F上承载物资，由操作员用遥控器操作，控制方向，实现山地运输。

[0030] 所述的第一腿组A为四足行走系统，如图2所示，由左侧行走部A-1，右侧行走部A-

2，驱动部A-3和挡板2组成。

[0031] 所述的车架E，如图3所示，由底架E-1，前架E-2，后架E-3，左侧架E-4，右侧架E-5和

八个牛眼轮3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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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车架E为不锈钢钢管架，通过左侧架E-4和右侧架E-5上的安装孔实现与第一至第

四腿组A、B、C、D的固定连接；车架E的前架E-2，后架E-3，左侧架E-4和右侧架E-5通过安装孔

与八个牛眼轮3实现固定连接。

[0033] 所述的车架E左侧架E-4和右侧架E-5通过安装孔分别与两个牛眼轮3实现固定连

接，车架E的前架E-2和后架E-3上有不锈钢钢管，通过开设安装孔分别实现与两个牛眼轮3

的固定连接。

[0034] 所述的货架F，如图4所示，分为左舱F-1，中舱F-2和右舱F-3。

[0035] 货架F为不锈钢钢管架，杆1F-1-1和杆2F-1-2，杆3F-3-1和杆4F-3-2，分别固定于

左舱F-1和右舱F-3前后，并且杆1、杆2、杆3和杆4中的每一个分别与八个减震弹簧组件1中

的每两个通过安装孔实现固定连接。

[0036] 所述的第一腿组A为闭链连杆机构，由单电机驱动行走。

[0037] 如图5所示，驱动部A-3包括：电机A-3-1，散热片A-3-2，两个电机座A-3-3，曲柄1A-

3-4和曲柄2A-3-5。

[0038] 驱动部中部件的连接方式为：电机A-3-1通过电机两侧的安装孔与左右两个电机

座A-3-3实现固定连接，散热片A-3-2通过两端的安装孔与电机A-3-1实现固定连接，电机A-

3-1两端的输出轴与曲柄1A-3-4和曲柄2A-3-5实现固定连接。

[0039] 驱动部A-3通过驱动曲柄1A-3-4和曲柄2A-3-5整周转动，实现左单腿A-1-1和右单

腿A-1-2步行运动。

[0040] 如图6所示，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左侧行走部A-1由左单腿A-1-1和右单腿A-1-2组

成。

[0041] 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右侧行走部A-2与左侧行走部A-1的杆件形状、机械结构以及

装配方式完全相同。

[0042] 如图7所示，所述的左单腿A-1-1包括：两个第一悬挂件A-1-1-1，两个大腿杆A-1-

1-2，一个三副杆A-1-1-3，一个二副杆A-1-1-4，一个小腿杆A-1-1-5，和足端A-1-1-6。

[0043] 左单腿A-1-1中部件的连接方式为：

[0044] 两个第一悬挂件A-1-1-1与挡板2实现固定连接；两个大腿杆A-1-1-2，小腿杆A-1-

1-5与三副杆A-1-1-3均为三角形杆件，三个顶角位置布置安装孔；两个大腿杆A-1-1-2顶角

的安装孔分别与第一悬挂件A-1-1-1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两个大腿杆A-1-1-2和小腿

杆A-1-1-5的顶角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两个大腿杆A-1-1-2另一个顶角的安装

孔和三副杆A-1-1-3一个顶角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三副杆A-1-1-3另一顶角

安装孔与二副杆A-1-1-4端部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二副杆A-1-1-4另一端的安

装孔与小腿杆A-1-1-5一个顶角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小腿杆A-1-1-5一个顶

角的安装孔与足端A-1-1-6的安装孔装配实现固定连接。

[0045] 左侧行走部A-1中右单腿A-1-2的三副杆A-1-2-3顶角安装孔、左单腿A-1-1三副杆

A-1-1-3的顶角安装孔与驱动部A-3中曲柄2A-3-5的安装孔通过装配轴实现转动连接。

[0046] 所述的第一腿组A的左侧行走部A-1的左单腿A-1-1和右单腿A-1-2的杆件形状、机

械结构以及装配方式完全相同。

[0047] 如图7所示，所述的左单腿A-1-1的足端A-1-1-6分三层包括：脚踝A-1-1-6-1，橡胶

块A-1-1-6-2和聚四氟乙烯块A-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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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足端A-1-1-6的连接方式为：脚踝A-1-1-6-1，橡胶A-1-1-6-2以及聚四氟乙烯A-1-

1-6-3通过安装孔实现三者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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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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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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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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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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