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21679.1

(22)申请日 2019.10.25

(71)申请人 上海海事大学

地址 20130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海

港大道1550号

(72)发明人 孙招阳　孙振　王胜正　孔令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互顺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1332

代理人 成秋丽

(51)Int.Cl.

B62D 57/02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

人及其操作方法，机器人包括：躯干；第一手抓，

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的一端；第一舵机，驱

动所述第一手抓转动；第二手抓，可旋转的设置

于所述躯干的另一端；第二舵机，驱动所述第二

手抓转动；所述第一手抓包括：所述第一电磁块

和所述第二电磁块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一手掌的

两端，所述第一手掌与所述躯干转动相连；所述

第二手抓与第一手抓结构相同；以及包括电路器

件和动力电池。应用本发明实施例，旨在通过改

进机器人的爬行方式能够跨障碍攀爬，且实现成

本较低，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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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

躯干；

第一手抓，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的一端；

第一舵机，驱动所述第一手抓转动；

第二手抓，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的另一端；

第二舵机，驱动所述第二手抓转动；

所述第一手抓包括：第一手掌、第一电磁块、第二电磁块；所述第一电磁块和所述第二

电磁块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一手掌的两端，所述第一手掌与所述躯干转动相连；

所述第二手抓包括：第二手掌、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所述第三电磁块和所述第四

电磁块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二手掌的两端，所述第二手掌与所述躯干转动相连；

电路器件，设置于所述躯干上，与所述第一舵机、所述第二舵机通信相连；

动力电池，设置于所述躯干上，为所述第一舵机、所述第二舵机、所述电路器件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手抓和所

述第二手抓的结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手掌

和所述第二手掌软体的弧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手掌设置

第一手掌背鳍，所述第一手掌背鳍与所述第一舵机相连，以使所述第一手掌接收所述第一

舵机的驱动力；

第二手掌设置第二手掌背鳍，所述第二手掌背鳍与所述第二舵机相连，以使所述第二

手掌接收所述第二舵机的驱动力。

5.根据权利要求1-2、4任一项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电磁块通过铰链关节安装在第一手掌的一侧，所述第二电磁块通过铰链关节安装在第一

手掌的另一侧；

所述铰链关节使用螺栓与螺母配合并且设置蝶形垫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磁块、

第二电磁块、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上均设置电磁力装置，所述电磁力装置通过打开和关

闭的状态控制所述电磁力装置产生的电磁力。

7.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初始状态，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在下，第二手抓在上，所述第一手抓上的第一电磁

块、第二电磁块与第二手抓上的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全部吸附在目标物体上，其中，所

述第一机器人为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S71，第一电磁块与第二电磁块释放，使第一手抓脱离目标物体；

S72，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向上翻转180°，与此同时，第一舵机带动第一手抓

旋转180°并再次靠近目标物体；

S73，打开第一电磁块与第二电磁块的电磁力，使第一手抓继续吸附目标物体，此时第

一手抓交换至上方，第二手抓交换至下方，循环完成爬杆任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目

标杆件为非铁磁性杆件攀爬时，包括：至少包括第一机器人和第二机器人，且所述第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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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所述第一机器人和所述第二机器人相对设置于目标杆件的两侧；

初始状态为：针对第一机器人，其下方的第一手抓上的电磁块对应第二机器人下方的

第三手抓上的电磁块，第一机器人上方的第二手抓上的电磁块对应第二机器人上方的第四

手抓上的电磁块，控制所有电磁块的电磁力装置的状态为全部打开，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

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吸附，第一机器人的第二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四手抓吸附，

且第一机器人的躯干与第二机器人的躯干全部与目标杆件的基线平行，所述第一机器人与

所述第二机器人对目标杆件形成环抱状态；

S81：释放第一机器人与第二机器人底部的电磁力装置，使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与第

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分离；

S82：安装在第一机器人上的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从目标杆件外侧向上旋转

180°，且躯干的转动导致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背离目标杆件，躯干转动的同时第一舵

机带动第一手抓转动180°，使得躯干转动完毕后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仍朝向目标杆

件；同时进行的是另一侧安装在第二机器人上的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以另一个方

向从目标杆件外侧向上旋转180°，躯干转动的同时第一舵机带动第三手抓转动180°，使得

躯干转动完毕后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仍朝向目标杆件；

S83：打开第一机器人上第一手抓的电磁力装置，以及打开第二机器人上第三手抓的电

磁力装置，使得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相互吸附，此时两侧的所

述第一手抓和所述第三手抓在目标杆件上部第二手抓和第四手抓在目标杆件下部；

S84：第一机器人上的第二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四手抓重复S83第一手抓的动作，如

此循环完成爬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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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改进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及

其操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移动机器人已经应用于军事、医疗、航天、教育、娱乐、抢险救灾、家庭服务及

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并且不断的向新的技术领域伸展。爬杆机器人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其主要功能是参与对管道、路灯、电线杆、树木、斜拉桥柱等金属或非金属杆件的攀爬并

运送相关清洗与检修设备进行相应作业。现有的爬杆机器人大致有以下四种大类型：滚动

式爬杆机器人，夹持式爬杆机器人、仿生式爬杆机器人、吸附式爬杆机器人。现有的机器人

的爬行方式运动都较为复杂，机器人结构繁琐，重量较重，且无法满足物体表面不规则障碍

的避让。

[0003]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多种不规则形状的杆件、类杆件，且效率较高的爬行

方式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

机器人及其操作方法，旨在因此通过单独使用可组合使用的爬行方式能够覆盖更多生活中

常见刚体的攀爬作业，较之常规的爬行方式，本发明通过改进机器人的爬行方式能够跨障

碍攀爬，且实现成本较低，易于实现。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包括：

[0006] 躯干；

[0007] 第一手抓，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的一端；

[0008] 第一舵机，驱动所述第一手抓转动；

[0009] 第二手抓，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的另一端；

[0010] 第二舵机，驱动所述第二手抓转动；

[0011] 所述第一手抓包括：第一手掌、第一电磁块、第二电磁块；所述第一电磁块和所述

第二电磁块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一手掌的两端，所述第一手掌与所述躯干转动相连；

[0012] 所述第二手抓包括：第二手掌、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所述第三电磁块和所述

第四电磁块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二手掌的两端，所述第二手掌与所述躯干转动相连；

[0013] 电路器件，设置于所述躯干上，与所述第一舵机、所述第二舵机通信相连；

[0014] 动力电池，设置于所述躯干上，为所述第一舵机、所述第二舵机、所述电路器件供

电。

[0015]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手抓和所述第二手抓的结构相同。

[0016]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手掌和所述第二手掌软体的弧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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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手掌设置第一手掌背鳍，所述第一手掌背鳍与所述第

一舵机相连，以使所述第一手掌接收所述第一舵机的驱动力；

[0018] 第二手掌设置第二手掌背鳍，所述第二手掌背鳍与所述第二舵机相连，以使所述

第二手掌接收所述第二舵机的驱动力。

[0019]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电磁块通过铰链关节安装在第一手掌的一侧，所述第

二电磁块通过铰链关节安装在第一手掌的另一侧；

[0020] 所述铰链关节使用螺栓与螺母配合并且设置蝶形垫圈。

[0021] 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电磁块、第二电磁块、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上均设

置电磁力装置，所述电磁力装置通过打开和关闭的状态控制所述电磁力装置产生的电磁

力。

[0022] 此外，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操作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

[0023] 初始状态，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在下，第二手抓在上，所述第一手抓上的第一电

磁块、第二电磁块与第二手抓上的第三电磁块、第四电磁块全部吸附在目标物体上，其中，

所述第一机器人为任一项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0024] S71，第一电磁块与第二电磁块释放，使第一手抓脱离目标物体；

[0025] S72，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向上翻转180°，与此同时，第一舵机带动第一

手抓旋转180°并再次靠近目标物体；

[0026] S73，打开第一电磁块与第二电磁块的电磁力，使第一手抓继续吸附目标物体，此

时第一手抓交换至上方，第二手抓交换至下方，如此循环完成爬杆任务。

[0027] 一种实现方式中，在所述目标杆件为非铁磁性杆件攀爬时，包括：至少包括第一机

器人和第二机器人，且所述第二机器人为任一项所述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

[0028] 所述第一机器人和所述第二机器人相对设置于目标杆件的两侧；

[0029] 初始状态为：针对第一机器人，其下方的第一手抓上的电磁块对应第二机器人下

方的第三手抓上的电磁块，第一机器人上方的第二手抓上的电磁块对应第二机器人上方的

第四手抓上的电磁块，控制所有电磁块的电磁力装置的状态为全部打开，第一机器人的第

一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吸附，第一机器人的第二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四手抓吸

附，且第一机器人的躯干与第二机器人的躯干全部与目标杆件的基线平行，所述第一机器

人与所述第二机器人对目标杆件形成环抱状态；

[0030] S81：释放第一机器人与第二机器人底部的电磁力装置，使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

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分离；

[0031] S82：安装在第一机器人上的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从目标杆件外侧向上

旋转180°，且躯干的转动导致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背离目标杆件，躯干转动的同时第

一舵机带动第一手抓转动180°，使得躯干转动完毕后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仍朝向目标

杆件；同时进行的是另一侧安装在第二机器人上的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抓以另一个

方向从目标杆件外侧向上旋转180°，躯干转动的同时第一舵机带动第三手抓转动180°，使

得躯干转动完毕后第一手抓的第一手掌内侧仍朝向目标杆件；

[0032] S83：打开第一机器人上第一手抓的电磁力装置，以及打开第二机器人上第三手抓

的电磁力装置，使得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相互吸附，此时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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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第一手抓和所述第三手抓在目标杆件上部第二手抓和第四手抓在目标杆件下部；

[0033] S84：第一机器人上的第二手抓与第二机器人的第四手抓重复S83第一手抓的动

作，如此循环完成爬杆任务。

[0034] 如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及其操作方法，

对于铁磁性杆件和/或非铁磁性杆件，通过机器人或者机器人组合使用形成环保式爬杆形

式，或者是，对于铁磁性材料的杆件亦或非杆件的铁磁交替吸附形成翻越爬行方式，因此通

过单独使用可组合使用的爬行方式能够覆盖更多生活中常见刚体的攀爬作业，较之常规的

爬行方式，本发明通过改进机器人的爬行方式能够跨障碍攀爬，且实现成本较低，易于实

现。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是本发明手抓与电磁块结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3是本发明对杆件攀爬时的初始状态示意图；

[0038] 图4是本发明对杆件攀爬时的躯干旋转动作示意图；

[0039] 图5是本发明对杆件攀爬时的手抓旋转动作示意图；

[0040] 图6是本发明对杆件攀爬时一个循环完成机器人状态示意图；

[0041] 图7是本发明机器人基体单独使用攀爬初始状态示意图；

[0042] 图8是本发明机器人基体单独使用攀爬时的躯干旋转动作示意图；

[0043] 图9是本发明机器人基体单独使用攀爬时的手抓旋转动作示意图；

[0044] 图10是本发明机器人基体单独使用攀爬时一个循环完成机器人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46] 请参阅图1-10。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

明的基本构想，遂图式中仅显示与本发明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

形状及尺寸绘制，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且其组件

布局型态也可能更为复杂。

[0047]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包括：

[0048] 躯干11；

[0049] 第一手抓12，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11的一端；

[0050] 第一舵机121，驱动所述第一手抓12转动；

[0051] 第二手抓13，可旋转的设置于所述躯干11的另一端；

[0052] 第二舵机131，驱动所述第二手抓13转动；

[0053] 所述第一手抓12包括：第一手掌122、第一电磁块123、第二电磁块124；所述第一电

磁块123和所述第二电磁块124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一手掌122的两端，所述第一手掌122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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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躯干11转动相连；

[0054] 所述第二手抓13包括：第二手掌2、第三电磁块3、第四电磁块4；所述第三电磁块3

和所述第四电磁块4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二手掌2的两端，所述第二手掌2与所述躯干11转动

相连；

[0055] 电路器件16，设置于所述躯干11上，与所述第一舵机121、所述第二舵机  131通信

相连；

[0056] 动力电池15，设置于所述躯干11上，为所述第一舵机121、所述第二舵机  131、所述

电路器件16供电。

[0057] 本发明实施例中，躯干11为一定距离长度的装置，在其两端设置第一手抓和第二

手抓13，可以是对称结构。第一舵机121为带动第一手抓12转动，初始状态位于躯干11上方

的第二手抓13，第二舵机131为带动第二手抓13转动，第一手抓12上设置第一手掌122、第一

电磁块123、第二电磁块124，第二手抓  13上设置第二手掌2、第三电磁块3、第四电磁块4。

[0058]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电磁块123、第二电磁块124、第三电磁块3、第四电磁块4上的

电磁力可以通过电磁力装置的打开与关闭状态进行控制。

[0059] 可以理解的是，当电磁块表面设置具有弹性软性材料，如图1所示的软贴  125和软

贴126用于磁块吸附时的表面接触缓冲。

[0060] 具体的，第一手掌122与第二手掌2为软体的弧形结构，并且具有一定的刚性，具体

可以使用有弹性的金属片体。

[0061] 在实际实用中，动力电池为各个需要供电的模块进行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通

过电路器件16向第一舵机121、第二舵机131发送信息，例入发送移动距离，从而通过使得第

一舵机121带动第一手抓12、第二舵机131带动第二手抓13进行转动，具体的，转动的可以是

360°旋转。

[0062] 以实际实用过程为例进行观察，第一舵机121可以固定设置在躯干11的下侧，第二

舵机131固定设置在躯干11的上侧(此时的上侧与下侧指的是机器人爬杆初始状态时的上

下位置，为一种相对的上侧，反之亦可)。具体的，第一手抓12和第二手抓13的结构相同。

[0063] 一种具体实现方式中，第一手掌122设置第一手掌背鳍1223，第二手掌2  设置第二

手掌背鳍23，第一手掌背鳍1223用于连接第一舵机121，使第一手掌  122在第一舵机121的

控制下转动；第二手掌背鳍23用于连接第二舵机131，使第二手掌2在第二舵机131的控制下

转动。

[0064] 另一种具体实现方式中，第一手掌122与第二手掌2内侧设置软垫1222，使得机器

人环抱所爬杆件3时具有更好的摩擦力，攀爬更稳定。

[0065] 本发明的一种实现中，第一电磁块123通过铰链关节1221安装在第一手掌  122的

一侧，第二电磁块124通过铰链关节安装在第一手掌122的另一侧，铰链关节1221使用螺栓

128与螺母129配合并且设置蝶形垫圈127，使得铰链关节  1221具有一定的阻尼效果，铰链

关节1221可以使手抓间的吸附更贴合牢靠，在机器人基体单独使用时电磁块更适应的贴合

目标物体，阻尼效果使得电磁块可以在手掌上转动，又不显得松垮。

[0066]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分离磁吸式的爬杆机器人操作方法，在使用如图1-2

所是的机器人时，在针对常规的非铁磁性杆件攀爬时：

[0067] 参见图3至6，将第一机器人1设置在目标杆件3的一侧，第二机器人2设置在目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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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3的另外一侧，初始状态，第一机器人1下方的第一手抓12上的第一电磁块123与第二电磁

块124对应第二机器人2下方的第三手抓22上的两个电磁块(由于两个机器人结构相同，所

以第三手抓22上的电磁快与第一手抓  12上的第一电磁块123与第二电磁块124相同，图中

并未展示对应图标名称)，第一机器人1上方的第二手抓13上的第三电磁块3与第四电磁块4

对应第二机器人2上方的第二手抓13上的两个电磁块，控制所有电磁块的电磁力全部打开，

第一机器人的第一手抓12与第二机器人的第三手抓22吸附，第一机器人的第二手抓13与第

二机器人的第二手抓1323吸附，此时第一机器人1的躯干11与第二机器人的躯干全部与目

标杆件3的基线平行，此时第一机器人1与第二机器人2对目标杆件3形成“环抱”状态；

[0068] 第一步：释放左侧第一机器人1与右侧第二机器人2下方的两个电磁块，使第一机

器人1的第一手抓12与第二机器人2的第三手抓22分离；

[0069] 第二步：安装在第一机器人1上的第二舵机131带动躯干11与第一手抓12  从目标

杆件3外侧向上旋转180°，此时躯干11的转动导致第一手抓12的第一手掌122内侧背离目标

杆件3，所以躯干11转动的同时第一舵机121带动第一手抓12转动180°，使得躯干11转动完

毕后第一手抓12的第一手掌122内侧仍朝向目标杆件3；同时进行的是另一侧安装在第二机

器人2上的第二舵机带动躯干与第一手22抓以另一个方向从目标杆件3外侧向上旋转180°，

躯干转动的同时第一舵机带动第三手抓22转动180°，使得躯干转动完毕后第一手抓的第一

手掌内侧仍朝向目标杆件3；

[0070] 第三步：打开第一机器人1上第一手抓12的第一电磁块123与第二电磁块  124的电

磁力，打开第二机器人2上第三手抓22的两个电磁块(例如是以第一手抓12对应的两个电磁

块)的电磁力，使得第一机器人1的第一手抓12与第二机器人2的第一手抓相互吸附，此时两

侧第一手抓12在目标杆件3上部第二手抓13在杆件下部；

[0071] 第四步：第一机器人1上的第二手抓13与第二机器人2的第二手抓13重复第三步第

一手抓的动作，如此循环完成爬杆任务。

[0072] 针对铁磁性杆件或常规非杆件攀爬时可以将第一机器人1与第二机器人2  分离开

单独使用：

[0073] 参见图7至10，初始状态，第一手抓12在下，第二手抓13在上，第一手抓11上的第一

电磁块123、第二电磁块124与第二手抓13上的第三电磁块3、第四电磁块4全部吸附在目标

物体4上；

[0074] 第一步，第一电磁块123与第二电磁块124释放，使第一手抓12脱离目标物体4；

[0075] 第二步，第二舵机131带动躯干11与第一手抓12向上翻转180°，与此同时，第一舵

机121带动第一手抓12旋转180°并再次靠近目标物体4；

[0076] 第三步，打开第一电磁块123与第二电磁块124的电磁力，使第一手抓12  继续吸附

目标物体4，此时第一手抓12交换至上方，第二手抓13交换至下方，

[0077] 此时由于电磁块与手抓之间为铰链连接机构，使得电磁块靠近目标物体时会自主

修复方向使其与目标物体更贴合的吸附。

[0078]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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