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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

包括支撑平台、卷扬驱动系统、吊具支撑板、吊

具、位姿调整机构、导轨安装板、导轨和滑块。支

撑平台包括斜铁、扶梯、导轨固定架和操作平台；

卷扬驱动系统包括卷扬机、导向滑轮、牵引绳和

吊环，卷扬机共两组，分别置于支撑平台一级和

二级平台上；位姿调整机构包括吊耳、位置调整

支架和两组对称布置的X、Y移动调节台，X、Y移动

调节台主要包括底板、四根导轨、四个滑块、工作

台、连接杆及四组驱动装置，驱动装置包括伺服

电机、联轴器、抱闸、减速器及滚珠丝杠；连接机

构包括手轮、连接杆承力架、连接杆、伸缩弹簧和

压板；导轨共两条，对称安装在导轨安装板上，且

末端有机械限位挡块。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09896410 B

2020.03.13

CN
 1
09
89
64
10
 B



1.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支撑平台、卷扬驱动系统、吊具支

撑板、吊具、位姿调整机构、导轨安装板以及导轨滑块系统；所述吊具固定至所述吊具支撑

板，所述吊具支撑板与所述支撑平台固连，所述卷扬驱动系统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上，所述

卷扬驱动系统包括第一卷扬驱动系统和第二卷扬驱动系统，所述第一卷扬驱动系统与所述

吊具相连以控制负载的升降；所述第二卷扬驱动系统与所述位姿调整机构相连以控制所述

位姿调整机构的升降；所述导轨滑块系统包括导轨和滑块，所述滑块在所述导轨上移动；所

述导轨通过所述导轨安装板安装至所述支撑平台上；所述吊具支撑板连接至设置所述导轨

滑块系统的支撑平台的侧面，所述位姿调整机构通过所述导轨滑块系统与所述支撑平台相

连，所述位姿调整机构设置在所述吊具支撑板的下方，所述位姿调整机构随着所述滑块在

所述导轨上竖直移动；

所述位姿调整机构包括吊耳、位置调整支架和两组对称布置的X、Y移动调节台，所述X、

Y移动调节台包括底板、四根导轨、四个滑块、工作台、连接杆及四组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

置包括伺服电机、联轴器、抱闸、减速器及滚珠丝杠，所述X、Y移动调节台中X向移动机构包

括第三伺服电机、第一联轴器、第三减速器、第一滚珠丝杠、第二导轨和第二滑块，X向移动

机构通过第三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一滚珠丝杠转动，带动第二滑块在第二导轨上水平移

动，完成X方向水平位姿调整；Y向移动机构包括第四伺服电机、第二联轴器、第四减速器、第

二滚珠丝杠、第三导轨和第三滑块，Y向移动机构通过第四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二滚珠丝杠

转动，带动第三滑块在第三导轨上水平移动，完成Y方向的水平位姿调整，其中X、Y向移动机

构呈交叉垂直分布，且叠加布置于位置调整支架上，所述两组X、Y移动调节台同向运动可以

完成负载的X、Y方向的移动调姿，两组X、Y移动调节台的Y向运动若为反向运动则可以完成

负载的绕Z轴旋转调姿，此时位姿调整机构完成了两移、一转的三自由度调姿，结合卷扬驱

动系统可以带动负载竖直上下运动，即整体可完成两转、两移的四自由度调姿对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平台包括斜铁、

扶梯、导轨固定架和操作平台，所述支撑平台固定于地面且其上具有所述扶梯和所述操作

平台；所述斜铁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的下部，对所述支撑平台进行整体调平；所述扶梯设置

在所述支撑平台的一侧，所述扶梯包括两部分，其分别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的第一部分和

第二部分；所述导轨固定架设置在与所述扶梯所在的支撑平台的侧面相邻的所述扶梯第二

部分的侧面以支撑所述导轨以及负载；所述操作平台位于所述支撑平台中一侧，并在所述

导轨支撑架的下部以便装配对接过程中直接进行人工观察或操作。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平台采用槽钢和

方钢焊接而成，其中四根主承力立柱为两根面对面的槽钢焊接组成。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卷扬驱动系统包括卷

扬机、导向滑轮、牵引绳以及吊环，所述卷扬机分别置于所述支撑平台第一部分的上表面和

所述支撑平台第二部分的上表面，即所述支撑平台一级和二级平台上；与负载直接相连的

第一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一卷扬机位于二级支撑平台上，通过所述导向滑轮的第一牵引绳的

第一端与所述第一卷扬机相连，所述第一牵引绳的第二端通过所述吊环与所述吊具相连，

第一伺服电机通过第一减速器驱动所述第一卷扬机的第一卷扬筒旋转，第一卷扬筒收放第

一牵引绳，第一牵引绳通过吊具实现负载的升降；

与位姿调整机构直接相连的第二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二卷扬机位于一级支撑平台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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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述导向滑轮进行的第二牵引绳第一端与第二卷扬机相连，第二牵引绳的第二端通过所

述位姿调整机构的吊耳与所述位姿调整机构相连，第二伺服电机通过第二减速器驱动所述

第二卷扬机的第二卷扬筒旋转，第二卷扬筒收放第二牵引绳，第二牵引绳通过位姿调整机

构的位置调整支架上的吊耳实现位姿调整机构的升降；所述吊具支撑板与所述支撑平台固

连，其上装有用于起吊负载的所述导向滑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各导轨上分别安装两个滑

块，共2条直线导轨，通过所述滑块与位置调整支架进行连接，升降导轨对称安装在导轨安

装板上，且末端有机械限位挡块，防止所述滑块与所述导轨分离。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耳共四组，均布在

位置调整支架两侧，其配置用于第二卷扬驱动系统能通过牵引绳与所述吊耳相连，带动位

姿调整机构完成竖直方向移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连接机构包括手轮、连接

杆承力架、连接杆、伸缩弹簧和压板；所述连接机构通过连接杆承力架与X、Y移动调节台固

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为阶梯轴，所

述连接杆的下部与所述伸缩弹簧连接，通过所述压板将所述伸缩弹簧装配在连接杆承力架

内部，使得所述连接杆能在所述连接杆承力架微量调整，所述连接杆的上端与所述手轮相

连，通过所述手轮转动能带动所述连接杆在连接杆承力架上转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下端为销结

构，所述连接杆上端为螺纹，通过上端的螺纹部分将负载和所述位姿调整机构连接在一起；

为了保证所述位姿调整机构与负载的可靠连接，所述连接杆承力架与所述X、Y移动调节台

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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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部件装配技术，特别是一种用于大型装配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

台。

背景技术

[0002] 航天卫星的制造过程中，卫星舱和卫星本体的装配是一个费时费力的环节，由于

卫星舱和卫星本体重达上吨，且尺寸轮廓较大，多为几米高，其上附有大量高精密电子元

件，将其装配在一起很容易由于操作不当造成零部件的磕碰或损坏，给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当前通过众多人力共同完成两者的装配，且耗费较长时间，生产效率极低，与高精度和自动

化装配的现代化技术发展的方向相违背。并且当前对于大型件的装配技术多为卧式装配，

在装配时自身重力往往对彼此的影响不可忽略，对工艺的要求更为苛刻。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通过卷扬驱动系

统牵引吊具完成对卫星舱垂向运动，具体地，通过卷扬驱动系统牵引位置调整支架上吊耳

完成对位姿调整机构的垂向运动；通过对称布置于位置调整支架的驱动机构以及卷扬驱动

系统完成两转、两移的四自由度调姿运动；通过连接机构完成调姿机构与装配件的连接；通

过卷扬驱动系统布置位置使得负载整体重心向支撑平台偏移；本发明具有结构紧凑、工作

范围大、位姿调整灵活、操作简单，装配效率高，其能够广泛应用于大部件的自动化装配。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包括支撑平台、卷扬驱动系统、吊具支撑板、吊具、

位姿调整机构、导轨安装板以及导轨滑块系统；所述吊具固定至所述吊具支撑板，所述吊具

支撑板与所述支撑平台固连，所述卷扬驱动系统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上，所述卷扬驱动系

统包括第一卷扬驱动系统和第二卷扬驱动系统，所述第一卷扬驱动系统与所述吊具相连以

控制负载的升降；所述第二卷扬驱动系统与所述位姿调整机构相连以控制所述位姿调整机

构的升降；所述导轨滑块系统包括导轨和滑块，所述滑块在所述导轨上移动；所述导轨通过

所述导轨安装板安装至所述支撑平台上；所述吊具支撑板连接至设置所述导轨滑块系统的

支撑平台的侧面，所述位姿调整机构通过所述导轨滑块系统与所述支撑平台相连，所述位

姿调整机构设置在所述吊具支撑板的下方，所述位姿调整机构随着所述滑块在所述导轨上

竖直移动。

[0006] 优选地，所述支撑平台包括斜铁、扶梯、导轨固定架和操作平台，所述支撑平台固

定于地面且其上具有所述扶梯和所述操作平台；所述斜铁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的下部，对

所述支撑平台进行整体调平；所述扶梯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的一侧，所述扶梯包括两部分，

其分别设置在所述支撑平台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导轨固定架设置在与所述扶梯所

在的支撑平台的侧面相邻的所述扶梯第二部分的侧面以支撑所述导轨以及负载；所述操作

平台位于所述支撑平台中一侧，并在所述导轨支撑架的下部以便装配对接过程中直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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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观察或操作。

[0007] 优选地，所述支撑平台采用槽钢和方钢焊接而成，其中四根主承力立柱为两根面

对面的槽钢焊接组成。

[0008] 优选地，所述卷扬驱动系统包括卷扬机、导向滑轮、牵引绳以及吊环，所述卷扬机

分别置于所述支撑平台第一部分的上表面和所述支撑平台第二部分的上表面，即所述支撑

平台一级和二级平台上；与负载直接相连的第一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一卷扬机位于二级支撑

平台上，通过所述导向滑轮的第一牵引绳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一卷扬机相连，所述第一牵引

绳的第二端通过所述吊环与所述吊具相连，第一伺服电机通过第一减速器驱动第一卷扬筒

旋转，第一卷扬筒收放第一牵引绳，第一牵引绳通过吊具实现负载的升降；

[0009] 与调姿机构直接相连的第二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二卷扬机位于一级支撑平台上，通

过所述导向滑轮进行的第二牵引绳第一端与第二卷扬机相连，第二牵引绳的第二端通过所

述吊耳与所述位姿调整机构相连，第二伺服电机通过第二减速器驱动第二卷扬筒旋转，第

二卷扬筒收放第二牵引绳，第二牵引绳通过调姿机构的位置调整支架上的吊耳实现调姿机

构的升降；所述吊具支撑板与所述支撑平台固连，其上装有用于起吊负载的所述导向滑轮。

[0010] 优选地，各导轨上分别安装两个滑块，共2条直线导轨，通过所述滑块与位置调整

支架进行连接，升降导轨对称安装在导轨安装板上，且末端有机械限位挡块，防止所述滑块

与所述导轨分离。

[0011] 优选地，所述位姿调整机构包括吊耳、位置调整支架和两组对称布置的X、Y移动调

节台，所述X、Y移动调节台包括底板、四根导轨、四个滑块、工作台、连接杆及四组驱动装置，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伺服电机、联轴器、抱闸、减速器及滚珠丝杠，所述X、Y移动调节台中X向

移动机构包括第三伺服电机、第一联轴器、第三减速器、第一滚珠丝杠、第二导轨和第二滑

块，X向移动机构通过第三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一滚珠丝杠转动，带动第二滑块在第二导轨

上水平移动，完成X方向水平位姿调整；Y向移动机构包括第四伺服电机、第二联轴器、第四

减速器、第二滚珠丝杠、第三导轨和第三滑块，Y向移动机构通过第四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

二滚珠丝杠转动，带动第三滑块在第三导轨上水平移动，完成Y方向的水平位姿调整，其中

X、Y向移动机构呈交叉垂直分布，且叠加布置于位姿调整支架上，所述两组X、Y移动调节台

同向运动可以完成负载的X、Y方向的移动调姿，两组X、Y移动调节台的Y向运动若为反向运

动则可以完成负载的绕Z轴旋转调姿，此时位姿调整机构完成了两移、一转的三自由度调

姿，结合卷扬驱动系统可以带动负载竖直上下运动，即整体可完成两转、两移的四自由度调

姿对接。

[0012] 优选地，所述吊耳共四组，均布在位姿调整支架两侧，其配置用于第二卷扬驱动系

统能通过牵引绳与所述吊耳相连，带动位姿调整机构完成竖直方向移动。

[0013] 优选地，连接机构包括手轮、连接杆承力架、连接杆、伸缩弹簧和压板；所述连接机

构通过连接杆承力架与X、Y移动调节台固定连接。

[0014] 优选地，所述连接杆为阶梯轴，所述连接杆的下部与所述伸缩弹簧连接，通过所述

压板将所述伸缩弹簧装配在连接杆承力架内部，使得所述连接杆能在所述连接杆承力架微

量调整，所述连接杆的上端与所述手轮相连，通过所述手轮转动能带动所述连接杆在连接

杆承力架上转动。

[0015] 优选地，所述连接杆下端为销结构，所述连接杆上端为螺纹，通过上端的螺纹部分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896410 B

5



将负载和所述位姿调整机构连接在一起；为了保证所述位姿调整机构与负载的可靠连接，

所述连接杆承力架与所述X、Y移动调节台固定连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采用串并混联机构，结构紧凑，能够完成两个方向的转动以及两个方向

的移动自由度。

[0018] (2)本发明能够完成立式调姿，且精度高、误差小，在上下运动范围大，调姿范围

广。

[0019] (3)本发明的支撑平台通过斜铁与地面连接，可用于对支撑平台整体的调平，且其

上具有爬梯和操作平台，便于操作人员施工。

[0020] (4)本发明的卷扬驱动有两组，既可以单独运动，又能同步运动，可操作性强。

[0021] (5)本发明的卷扬驱动系统位于二级支撑平台上，使得负载悬臂重心向支撑平台

方向偏移，负载能力强，可靠性和安全性更高，同样满足大型装配件的装配调姿。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的支撑平台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的位姿调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以及

[0025]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的连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将参考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特征和性能方面。附图中相同

的附图标记表示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元件。尽管在附图中示出了实施例的各种方面，但是除

非特别指出，不必按比例绘制附图。

[0027] 如图1至图4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其配置用于大型立

式装配，具体地，其包括支撑平台1、卷扬驱动系统2、吊具支撑板5、吊具6、位姿调整机构7、

导轨安装板8以及导轨滑块系统9。卷扬驱动系统2设置在支撑平台1上，卷扬驱动系统2包括

第一卷扬驱动系统和第二卷扬驱动系统，第一卷扬驱动系统与吊具6相连，其配置用于控制

负载的升降；第二卷扬驱动系统与位姿调整机构7相连，其配置用于控制位姿调整机构7的

升降。导轨滑块系统包括导轨和滑块，滑块在导轨上移动。导轨通过导轨安装板8安装至支

撑平台1上。全文中位姿调整机构为调姿机构。

[0028] 吊具6固定至吊具支撑板5上，吊具支撑板5与支撑平台1固连，优选地，吊具支撑板

5连接至设置导轨滑块系统9的支撑平台的侧面，位姿调整机构7通过导轨滑块系统9与支撑

平台1相连，位姿调整机构7设置在吊具支撑板5的下方，位姿调整机构7随着滑块在导轨上

竖直移动。

[0029] 如图2所示，支撑平台1包括斜铁11、扶梯12、导轨固定架13和操作平台14，支撑平

台1固定于地面，起到总体支撑作用，且其上具有扶梯12和操作平台14，便于操作人员施工；

斜铁11设置在支撑平台1的下部，其配置用于对支撑平台1进行整体调平；扶梯12设置在支

撑平台1的一侧，扶梯12包括两部分，其分别设置在支撑平台1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上；优

选地，导轨固定架13设置在与扶梯12所在的支撑平台的侧面相邻的扶梯第二部分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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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置用于支撑导轨以及负载。

[0030] 操作平台14位于支撑平台1一侧，并在导轨固定架13的下部，其配置用于在装配对

接过程中，可以直接进行人工观察或操作。

[0031] 优选地，支撑平台1采用槽钢和方钢焊接而成，其中四根主承力立柱都是由两根面

对面的槽钢焊接组成。

[0032] 优选地，位姿调整机构7升降的电机为力矩电机。当吊具6与负载连接后，位姿调整

机构7与负载同步升降。

[0033] 卷扬驱动系统2包括卷扬机、导向滑轮4、牵引绳3、以及吊环，卷扬机分别置于支撑

平台第一部分的上表面和支撑平台第二部分的上表面，即支撑平台一级和二级平台上；与

负载直接相连的第一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一卷扬机位于二级支撑平台上，通过导向滑轮4的

第一牵引绳的第一端与第一卷扬机相连，第一牵引绳3的第二端通过吊环与吊具6相连，第

一伺服电机通过第一减速器驱动第一卷扬筒旋转，第一卷扬筒收放第一牵引绳，第一牵引

绳通过吊具6实现负载的升降。

[0034] 与调姿机构直接相连的第二卷扬驱动系统的第二卷扬机位于一级支撑平台上，通

过导向滑轮4进行的第二牵引绳3第一端与第二卷扬机相连，第二牵引绳3的第二端通过吊

耳与位姿调整机构7相连，第二伺服电机通过第二减速器驱动第二卷扬筒旋转，第二卷扬筒

收放第二牵引绳，第二牵引绳通过调姿机构的位置调整支架上的吊耳实现调姿机构的升

降；吊具支撑板5与支撑平台1固连，其上装有用于起吊负载的导向滑轮4。导轨滑块系统9通

过导轨安装板8固定在支撑平台1上，优选地，为保证位姿调整机构7的平稳运动及足够的刚

度，选择一个导轨上安装两个滑块，共2条直线导轨，通过滑块与位置调整支架进行连接，升

降导轨对称安装在导轨安装板8上，且末端有机械限位挡块，防止滑块与导轨分离。

[0035] 如图3所示，位姿调整机构7包括吊耳71、位置调整支架72和两组对称布置的X、Y移

动调节台73，X、Y移动调节台73包括底板、四根导轨、四个滑块、工作台、连接杆及四组驱动

装置，驱动装置包括伺服电机、联轴器、抱闸、减速器及滚珠丝杠，X、Y移动调节台73中X向移

动机构包括第三伺服电机、第一联轴器、第三减速器、第一滚珠丝杠、第二导轨和第二滑块，

X向移动机构通过第三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一滚珠丝杠转动，带动第二滑块在第二导轨上

水平移动，完成X方向水平位姿调整；Y向移动机构包括第四伺服电机、第二联轴器、第四减

速器、第二滚珠丝杠、第三导轨和第三滑块，Y向移动机构通过第四伺服电机驱动带动第二

滚珠丝杠转动，带动第三滑块在第三导轨上水平移动，完成Y方向的水平位姿调整，其中X、Y

向移动机构呈交叉垂直分布，且叠加布置于位姿调整支架72上，两组X、Y移动调节台同向运

动可以完成负载的X、Y方向的移动调姿，两组X、Y移动调节台的Y向运动若为反向运动则可

以完成负载的绕Z轴旋转调姿，此时位姿调整机构7完成了两移、一转的三自由度调姿，结合

卷扬驱动系统2可以带动负载竖直上下运动，即整体可完成两转、两移的四自由度调姿对

接。吊耳71共四组，均布在位置调整支架72两侧，其配置用于第二卷扬驱动系统能通过牵引

绳3与吊耳71相连，带动位姿调整机构7完成竖直方向移动。

[0036] 如图4所示，连接机构74包括手轮75、连接杆承力架76、连接杆77、伸缩弹簧78和压

板79。连接机构74通过连接杆承力架76与X、Y移动调节台73固定连接。连接杆77为阶梯轴，

连接杆77的下部与伸缩弹簧78连接，通过压板79将伸缩弹簧78装配在连接杆承力架76内

部，使得连接杆77能在连接杆承力架76上微量调整，连接杆77的上端与手轮75相连，通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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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5转动能带动连接杆77在连接杆承力架76上转动。连接杆77是位姿调整机构7与负载连

接并调整负载位置的关键零件，其不但要实现与负载接口的可靠定位和连接，同时承受着

由于负载质心偏斜产生的弯矩及对负载进行位置和姿态调整时剪切力，连接杆77下端为销

结构，用于实现与负载接口的定位，在定位准确后，通过上端的螺纹部分将负载和位姿调整

机构7连接在一起。为了保证位姿调整机构7与负载的可靠连接，连接杆承力架76与X、Y移动

调节台73固定连接。工作时，在需要调姿机构对接负载时，将直接控制负载升降的卷扬驱动

系统的电机进行抱闸，然后手动控制手轮75拉动连接杆77插入安装在负载上的连接件的连

接孔内，位置确定后，将直接控制调姿机构升降的卷扬驱动系统的电机进行断电抱闸，此时

X、Y移动调节台73与负载固定连接，需要调节时，需先打开X、Y移动的驱动电机抱闸。

[0037] 本发明的一种四自由度立式安装平台，包括支撑平台1、卷扬驱动系统2、吊具支撑

板5、吊具6、位姿调整机构7、导轨安装板8以及导轨滑块系统9；支撑平台1包括斜铁11、扶梯

12、导轨固定架13和操作平台14；优选的，支撑平台1通过斜铁11固定于地面，斜铁11用于对

支撑平台1整体的调平；卷扬驱动系统2包括卷扬机、导向滑轮4、牵引绳3和吊环；优选的，卷

扬驱动系统2共两组，分别直接控制负载的升降和调姿机构的升降，既可以同步运动，又能

独立运动，特别的，控制调姿机构升降的电机为力矩电机；优选的，卷扬机分别置于支撑平

台一级和二级平台上，与调姿机构直接相连的卷扬驱动系统2的卷扬机位于一级支撑平台

上，与负载直接相连卷扬驱动系统2的卷扬机位于二级支撑平台上；优选的，牵引绳3通过导

向滑轮4一端与卷扬机相连，另一端分别通过吊环和吊耳71与吊具6和调姿机构相连；吊具

支撑板5位于支撑平台1顶端，与支撑平台1固连；位姿调整机构7通过滑块安装在滑轨上，可

以在滑轨上竖向移动，包括吊耳71、位置调整支架72和两组对称布置的X、Y移动调节台73；

优选的，X、Y移动调节台73主要包括底板、四根导轨、四个滑块、工作台、连接杆77及四组驱

动装置，四根导轨每两叠加放置；优选的，驱动装置包括伺服电机、联轴器、抱闸、减速器及

滚珠丝杠；连接机构74与调姿机构固连，包括手轮75、连接杆承力架76、连接杆77、伸缩弹簧

78和压板79，连接杆77下端为销结构，用于实现与负载接口的定位。连接杆承力架76与X、Y

移动调节台73固定连接；升降导轨共两条，升降导轨对称安装在导轨安装板8上，通过滑块

与位置调整支架72进行连接，且末端有机械限位挡块。

[003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

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全部技术特征进行

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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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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