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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

机构，包括轮履系统；驱动轮履系统行走的牵引

动力系统；调整步态及实现轮履转换的步态动力

系统；以及用于固定牵引动力系统和步态动力系

统的悬臂框架；所述步态动力系统包括依次传动

连接的步态伺服电机、步态减速机和大齿圈，该

大齿圈与轮履系统的轮履保持架固定连接、并能

够带动轮履保持架进行360度的旋转。本发明行

走机构可以在轮式和履带式行走形式间自由切

换，能够在正常的铺装路面高速行驶，在爬斜坡、

跨壕沟、过障碍等复杂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通过

性，同时该行走机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变换

轮轴离地高度，因此装备该行走机构的机动平台

能够自由调整离地间隙，进一步地增强了机动平

台的通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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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轮履系统；

驱动轮履系统行走的牵引动力系统；

调整步态及实现轮履转换的步态动力系统；以及

用于固定牵引动力系统和步态动力系统的悬臂框架；

所述步态动力系统包括依次传动连接的步态伺服电机、步态减速机和大齿圈，该大齿

圈与轮履系统的轮履保持架固定连接、并能够带动轮履保持架进行360度的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轮履系统包括：

主动轮，该主动轮的圆形面的两侧均设置有轮履保持架，其中外侧的轮履保持架的中

部通过轴承与行星减速机连接，内侧的轮履保持架与步态动力系统的大齿圈固定连接；

四个履带张紧轮，每两个履带张紧轮固定在一个张紧调节机构上，两个张紧调节机构

分别固定在轮履保持架的两端；以及

履带，该履带缠绕在驱动轮与四个履带张紧轮上，履带缠绕的形状为菱形，该菱形的两

个钝角与主动轮接触，菱形的每个锐角分别与两个履带张紧轮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动力系统包括牵引

伺服电机和行星减速机，所述行星减速机的动力输入端与牵引电机的动力输出轴连接，行

星减速机的外壳与主动轮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张紧调节机构的一端通

过轴承与两个履带张紧轮连接，另一端的圆柱插入轮履保持架的圆管内并能够相对滑动，

所述轮履保持架的圆管两侧设置两个螺柱，通过调节螺柱上螺母位置能够改变张紧调节机

构与轮履保持架的相对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架系统包括悬臂枢

轴、悬臂骨架、悬臂壳体、减振器、轴承座和滚动轴承；

所述悬臂壳体包裹在悬臂骨架上，悬臂壳体上端相对的两个外侧壁上分别固定所述悬

臂枢轴，每个悬臂枢轴分别通过滚动轴承与轴承座连接，所述减振器的顶端与车体铰接，减

振器的下端与悬臂骨架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大齿圈的外圈与步态减

速机动力输出轴上的齿轮啮合，大齿圈的内圈通过滚针轴承固定在牵引动力系统的牵引伺

服电机外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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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陆地机器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地面无人机动平台具有机动性高、搭载性能好、适应性强等特点，在民用与军用领

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外复杂环境中，无人机动平台可以代替人去进行运输、侦

查等任务。因此，良好的通过性和机动性是是地面无人平台的重要性能。

[0003] 目前地面无人平台主流的行走方式有轮式、履带式和轮履复合式三种。轮式结构

简单，在良好的道路条件下速度快，但接地比压大，在泥泞、湿滑、松软等恶劣环境下容易打

滑、失控，难以通过壕沟、台阶等障碍，通过性较差。履带式行走机构接地比压小，牵引力大，

在雪地、沙地等复杂路况下通过性好，但机动性较差，速度慢。而轮履复合式行走机构兼具

轮式的高机动性和履带式的高通过性的特点，但轮履复合式结构一般结构较复杂，可靠性

较差，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兼具高机动性与高通过性的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该行

走机构可以在轮式和履带式行走形式间自由切换，具有结构简单，可靠性好，切换速度快等

特点，该行走机构能够在正常的铺装路面高速行驶，在爬斜坡、跨壕沟、过障碍等复杂环境

下具有良好的通过性，同时该行走机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变换轮轴离地高度，因此装

备该行走机构的机动平台能够自由调整离地间隙，进一步地增强了机动平台的通过性。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包括：

[0007] 轮履系统；

[0008] 驱动轮履系统行走的牵引动力系统；

[0009] 调整步态及实现轮履转换的步态动力系统；以及

[0010] 用于固定牵引动力系统和步态动力系统的悬臂框架；

[0011] 所述步态动力系统包括依次传动连接的步态伺服电机、步态减速机和大齿圈，该

大齿圈与轮履系统的轮履保持架固定连接、并能够带动轮履保持架进行360度的旋转。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轮履系统包括：

[0013] 主动轮，该主动轮的圆形面的两侧均设置有轮履保持架，其中外侧的轮履保持架

的中部通过轴承与行星减速机连接，内侧的轮履保持架与步态动力系统的大齿圈固定连

接；

[0014] 四个履带张紧轮，每两个履带张紧轮固定在一个张紧调节机构上，两个张紧调节

机构分别固定在轮履保持架的两端；以及

[0015] 履带，该履带缠绕在驱动轮与四个履带张紧轮上，履带缠绕的形状为菱形，该菱形

的两个钝角与主动轮接触，菱形的每个锐角分别与两个履带张紧轮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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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所述牵引动力系统包括牵引伺服电机和行星减速机，所述行星减速机的

动力输入端与牵引电机的动力输出轴连接，行星减速机的外壳与主动轮固定连接。

[0017] 优选地，所述张紧调节机构的一端通过轴承与两个履带张紧轮连接，另一端的圆

柱插入轮履保持架的圆管内并能够相对滑动，所述轮履保持架的圆管两侧设置两个螺柱，

通过调节螺柱上螺母位置能够改变张紧调节机构与轮履保持架的相对位置。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悬架系统包括悬臂枢轴、悬臂骨架、悬臂壳体、减振器、轴承座和滚

动轴承；

[0019] 所述悬臂壳体包裹在悬臂骨架上，悬臂壳体上端相对的两个外侧壁上分别固定所

述悬臂枢轴，每个悬臂枢轴分别通过滚动轴承与轴承座连接，，所述减振器的顶端与车体铰

接，减振器的下端与悬臂骨架铰接。

[0020] 优选地，所述大齿圈的外圈与步态减速机动力输出轴上的齿轮啮合，大齿圈的内

圈通过滚针轴承固定在牵引动力系统的牵引伺服电机外壳上。

[0021]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能够实现轮履之间的自由快速切换，兼具轮式和履带式行走机构的高机

动型和高通过性的优点。

[0023] 2、本发明中的履带在主动轮和两侧张紧轮的支撑下呈菱形的几何形状；步态动力

系统通过驱动轮履保持架绕中心轴转动，从而驱动履带及张紧轮绕中心轴转动，呈现不同

的步态，改变轴心离地高度和履带的接近角，相比传统履带行走机构进一步地增强了通过

性。

[0024] 3、本发明中牵引动力系统的减速器置于主轮内部，结构简单紧凑，提高了空间利

用率。

[0025] 4、本发明中牵引动力系统和步态动力系统独立控制，可在行驶过程中自由调整步

态，极大提高了平台的机动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8] 图3是图2中A-A剖视图。

[0029] 图4是图2中B-B剖视图。

[0030] 图5是图3中C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轮模式下应用示意图，用于路况良好的铺装路面。

[0032] 图7是本发明履带模式下应用示意图，用于通过湿滑、松软的地面。

[0033] 图8是本发明升高离地高度的应用示意图，用于涉水或通过较高障碍。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作详细的说明。

[0035] 行走机构是陆地机器人的动力装置，陆地机器人两侧对称分布有若干个行走机

构。

[0036] 如图1和2所示，所述步态可调的轮履转换行走机构包括轮履系统、牵引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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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态动力系统和悬臂框架，其中牵引动力系统用于驱动轮履系统行走，步态动力系统用于

调整步态及实现轮履转换，悬臂框架用于固定牵引动力系统和步态动力系统。

[0037] 如图2和4所示，所述轮履系统包括履带101、主动轮105、轮履保持架104、四个履带

张紧轮102和两个张紧调节机构103。

[0038] 所述主动轮105的圆形面的两侧均设置有轮履保持架104，其中外侧的轮履保持架

的中部通过轴承与行星减速机202连接，内侧的轮履保持架与步态动力系统的大齿圈304固

定连接。

[0039] 四个履带张紧轮102，每两个张紧轮固定在一个张紧调节机构103上，两个张紧调

节机构分别固定在轮履保持架104的两端。

[0040] 所述履带101缠绕在驱动轮与四个履带张紧轮102上，履带缠绕的形状为菱形，该

菱形的两个钝角与主动轮接触，菱形的每个锐角分别与两个履带张紧轮接触。

[0041] 所述张紧调节机构103的一端安装两个履带张紧轮102，另一端的圆柱插入轮履保

持架104的圆管内，圆柱与圆管可相对滑动。圆管两侧为两个螺柱106，螺柱上设置有螺母

107，通过调节螺母107位置可改变张紧调节机构103与轮履保持架104的相对位置。

[0042] 如图3和5所示，所述牵引动力系统包括牵引伺服电机201和行星减速机202，行星

减速机202的动力输入端与牵引电机201的动力输出轴连接，行星减速机202的外壳通过螺

栓与主动轮105固定连接；主动轮105圆形面的两侧均设置有轮履保持架104，轮履保持架

104外侧中部通过轴承109与行星减速机202连接，并通过螺栓108将轴承109固定。

[0043] 所述步态动力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步态伺服电机301、步态减速机302和大齿圈

304，大齿圈304的外圈与步态减速机302动力输出轴上的齿轮303啮合，内圈通过滚针轴承

305固定在牵引伺服电机201外壳上，大齿圈304与轮履保持架104内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并能够带动轮履保持架进行360度的旋转。

[0044] 如图1所示，所述悬臂框架包括悬臂枢轴403、悬臂骨架401、悬臂壳体402、减振器

406、轴承座405和滚动轴承404。悬臂壳402体包裹在悬臂骨架401上，悬臂壳体402上端相对

的两个外侧壁上分别固定一个悬臂枢轴403，每个悬臂枢轴403分别通过滚动轴承404与轴

承座405连接，轴承座405固定在车体上，减振器406顶端与车体铰接，下端与悬臂骨架401铰

接。

[0045] 本发明轮履系统中间的主动轮105和两侧的履带张紧轮102构成的菱形结构，在步

态动力系统的驱动下可以进行旋转，具体工作原理如下：

[0046] (1)轮履机构前进。牵引伺服电机201的动力传递至行星减速机202进行减速，行星

减速机202的动力输出端带动主动轮105进行旋转，主动轮通过驱动履带101，实现轮履机构

的前进。

[0047] (2)轮履机构调整步态及轮履模式切换。步态伺服电机的动力传递至步态减速机

进行减速，并通过步态减速机的末级齿轮将动力传递至大齿圈，大齿圈与轮履保持架内侧

固定连接，在大齿圈的带动下，轮履保持架可实现360度旋转，从而实现步态调整及轮履模

式切换。

[0048] 如图6所示，该行走机构主动轮触地时为轮模式，在该模式下，车轮与地面接触面

积小，接地比压大，机动性更好，适合于路况良好的铺砖路面高速行驶。

[0049] 如图7所示，该行走机构履带长边触地时为履带模式，在该模式下，行走机构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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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触面积大，接地比压小，通过性更好，适合于雪地、泥泞等恶劣的道路环境。

[0050] 如图8所示，该行走机构张紧轮触地时，可以提升平台的离地间隙，从而进一步提

高平台的通过性和适应性。

[0051]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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