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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
构，
属于机器人机构领域。该机构包括机架、动平
台、
连接动平台与机架的第一分支、第二分支、第
三分支以及连接第一分支与第二分支和第一分
支与第三分支间的耦合杆组；
分支一由一个移动
副、
一个转动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P副竖直放置于
基座上，
且R副轴线垂直于P副轴线。分支二与分
支三结构相同 ，
分支二由一个移动副、两个转动
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其中R副轴线相互平行且垂
直于P副轴线 ，
分支二和分支三的P副呈水平放
置 ，且轴线相互呈120度角分布。分支一与分支
二、
分支三分别用带有R副的耦合杆连接起来，
其
中，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整个耦合机构的
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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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其特征在于：
该机构包括动平台、机架、连接动平台
与机架的第一分支、第二分支和第三分支，
以及连接各个分支之间的耦合链；
第一分支由一
个移动副、一个转动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移动副即P副、转动副即R副、球副即S副；
第一分支
的P副竖直放置于机架上，
且第一分支的R副轴线垂直于第一分支的P副轴线；
第二分支与第三分支结构相同；
第二分支由一个移动副、两个转动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第二分支的两个转动副轴线相
互平行且垂直于第二分支的移动副轴线；
第二分支的移动副与第三分支的移动副水平安装在机架上，
且第二分支的移动副的轴
线与第三分支的移动副的轴线之间呈120度角；
第一分支与第二分支之间，
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之间用带有转动副的耦合杆链连接起
来，
耦合杆链采用两个相同的耦合杆件并按一定距离平行放置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其特征在于：
第一分支、第二
分支和第三分支中的移动副或转动副中至少有一个是主动移动副或者主动转动副，
主动移
动副的驱动机构是电机带动的丝杠机构或者是伺服电机，
主动转动副的驱动机构是电机带
动的减速器；
驱动机构的驱动选择加在每个分支中最靠近机架的运动副上，
即三个移动副
作为主动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机架(D1)、
动平台(M1)以及并联连接在机架(D1)与动平台(M1)之间的第一分支、第二分支和第三分
支，
以及连接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
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之间的耦合链；
第一分支、第二分
支和第三分支的转动副轴线相互平行；
移动副轴线与转动副轴线相互垂直，
动平台(M1)通
过第一分支、第二分支、第三分支与机架(D1)连接；
第一分支中的第一转动副(R12)固连在
第一移动副(P11)上，
且第一移动副(P11)与第二转动副(R22)的轴线运动方向垂直；
第一球
副(S13)固连在动平台(M1)上，
并通过第一连杆(L11)与第一移动副(P11)连接；
第二分支中第二移动副(P21)水平放置在机架(D1)上，
第二转动副(R22)、第三转动副
(R23)、第七转动副(R24)的轴线互相平行且运动方向与第二移动副(P21)的运动方向垂直；
第二转动副(R22)与第三转动副(R23)之间通过第二连杆(L21)连接，
第三转动副(R23)与第
二球副(S25)之间通过第三连杆(L22)连接；
第一分支中的第一移动副(P11)上固连的第六
转动副(R26) ，
有耦合节点杆件的第七转动副(R24)与第六转动副(R26)通过第一耦合杆组
(G23)连接；
第三分支中第三移动副(P31)水平放置在机架(M1)上并与第二移动副(P21)呈120度角
分布；
第四转动副(R32)、第五转动副(R33)、第九转动副(R34)的轴线互相平行且运动方向与
第三移动副(P31)的运动方向垂直；
第四转动副(R32)与第五转动副(R33)之间通过第四连杆(L31)连接，
第五转动副(R33)
与第三球副(S35)之间通过第五连杆(L32)连接；
第一分支的第一移动副(P11)上固连有第
八转动副(R36) ，
有耦合节点杆件的第九转动副(R34)与第八转动副(R36)通过第二耦合杆
组(G33)连接，
第二耦合杆组(G33)由两个互相平行且完全相同的耦合杆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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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机构学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具有两转一移运动特性的三自由度
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构型综合一直是机构学中的研究热点，
是机械创新的根本所在。机构的发展经历
了有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一些高强度、重载等这些需要用工业机械臂代替人力劳动的工
作场合，
往往要求机械臂的执行机构强度高，
结构简单，
成本低，
维修方便，
并且末端执行构
建需要满足运动平稳，
容易控制的需求。串联机构和并联机构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场
合，
但其中一者的优点恰恰是另一者的缺点。
比如，
串联机构相对刚度小，
承载力低，
而并联
机构工作空间小，
导致串联和并联两种结构不能互相取代。
因此，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研究焦
点集中于耦合机构的研究，
试图能开发出集合串联和并联机构的优点于一体的新型机构。
与传统的串、
并联机构相比 ，
多环耦合机构机架和末端执行器间的连接不是若干个独立支
链，
而是呈网状耦合结构。
[0003] 这类机构兼并了串联机构和并联机构的优点，
弥补了两种机构各自明显的缺点，
有其特定的应用场合，
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空间耦合机构是一种新型的
复杂机构，
它不仅呈现复杂的多环网状几何结构，
而且机构中各分支的运动也不相互独立，
表现为各分支相互关联的耦合运动。
目前，
空间耦合机构已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之中，
诸如天文望远镜、魔术花球玩具、机器人、大型工程机械等领域均能见到耦合机构的
影子。但是，
目前耦合机构的构型综合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开
展空间耦合机构构型综合研究是个新的研究热点。
[0004] 具有两转一移的三自由度的空间多环耦合机器人在工业上有广泛的应用，
在该领
域内，
专利(CN201110444297 .7)中提出了一种含有加长臂和复铰的三自由度平面多环耦合
机构，
该发明简化了机构本身所占空间，
且工作空间大、
承载能力高、
方便实现实时控制。然
而，
现有的文献中提出的平面的或者是空间的多环耦合机构，
对具有两转动一移动运动特
性的耦合机构的综合和研究尚且不足。
[0005] 该发明设计旨在解决普通机构在工作中出现的驱动副受力过大，
刚度不够以及动
平台的位姿控制精度不够的问题。对于在需要精确定位与测量的场合中具有巨大的实用前
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了一种三自由度重载定位机器人，
该机器人具有刚度大，
承载力强，
运动平稳，
装配和维修方便等特点。该机器人具有三个分支，
两种分支结构，
且其
含有多个相同的分支与耦合链组成的环结构，
不同于现有的任何一种机器人的分支结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两转一移非对称耦合机构，
包括动平台、机架、连接动平台与机架的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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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第二分支和第三分支，
以及连接各个分支之间的耦合链；
第一分支由一个移动副、一个
转动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移动副即P副、转动副即R副、球副即S副；
第一分支的P副竖直放置
于机架上，
且第一分支的R副轴线垂直于第一分支的P副轴线。
[0009]
第二分支与第三分支结构相同。
[0010] 第二分支由一个移动副、
两个转动副和一个球副组成，
第二分支的两个转动副轴
线相互平行且垂直于第二分支的移动副轴线；
[0011] 第二分支的移动副与第三分支的移动副水平安装在机架上，
且第二分支的移动副
的轴线与第三分支的移动副的轴线之间呈120度角。
[0012] 第一分支与第二分支之间，
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之间用带有转动副的耦合杆链连
接起来，
耦合杆链采用两个相同的耦合杆件并按一定距离平行放置连接。
[0013] 第一分支、
第二分支和第三分支中的移动副或转动副中至少有一个是主动移动副
或者主动转动副，
主动移动副的驱动机构是电机带动的丝杠机构或者是伺服电机，
主动转
动副的驱动机构是电机带动的减速器。
驱动机构的驱动选择加在每个分支中最靠近机架的
运动副上，
即三个移动副作为主动副。
[0014] 本发明可实现空间的两个转动自由度和一个移动自由度，
其运动学描述得到简
化，
易于控制、
标定；
另外由于结构简单可靠、
刚度高，
制造成本得以降低。该机构由于动平
台的姿态转角较小，
通过对主动副的控制可以实现动平台比较精准的定位，
所以可应用于
需要装配的场合或者用于实现精确的姿态定位用途。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机构立体示意简图。
[0016] 图中：
D1-机架，
M1-动平台；
[0017] 第一分支中：
P11-第一移动副，
R12-第一转动副，
L11-第一连杆，
S13-第一球副；
[0018] 第二分支中：
P21-第二移动副，
R22-第二转动副，
L21-第二连杆，
R23-的三转动副，
L22-第三连杆，
S25-第二球副；
[0019] 第三分支中：
P31-第三移动副，
R32-第四转动副，
L31-第四连杆，
R33-第五转动副，
L32-第五连杆，
S35-第三球副；
[0020] 耦合链：
R26-第六转动副，
G23-第一耦合杆组，
R24-第七转动副；
R36-第八转动副，
G33-第二耦合杆组，
R34-第九转动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所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详细具体的说明。
[0022] 实施例中的一种三自由度重载机器人机构的结构如图1所示，
包括机架(D1)、动平
台(M1)以及并联连接在机架(D1)与动平台(M1)之间的第一分支、第二分支和第三分支，
以
及连接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
第一分支与第三分支之间的耦合链；
第一分支、第二分支和第
三分支的转动副轴线相互平行；
移动副轴线与转动副轴线相互垂直，
动平台(M1)通过第一
分支、第二分支、第三分支与机架(D1)连接；
第一分支中的第一转动副(R12)固连在第一移
动副(P11)上 ，且第一移动副(P11) 与第二转动副(R22)的轴线运动方向垂直 ；第一球副
(S13)固连在动平台(M1)上，
并通过第一连杆(L11)与第一移动副(P1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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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支中第二移动副(P21)水平放置在机架(D1)上，
第二转动副(R22)、第三转
动副(R23)、第七转动副(R24)的轴线互相平行且运动方向与第二移动副(P21)的运动方向
垂直。第二转动副(R22) 与第三转动副(R23)之间通过第二连杆(L21)连接 ，第三转动副
(R23)与第二球副(S25)之间通过第三连杆(L22)连接；
第一分支中的第一移动副(P11)上固
连的第六转动副(R26) ，
有耦合节点杆件的第七转动副(R24)与第六转动副(R26)通过第一
耦合杆组(G23)连接。
[0024]
第三分支中第三移动副(P31)水平放置在机架(M1)上并与第二移动副(P21)呈120
度角分布；
[0025] 第四转动副(R32)、
第五转动副(R33)、第九转动副(R34)的轴线互相平行且运动方
向与第三移动副(P31)的运动方向垂直。
[0026] 第四转动副(R32)与第五转动副(R33)之间通过第四连杆(L31)连接，
第五转动副
(R33)与第三球副(S35)之间通过第五连杆(L32)连接；
第一分支的第一移动副(P11)上固连
有第八转动副(R36) ，
有耦合节点杆件的第九转动副(R34)与第八转动副(R36)通过第二耦
合杆组(G33)连接，
第二耦合杆组(G33)由两个互相平行且完全相同的耦合杆件组成。
[0027] 该机器人在实现动平台在Z轴方向上的上下平移运动以及绕X、
Y轴的转动过程中
通过两个耦合杆组拖动第二分支、第三分支的运动，
实现各个驱动副的快速响应从而实现
更加精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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