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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

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包括运动平台和固

定平台；其技术特点在于：在所述运动平台和固

定平台之间铰装有对称布置的四条四周运动支

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

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均为可伸缩机构。本发明可

实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

动输出，并且机构结构简单紧凑、刚度大、运动精

度高，且为冗余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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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包括运动平台和固定平

台；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运动平台和固定平台之间铰装有对称布置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

两条中间运动支链，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均为可伸缩机构；

所述四周运动支链由两个球副和一个移动副构成，所述两个球副分别固装在方形运动

平台和固定平台的顶点上，移动副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球副铰装在一起；

所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由一个复合球副、两个转动副和两个移动副构成；所述一个复

合球副固装在方形运动平台的中心位置，两个转动副分别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单侧两个球

副连线的中心位置，两个移动副的两端分别铰装在复合球副和两个转动副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结构相同，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上端分别铰装在方形运

动平台的四个顶点上，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的四个顶点上；所

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结构相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上端共同铰装在方形运动平台上，两

个中间运动支链的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移动副均为机构的驱动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

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固装在运动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

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两个转动副的转动轴线相互平行；且该两个转动副

的转动轴线分别与同侧两个球副的中心连线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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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机构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涉及应用于并联式机床装备的五自

由度并联机构，尤其是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并联机构是一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支机构并联而成的机构。它的特点是所有

分支机构可同时接受驱动器输入，而最终共同给出输出，在机构学上属于多路闭环机械系

统。以并联机构作为传动进给机构的数控机床、机器人操作机以及由此组成的制造单元统

称为并联构型装备，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着广阔应用前景的新型制造装备。根据自

由度的数目和类型进行分类，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可分为三维移动两维转动型五自由度并联

机构和两维移动三维转动型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具有五自由度的并联机构可应用到定位装

置、机床附件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该类机构进行了研究。

[0003] 通过检索，发现一篇与本专利申请相关的公开专利文献：

[0004] 一种结构参数和工作空间可变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CN105810135)，包括五条驱

动分支机构(1)、静平台(2)和动平台(3)，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分支机构(1)的一端与静平

台(2)相连接，驱动分支机构(1)的另一端与动平台(3)相连接。通过技术特征的对比，上述

公开专利文献是实现三移动两转动的无自由度并联机构，与本专利申请有较大的不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安装简易、便于控制

且实用性高的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冗余驱动五自由度并联机构。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包括运动平台和固定

平台；在所述运动平台和固定平台之间铰装有对称布置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

动支链，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均为可伸缩机构。

[0008] 而且，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结构相同，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上端分别铰装在方形

运动平台的四个顶点上，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的四个顶点上；

所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结构相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上端共同铰装在方形运动平台上，

两个中间运动支链的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上。

[0009] 而且，所述四周运动支链由两个球副和一个移动副构成，所述两个球副分别固装

在方形运动平台和固定平台的顶点上，移动副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球副饺装在一起。

[0010] 而且，所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由一个复合球副、两个转动副和两个移动副构成；所

述一个复合球副固装在方形运动平台的中心位置，两个转动副分别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单

侧两个球副连线的中心位置，两个移动副的两端分别铰装在复合球副和两个转动副之间。

[0011] 而且，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移动副均为机构的驱动副。

[0012] 而且，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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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0013] 而且，所述固装在运动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

形。

[0014] 而且，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两个转动副的转动轴线相互平行；且该两个转动

副的转动轴线分别与同侧两个球副的中心连线相平行。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可实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输出，并且机构结构

简单紧凑、刚度大、运动精度高。

[0017] 2、本发明采用六条运动支链，可以实现机构的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的解耦运动输

出，具有较大的平移运动空间和转动运动空间，且具有很好的各向同向性，实现了机构的冗

余驱动。

[0018] 3、本发明机构结构简单，制造、安装容易，传动精度高，成本低；且工作空间较大，

传动特性好；同时机构的运动学正、反解简单，简化了轨迹规划、控制、校正等一系列技术问

题，有利于机构在并联机床装备领域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a)是本发明的实施状态示意图；

[0021] 图2(b)是本发明的实施状态示意图；

[0022] 图中，1-运动平台，2-固定平台，S11-固装在固定平面上的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

副，P11-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移动副，S12-固装在运动平面上的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21-

固装在固定平面上的第二条运动支链的球副，P21-第二条运动支链的移动副，S22-固装在

运动平面上的第二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31-装在固定平面上的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球副，

P31-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移动副，S32-装在运动平面上的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41-固装

在固定平面上的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P41-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移动副，S42-固装在运动

平面上的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R51-固装在固定平面上的第五条运动支链的转动副，

P51-第五条运动支链的移动副，S52-第五条运动支链和第六条运动支链的复合球副，R61-

固装在固定平面上的第六条运动支链的转动副转动副，P61-移动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述：

[0024] 一种可实现三维转动和两维移动运动的五自由度并联机构，如图1、图2(a)和图2

(b)所示，包括运动平台1和固定平台2；在所述运动平台和固定平台之间铰装有对称布置的

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均为

可伸缩机构。

[0025] 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结构相同，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上端分别铰装在方形运动平

台的四个顶点上，四条四周运动支链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的四个顶点上；所述两

条中间运动支链结构相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上端共同铰装在方形运动平台上，两个中

间运动支链的下端分别铰装在方形固定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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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四周运动支链由两个球副和一个移动副构成，所述两个球副分别固装在方形

运动平台和固定平台的顶点上，移动副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球副饺装在一起。

[0027] 所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由一个复合球副、两个转动副和两个移动副构成；所述一

个复合球副固装在方形运动平台的中心位置，两个转动副分别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单侧两

个球副连线的中心位置，两个移动副的两端分别铰装在复合球副和两个转动副之间。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由第一条运动支链、第二条运动支链、第三

条运动支链和第四条运动支链构成；所述第一条运动支链由分别固装在运动平台顶点上的

球副S12、固装在固定平台顶点上的球副S11和铰装在两个球副之间的移动副P11构成。所述

第二条运动支链由分别固装在运动平台顶点上的球副S22、固装在固定平台顶点上的球副

S21和铰装在两个球副之间的移动副P21构成。所述第三条运动支链由分别固装在运动平台

顶点上的球副S132、固装在固定平台顶点上的球副S31和铰装在两个球副之间的移动副P31

构成。所述第四条运动支链由分别固装在运动平台顶点上的球副S42、固装在固定平台顶点

上的球副S41和铰装在两个球副之间的移动副P41构成。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由第五条运动支链和第六条运动支链构

成；所述第五条运动支链由固装在运动平台中心位置的复合球副S52、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

转动副R51和铰装在复合球副S52和转动副R51之间的移动副P51构成。所述第五条运动支链

的转动副固装在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11和第二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21的连线的中心位

置。所述第六条运动支链由固装在运动平台中心位置的复合球副S52(与第五条运动支链共

用同一个复合球副)、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转动副R61和铰装在复合球副S52和转动副R61之

间的移动副P61构成。所述第六条运动支链的转动副固装在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31和第

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41的连线的中心位置。

[0030] 所述四条四周运动支链和两条中间运动支链的移动副均为机构的驱动副。

[0031] 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形。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11、第二条运动支链

的球副S21、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31和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41，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

在固定平台2上形成一个正方形。

[0033] 所述固装在运动平台上的四条四周运动支链的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呈正方形。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固装在运动平台上的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12、第二条运动支链

的球副S22、第三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32和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42，四个球副的中心连线

在运动平台上形成一个正方形。

[0035] 所述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两个转动副的转动轴线相互平行；且该两个转动副的转

动轴线分别与同侧两个球副的中心连线相平行。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五条运动支链和第六条运动支链对称设置于固定平台的两

侧，且第五条运动支链的转动副R51的转动轴线Z51与第六条运动支链的转动副R61的转动

轴线Z61相互平行，转动副R51的转动轴线Z51与固装在固定平台上的第一条运动支链的球

副S11和第二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21的中心连线平行，转动副R61的转动轴线Z61与第三条运

动支链的球副S31和第四条运动支链的球副S41的中心连线平行。

[003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38] 通过改变六条运动支链中各移动副的移动位移，从而实现运动平台的三转动两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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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解耦运动输出。

[0039] 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包

括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得出的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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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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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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