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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救援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的技术领域，具体的是一

种救援机器人。包括机身机构和探测机构，车厢

的四个直角处均对应设有行走机构和充气机构；

行走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二电机、液压油箱、液

压油缸、伸缩腿、支撑腿和支撑爪，充气机构包括

蓄水盒、药剂盒和导气机构，导气机构包括气囊

和空套在一起的水平的内层通气管、外层通气

管，沿着外层通气管的管身均匀开设有两个以上

外层出气口，外层出气口通过通气导管连通着气

囊，所述内层通气管的进气口连通着药剂盒盒体

下层的出气口，且内层通气管和外层通气管在外

层出气口处贯通。本发明救援机器人能很好适用

于灾害发生的各种场景，在复杂多变灾害环境中

自由移完成救援任务，以及对灾害进行实时检测

和初步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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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身机构和探测机构；

所述机身机构包括车厢（311）、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对应车厢（311）底板的前

后两端分别设有驱动转向机构，每个驱动转向机构包括一对驱动轮（414），所述控制箱

（122）和运输箱（211）分别安装在车厢（311）上厢板上，且控制箱（122）对应位于车厢（311）

的前端部；

所述探测机构包括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示灯（112）、粉尘浓度探测器（114）、红外

温度传感器（115）、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和喷雾器（118），且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

示灯（112）、红外传温度传感器（115）和粉尘浓度探测器（114）均安装在控制箱（122）的前箱

板上，且水位传感器（111）布置在控制箱（122）的前箱板底部，所述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

（117）、喷雾器（118）分别通过旋转底盘（116）、喷水阀门（120）安装在控制箱（122）的上箱板

上，且喷雾器（118）的进水口管道连通着运输箱（211）内的水箱；

所述车厢（311）的四个直角处均对应设有行走机构和充气机构；

所述行走机构包括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液压油箱（322）、液压油缸（315）、

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所述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

箱（322）对应安装在车厢（311）的厢体内部，所述液压油缸（315）、伸缩腿（314）、支撑腿

（313）和支撑爪（312）对应安装在车厢（311）的厢体外部，

所述第二电机（321）通过轴承连接着液压油箱（322）内的液压泵，所述第一电机（318）

的输出轴通过减速器（320）连接着伸缩腿（314）的下端，伸缩腿（314）的上端和支撑腿（313）

的中部铰接，且支撑腿（313）的一端和液压油缸（315）的活塞杆连接，支撑腿（313）的另一端

和支撑爪（312）垂直连接，所述液压油缸（315）的缸体底端对应连接在伸缩腿（314）上，液压

油缸（315）的缸体分别通过第一油管（323）和第二油管（324）连通着液压油箱（322）；

所述充气机构包括蓄水盒（516）、药剂盒（515）和导气机构，所述药剂盒（515）内布置有

活动薄片将盒体分为上下两层，且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进水口通过小型水管（517）连通

着蓄水盒（516），

所述导气机构包括气囊（513）和空套在一起的水平的内层通气管（511）、外层通气管

（512），且气囊（513）安装在车厢（311）的底板（518）下底面的内凹球形槽（519）内，

所述外层通气管（512）的一端和药剂盒（515）外侧壁固定，另一端为封闭端，且沿着外

层通气管（512）的管身均匀开设有两个以上外层出气口，外层出气口通过通气导管（514）连

通着气囊（513），所述内层通气管（511）的进气口连通着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出气口，且

内层通气管（511）和外层通气管（512）在外层出气口处贯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气机构还包括输出轴上带

有第二齿轮（524）的第三电机（522），所述内层通气管（511）对应着药剂盒（515）的一端设有

第一齿轮（523），内层通气管（511）通过第一齿轮（523）和第二齿轮（524）的啮合连接着第三

电机（522），且外层通气管（512）对应内层通气管（511）的轴向位置均开设有外层出气口，且

外层出气口分别布置在外层通气管（512）横截面的不同径向上；所述药剂盒（515）的上层通

过隔板均匀分若干个割成置药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转向机构还包括舵机

（411）、转向杆（412）和支柱（416），所述舵机（411）和转向杆（412）的中部铰接，且转向杆

（412）的两端均铰接有连接杆（413），连接杆（413）的另一端通过竖直的支柱（416）连接着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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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414），且每个驱动轮（414）都带有轮毂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箱（211）通过弹性安装

机构和控制箱（122）固定连接，所述弹性安装机构包括L形板（213）、水平的安装底板和上端

带有卡槽的安装盒（121），所述安装底板通过第一安装板水平安装在运输箱（211）的前端箱

板上，安装底板上通过四个竖直的弹簧（212）弹性连接着水平的L形板（213），且L形板（213）

的水平部和第一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盒（121）通过第二安装板固定安装在控制箱

（122）的后端箱板上；

压缩弹簧（212），L形板（213）从安装盒（121）的后侧板水平插入到安装盒（121）内，且L

形板（213）的竖直部从配合的卡槽伸出安装盒（121），实现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的固

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311）、控制箱（122）、运

输箱（211）、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均由隔热材料制成，其中隔热材料为

双层，且包括有间隔物层和反射屏层构成，且反射屏层包裹着间隔物层，反射屏层为双面镀

铝聚酯薄膜材料制成，间隔物层为疏松纤维、网和泡沫塑料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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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救援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的技术领域，具体的是一种救援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地下意外灾害不断发生，例如火灾，地下水，油气泄露等，灾害发生时探测，

灾后救援是一项紧急重要的工作，然而由于环境恶劣，且内部环境不易被了解，使得救援难

度不断增大，人们救援存在巨大的危险性，此时，救援机器人凭借自己智能化、灵活性可以

帮助人类完成这一工作，但是目前的救援机器人存在以下不足：

[0003] （1）行动方式单一，轮式运动方式不具备快速穿越大障碍物的能力，履带式机器人

穿越障碍时重心不稳，容易侧翻；

[0004] （2）现有的救援机器人缺乏抗高温、抗氧化的特点不能完全适应地下空间等的紧

急突发事件如火灾、泄油事件时高温、高热量的复杂环境；

[0005] （3）缺乏对水陆结合环境下的运动适应能力；

[0006] （4）面对粉尘爆炸环境，缺乏分阶段的救援措施能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克服现有的救援机器人不能很好适用于灾害发生的各种场景，提供一种

救援机器人，可在复杂多变灾害环境中自由移完成救援任务，以及对灾害进行实时检测和

初步救灾，

[0008] 本发明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救援机器人，包括机身机构和探测机构；

[0010] 所述机身机构包括车厢311、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对应车厢311底板的前后两

端分别设有驱动转向机构，每个驱动转向机构包括一对驱动轮414，所述控制箱122和运输

箱211分别安装在车厢311上厢板上，且控制箱122对应位于车厢311的前端部；

[0011] 所述探测机构包括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示灯112、粉尘浓度探测器114、红外温

度传感器115、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和喷雾器118，且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示灯112、红

外传温度传感器115和粉尘浓度探测器114均安装在控制箱122的前箱板上，且水位传感器

111布置在控制箱122的前箱板底部，所述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喷雾器118分别通过旋

转底盘116、喷水阀门120安装在控制箱122的上箱板上，且喷雾器118的进水口管道连通着

运输箱211内的水箱；

[0012] 所述车厢311的四个直角处均对应设有行走机构和充气机构；

[0013] 所述行走机构包括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液压油箱322、液压油缸315、伸缩

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所述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箱322对应安装在

车厢311的厢体内部，所述液压油缸322、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对应安装在车

厢311的厢体外部，

[0014] 所述第二电机321通过轴承连接着液压油箱322内的液压泵，所述第一电机318的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1717302 B

4



输出轴通过减速器320连接着伸缩腿314的下端，伸缩腿314的上端和支撑腿313的中部铰

接，且支撑腿313的一端和液压油缸315的活塞杆连接，支撑腿313的另一端和支撑爪312垂

直连接，所述液压油缸315的缸体底端对应连接在伸缩腿314上，液压油缸315的缸体分别通

过第一油管323和第二油管324连通着液压油箱322；

[0015] 所述充气机构包括蓄水盒516、药剂盒515和导气机构，所述药剂盒515内布置有活

动薄片将盒体分为上下两层，且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进水口通过小型水管517连通着蓄水

盒516，

[0016] 所述导气机构包括气囊513和空套在一起的水平的内层通气管511、外层通气管

512，且气囊513安装在车厢311的底板518下底面的内凹球形槽519内，

[0017] 所述外层通气管512的一端和药剂盒515外侧壁固定，另一端为封闭端，且沿着外

层通气管512的管身均匀开设有两个以上外层出气口，外层出气口通过通气导管514连通着

气囊513，所述内层通气管511的进气口连通着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出气口，且内层通气管

511和外层通气管512在外层出气口处贯通。

[0018] 进一步，所述导气机构还包括输出轴上带有第二齿轮524的第三电机522，所述内

层通气管511对应着药剂盒515的一端设有第一齿轮523，内层通气管511通过第一齿轮523

和第二齿轮524的啮合连接着第三电机522，且外层通气管512对应内层通气管511的轴向位

置均开设有外层出气口，且外层出气口分别布置在外层通气管512横截面的不同径向上；所

述药剂盒515的上层通过隔板均匀分若干个割成置药腔

[0019] 进一步，所述驱动转向机构还包括舵机411、转向杆412和支柱416，所述舵机411和

转向杆412的中部铰接，且转向杆412的两端均铰接有连接杆413，连接杆413的另一端通过

竖直的支柱416连接着驱动轮414，且每个驱动轮414都带有轮毂电机。

[0020] 进一步，所述运输箱211通过弹性安装机构和控制箱122固定连接，所述弹性安装

机构包括L形板213、水平的安装底板和上端带有卡槽的安装盒121，所述安装底板通过第一

安装板水平安装在运输箱211的前端箱板上，安装底板上通过四个竖直的弹簧212弹性连接

着水平的L形板213，且L形板213的水平部和第一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盒121通过第二

安装板固定安装在控制箱122的后端箱板上；

[0021] 压缩弹簧212，L形板213从安装盒121的后侧板水平插入到安装盒121内，且L形板

213的竖直部从配合的卡槽伸出安装盒121，实现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的固定连接。

[0022] 进一步，所述车厢311、控制箱122、运输箱211、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

均由隔热材料制成，其中隔热材料为双层，且包括有间隔物层和反射屏层构成，且反射屏层

包裹着间隔物层，反射屏层为双面镀铝聚酯薄膜材料制成，间隔物层为疏松纤维、网和泡沫

塑料材料制成。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如下：

[0024] 1、本发明提供的救援机器人，在无障碍路况下，通过带有轮毂电机的驱动轮实现

救援机器人的前后移动，舵机可控制救援机器人的运动转向；在有障碍或台阶的路况下，行

走机构上的支撑腿在液压油缸和伸缩腿的作用下实现抬起、放下，并在支撑腿放下时支撑

爪稳定的支撑在地面上，在驱动轮的配合下，实现机器人整个越过障碍物或越至台阶表面。

[0025] 2、本发明在救援机器人落入水中后，通过通过充气机构实现救援机器人机身漂浮

在水面上，并通过行走机构上的支撑腿、支撑爪和伸缩腿的配合，救援机器人能够在有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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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自由移动。

[0026] 3、本发明的救援机器人包括探测机构，可以探测具体的工作环境的情况，高清防

水防爆摄像头可实现360°探测障碍物，实时发送环境情况信息，并且行走机构可实现跨越

障碍；水位传感器探测环境中是否存在危险的水位情况，并开启充气机构，向气囊内充气，

使得本发明的救援机器人浮于水面，避免危险环境；粉尘浓度探测器和红外温度传感器探

测不同环境下的粉尘浓度、温度，在粉尘爆炸环境中设置探测预警阶段和撤离阶段，开启喷

水阀门实施救援工作。

[0027] 4、本发明救援机器人的运输箱使用便捷，通过弹性安装机构和控制箱固定连接，

需要运输救援物资时将救援物资放入运输箱，若只需救援机器人进行探测，拍摄救援环境

的信息，则将运输箱拆去，减小救援机器人的重量，提高行动的速度。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立体图。

[0029] 图2为图1去除运输箱和喷水装置后视图。

[0030] 图3为运输箱立体图。

[0031] 图4为车厢内部图。

[0032] 图5为行走机构立体图。

[0033] 图6为驱动转向机构立体图。

[0034] 图7充气机构的立体图。

[0035] 图8为图7剖视图A‑A。

[0036] 图9为图7去掉盖子示意图。

[0037] 图10为图7俯视图。

[0038] 图11为图9去除药剂盒、蓄水盒示意图。

[0039] 其中：111水位传感器；112报警指示灯；114粉尘浓度探测器；115红外温度传感器；

116旋转底盘；117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8喷雾器；119水管；120喷水阀门；121安装盒；122

控制箱；211运输箱；212弹簧；213  L形板；311车厢；312支撑爪；313支撑腿；314伸缩腿；315

液压油缸；318第一电机；321第二电机；320减速器；322液压油箱；323第一油管；324第二油

管；  411舵机；412转向杆；413连接杆；414驱动轮；416支柱；511内层通气管；512外层通气

管；513气囊；514通气导管；515药剂盒；516蓄水盒；517小型水管；518底板；519内凹球形槽； 

522第三电机；523第一齿轮；524第二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见图1，一种救援机器人，包括机身机构和探测机构；

[0043] 所述机身机构包括车厢311、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对应车厢311底板的前后两

端分别设有驱动转向机构，每个驱动转向机构包括一对驱动轮414，所述控制箱122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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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211分别安装在车厢311上厢板上，且控制箱122对应位于车厢311的前端部；

[0044] 所述探测机构包括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示灯112、粉尘浓度探测器114、红外温

度传感器115、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和喷雾器118，且水位传感器111、报警指示灯112、红

外传温度传感器115和粉尘浓度探测器114均安装在控制箱122的前箱板上，且水位传感器

111布置在控制箱122的前箱板底部，所述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喷雾器118分别通过旋

转底盘116、喷水阀门120安装在控制箱122的上箱板上，且喷雾器118的进水口管道连通着

运输箱211内的水箱；

[0045] 见图4，所述车厢311的四个直角处均对应设有行走机构和充气机构；

[0046] 见图2和图3，所述运输箱211通过弹性安装机构和控制箱122固定连接，所述弹性

安装机构包括L形板213、水平的安装底板和上端带有卡槽的安装盒121，所述安装底板通过

第一安装板水平安装在运输箱211的前端箱板上，安装底板上通过四个竖直的弹簧212弹性

连接着水平的L形板213，且L形板213的水平部和第一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盒121通过

第二安装板固定安装在控制箱122的后端箱板上；

[0047] 压缩弹簧212，L形板213从安装盒121的后侧板水平插入到安装盒121内，且L形板

213的竖直部从配合的卡槽伸出安装盒121，实现运输箱211和控制箱122的固定连接。运输

箱211可用于装入一些应急救援设备，如声波探测仪、红外探测仪，可探测灾害现场有无生

命信息源的存在；或者装入救生圈、应急灯、保险绳索等小型救援装备，当不需要运输救援

设备时，可将运输箱拆除，减轻越障机器人的重量，提高移动效率；

[0048] 见图4和图5，所述行走机构包括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液压油箱322、液压油

缸315、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所述第一电机318、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箱322

对应安装在车厢311的厢体内部，所述液压油缸322、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对

应安装在车厢311的厢体外部，

[0049] 所述第二电机321通过轴承连接着液压油箱322内的液压泵，所述第一电机318的

输出轴通过减速器320连接着伸缩腿314的下端，伸缩腿314的上端和支撑腿313的中部铰

接，

[0050] 且支撑腿313的一端和液压油缸315的活塞杆连接，支撑腿313的另一端和支撑爪

312垂直连接，所述液压油缸315的缸体底端对应连接在伸缩腿314上，液压油缸315的缸体

分别通过第一油管323和第二油管324连通着液压油箱322。

[0051] 伸缩腿314在第一电机318带动下可转动，支撑腿313在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实现

和伸缩腿314的角度增大或减小，使得行走机构实现类似于人的腿的抬起、放下、行走的动

作。

[0052] 见图6，所述驱动转向机构还包括舵机411、转向杆412和支柱416，所述舵机411和

转向杆412的中部铰接，且转向杆412的两端均铰接有连接杆413，连接杆413的另一端通过

竖直的支柱416连接着驱动轮414，且每个驱动轮414都带有轮毂电机。

[0053] 见图7和图9，所述充气机构包括蓄水盒516、药剂盒515和导气机构，所述药剂盒

515内布置有活动薄片将盒体分为上下两层，且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进水口通过小型水管

517连通着蓄水盒516，所述药剂盒515的上层通过隔板均匀分若干个割成置药腔。

[0054] 见图8和图10，所述导气机构包括气囊513和空套在一起的水平的内层通气管511、

外层通气管512，且气囊513安装在车厢311的底板518下底面的内凹球形槽519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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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所述外层通气管512的一端和药剂盒515外侧壁固定，另一端为封闭端，且沿着外

层通气管512的管身均匀开设有两个以上外层出气口，外层出气口通过通气导管514连通着

气囊513，所述内层通气管511的进气口连通着药剂盒515盒体下层的出气口，且内层通气管

511和外层通气管512在外层出气口处贯通。

[0056] 见图11，所述导气机构还包括输出轴上带有第二齿轮524的第三电机522，所述内

层通气管511对应着药剂盒515的一端设有第一齿轮523，内层通气管511通过第一齿轮523

和第二齿轮524的啮合连接着第三电机522，且外层通气管512对应内层通气管511的轴向位

置均开设有外层出气口，且外层出气口分别布置在外层通气管512横截面的不同径向上。

[0057] 当内层通气管511在第三电机522的带动下转动，使得内层通气管的出气口与外层

通气管的出气口一一对应贯通，贯通时气体从内层通气管511通入外层通气管512，进而到

达每个外层出气口对应的气囊513内，使得气囊513充气鼓起。

[0058] 所述车厢311、控制箱122、运输箱211、伸缩腿314、支撑腿313和支撑爪312均由隔

热材料制成，其中隔热材料为双层，且包括有间隔物层和反射屏层构成，且反射屏层包裹着

间隔物层，反射屏层为双面镀铝聚酯薄膜材料制成，间隔物层为疏松纤维、网和泡沫塑料材

料制成，可在耐高温的环境下工作。

[0059] 上述本发明的救援机器人，可对多种灾害能够实现在各种灾害场景内能够自由移

动，以及对灾害进行实时检测和初步救灾，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0060] 情况1：救援机器人在油泄漏的高温环境开展救援任务时，

[0061] 救援机器人到达现场，红外温度传感器115对现场的温度进行探测，同时高清防水

防爆摄像头117可向控制中心实时发送记录受灾环境的情况，  其中由于油泄漏时地面较

滑，所以采取行走机构实现移动，具体的每个行走机构上的伸缩腿314向前转动与机身的纵

向轴线平行，并且支撑腿313与地面垂直，将救援机器人撑离地面。

[0062] 然后位于前面的一个行走机构和它对角线上的另一个行走机构的伸缩腿314在第

一电机318的带动下转动，使支撑爪312离开地面，同时在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缸315的带

动下使支撑腿313与伸缩腿314角度增大，然后在第一电机318的带动下转动伸缩腿314，支

撑爪312与地面接触，

[0063] 最后，另外两个行走机构重复上述步骤，可实现前进移动。

[0064] 情况2：救援机器人需爬上台阶障碍物或下台阶障碍物时，

[0065] 高清防水防爆摄像头117检测到需要攀爬上或攀爬下台阶障碍物，位于车厢311前

端的一对行走机构首先开始工作，具体的每个行走机构上的伸缩腿314在第一电机318的带

动下向前转动，在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使支撑腿313与伸缩腿314角度增

大，进而带动支撑爪312与障碍物表面接触；

[0066] 然后位于车厢311后端的驱动转向机构上的一对驱动轮在轮毂电机的驱动下向前

转动；使得前端的驱动转向机构上的一对驱动轮414跨越到障碍物表面；

[0067] 再位于车厢311后端的一对行走机构工作，具体的每个行走机构上的伸缩腿314在

第一电机318的带动下向前转动，在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使支撑腿313与伸

缩腿314角度增大，进而带动支撑爪312跨越到障碍物表面；

[0068] 最后位于车厢311前端的驱动转向机构上的一对驱动轮在轮毂电机的驱动下向前

转动，使得后端驱动转向机构上的一对驱动轮跨越至障碍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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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驱动轮414向前转动时，每一个行走机构在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

使支撑腿313与伸缩腿314角度随之改变，重复上述步骤至完成攀爬。

[0070] 情况3：当救援机器人需要在遇水环境下工作时，

[0071] 检测到水位传感器111即将被水淹没时，每个行走机构上的伸缩腿314在第一电机

318的带动下向前转动，在第二电机321和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使支撑腿313与伸缩腿314

角度增大，进而带动支撑爪312，使得支撑腿313处于直立的状态下，此时救援机器人的机身

机构被抬起，此时若检测到水位传感器111没有被淹没，则通过控制行走机构的运动使得救

援机器人运动，运动步骤与情况一运动步骤相同，若检测到水位传感器111被淹没，则开启

充气机构，具体如下：

[0072] 首先，打开药剂盒515上的活动薄片，药剂盒515内的药剂包落入药剂盒515的下

层，小型水管517的闸阀打开，蓄水盒516的水通过小型水管517进入药剂盒515的下层，通过

化学反应产生气体，所述药剂包内装有干燥的氢氧化钠和铝粉，2Al+2NaOH+2H2O ═ 2NaAlO2+

3H2↑。

[0073] 产生7L标准状况下的氢气约需要8.3g氢氧化钠，5.6g铝，约100ml的水。

[0074] 然后，上述反应产生的气体通过内层通气管511进入气囊513内，使得气囊513充气

鼓起，内凹球形槽519起到固定气囊513作用，可控制药剂盒515上的活动薄片打开程度药剂

包落入药剂盒515的下层的多少，进而控制产气量；

[0075] 通过第一齿轮523和第二齿轮524的啮合，第三电机522带动内层通气管511转动，

当转动到合适的角度时，内层通气管511上的内层出气口分别和外层通气管512上的外层出

气口一一对应贯通，从而控制对应的气囊513鼓起的数量，直至救援机器人漂浮在水面；

[0076] 最后，每个行走机构上的伸缩腿314在第一电机318的带动下转动，在第二电机321

和液压油缸315的带动下使支撑腿313与伸缩腿314角度增大或减小，使得伸缩腿314匀速转

动，并保证支撑腿313在水里滑动，从而使本发明救援机器人向前移动。

[0077] 情况4：救援机器人针对粉尘爆炸环境设置探测预警阶段和撤离阶段，

[0078] 针对粉尘爆炸环境设置探测预警阶段和撤离阶段，首先粉尘浓度探测器114和红

外温度传感器115对周围的粉尘浓度以及温度进行探测，当检测到粉尘浓度小于35g/m³或

温度小于300℃时，控制喷水阀门120，通过喷雾器118喷出水雾，驱散消除悬浮粉尘，降低粉

尘浓度；当检测到粉尘浓度大于35g/m³或温度大于300℃时，报警指示灯112开启，放弃防尘

爆炸措施，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防水防爆摄像头117可实时监测现场的环境，并将视频传

送至指挥中心。

[0079]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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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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