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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

器人，包括陆地行走装置、水面行走装置、升降装

置、delta并联机构和投料装置，水面行走装置分

别位于陆地行走装置的左右两侧，升降装置位于

陆地行走装置正上方，且升降装置下端与陆地行

走装置上端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下端与升降

装置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上端与投料装置相

连接。本发明具有陆地行走、水面行走、方位角度

调节以及装料投料的功能，在污水处理净化过程

中，可实现污水净化自动投料的功能，且智能化

程度高、方位角度调节方便灵活、投料速度快距

离远，解决了现有的人工乘船投料工作量大、危

险性大和效率低等问题，有效的保护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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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陆地行走装置、水面行走装置、升降装置、delta并联

机构和投料装置；水面行走装置与陆地行走装置相连接，升降装置位于陆地行走装置正上

方，且升降装置下端与陆地行走装置上端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位于升降装置与投料装置

之间，且delta并联机构下端与升降装置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上端与投料装置相连接；所

述的投料装置包括投料台座、投料机构和储料筒；所述的投料机构数量为四，投料机构沿投

料台座的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储料筒位于投料台座上端中心位置处；所述的投料机构

包括投料耳座、第一转轴、投料支架、第二转轴、铲料支架、投料铲斗、动力机构、第一压缩弹

簧和第二压缩弹簧；所述的投料支架下端通过第一转轴与投料耳座相连接，投料支架上端

通过第二转轴与铲料支架一端相连接，投料支架呈爬梯状结构，投料支架内侧等间距设置

有横杆，铲料支架采用液压伸缩式的矩形框体结构，投料铲斗固定在铲料支架另一端，且投

料铲斗的横截断面呈扇形结构，动力机构位于投料支架下方，第一压缩弹簧位于投料台座

和投料支架之间，且第一压缩弹簧上端设置有第一转柱，第一转柱铰接在投料支架的横杆

上，第一压缩弹簧下端设置有第一连接座，第一连接座固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上，第二压缩

压簧位于第一压缩弹簧内侧，且第二压缩弹簧上端设置有第二转柱，第二转柱铰接在投料

支架的横杆上，第二压缩弹簧下端设置有第二连接座，第二连接座固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

上；所述的动力机构包括动力转轴、从动滑轮、钢丝绳、主动滑轮、过渡轴、带座轴承、从动齿

轮、主动齿轮、动力电机、移动电机座和电动导轨，且从动滑轮、钢丝绳、主动滑轮、过渡轴和

带座轴承的数量为二；所述的动力转轴穿过投料支架上端，从动滑轮分别对称固定在动力

转轴两端，钢丝绳一端固定在从动滑轮上，钢丝绳另一端缠绕在主动滑轮上，过渡轴一端与

主动滑轮之间采用键相连接，过渡轴另一端安装有主动齿轮，过渡轴中部通过带座轴承固

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上，主动齿轮固定在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且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

啮合，动力电机通过移动电机座安装在电动导轨上，且电动导轨的横截断面呈工字型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数量为二，且水面

行走装置分别位于陆地行走装置的左右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陆地行走装置包括底盘、驱动电

机、驱动轴、行走带轮、锁紧扣和行走履带，底盘左右两侧分别开设有U型槽，底盘前后两端

分别开设有安装槽，驱动电机分别固定在底盘前后两侧的安装槽内，驱动轴一端与驱动电

机输出轴相连接，驱动轴另一端与行走带轮相连接，且驱动轴与行走带轮之间通过锁紧扣

进行固定，行走履带两端分别绕套在行走带轮上，且行走履带外侧均匀设置有半圆形防滑

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驱动电机、锁紧扣和行走履带的数量均

为四个，所述的底盘呈矩形结构，驱动电机采用双轴同步输出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3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包括行走板、

行走铰链、角度调节机构、行走转盘、行走伸缩杆、固定支架、喷气筒、输气管和气压泵；所述

的行走板呈条形板状结构，行走板内侧端通过行走铰链与底盘的U型槽内侧壁相连接，角度

调节机构数量为二，且角度调节机构沿行走板的横向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角度调节机

构下端与行走板相固定，行走转盘位于行走板外侧壁中心位置处，行走伸缩杆一端与行走

转盘相连接，行走伸缩杆另一端与固定支架相连接，且行走伸缩杆为空心圆柱壳体结构，固

定支架后端设置有固定杆，固定支架前端设置有Ω型架，且Ω型架沿固定杆呈直线等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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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喷气筒安装在固定支架的Ω型架内，喷气筒前端为圆锥状结构，喷气筒后端开设有喷

气口，输气管一端穿过行走伸缩杆与喷气筒相连接，输气管另一端与气压泵相连接，气压泵

固定在底盘上端面的中心位置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delta并联机构包括定平台、动平

台、电机座、并联电机、第一转轴、第一连杆、转动销、第二连杆、第二转轴、旋转基座和限位

弹簧；所述的定平台和动平台均呈圆形状结构，动平台位于定平台正上方，电机座和旋转基

座的数量均为三，电机座以定平台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固定在定平台上端面上，旋

转基座以动平台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布置在动平台下端面上，且电机座安装位置和

旋转基座安装位置分别一一对应，并联电机通过电机座进行固定安装，且并联电机采用可

调速双轴输出电机，第一转轴一端与并联电机主轴相连接，第一转轴另一端与第一连杆上

端相连接，第一连杆下端与第二连杆上端之间采用转动销进行连接，第二连杆下端与第二

转轴一端相连接，第二转轴另一端安装在旋转基座上，旋转基座下端设置有旋转轴承，且旋

转轴承与动平台上端面相固定，旋转基座上端设置有与第二转轴相配合的双头套筒，第一

连杆内侧中部和第二连杆内侧中部均分别设置有第一安装座和第二安装座，限位弹簧位于

第一安装座和第二安装座之间，且限位弹簧上端与第一安装座相连接，限位弹簧下端与第

二安装座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升降推杆、升降圆

台和电动转盘；所述的升降推杆数量为四，升降推杆位于升降圆台下方，且升降推杆上端与

升降圆台下端面相连接，电动转盘固定在升降圆台上端面中心位置处。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角度调节机构包括调节耳座、第

一调节轴、调节拉杆、第二调节轴和调节支架；所述的调节耳座呈U型结构，调节耳座固定在

行走板上，调节拉杆下端通过第一调节轴与调节耳座相连接，调节拉杆上端与调节支架之

间通过第二调节轴相连接，调节拉杆为电动可伸缩式结构，调节支架呈倒立的Y型结构，调

节支架下端固定在底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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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04717671，申请日为2016年06月23日，发明创造名称为

“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的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3] 水污染是由有害化学物质造成水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污染环境的水，污水中

含有的酸、碱、氧化剂以及铜、镉、汞、砷等化合物和苯、二氯乙烷、乙二醇等有机毒物，会毒

死水生生物，影响饮用水源、风景区景观；污水中的有机物被微生物分解时消耗水中的氧，

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命，水中溶解氧耗尽后，有机物进行厌氧分解，产生硫化氢、硫醇等难闻

气体，使水质进一步恶化。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水灾害频繁的国家，水资源总量居世界

第六位，人均占有量只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已被联

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多年来，中国水资源质量不断下降，水环境持续恶化，由于污

染所导致的缺水和事故不断发生，不仅使工厂停产、农业减产甚至绝收，而且造成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地威胁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了人类的生存。

[0004] 目前对于污水治理的方法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其中化学法治理污水就是

向污水中投放化学药物，利用化学反应或物理化学作用净化污水，目前对于水库、湖泊、河

流、池塘等地的化学法净化污水的方式都是人工乘船向污水中投放化学药物，这样不仅占

用了大量的劳动力，投放效率低，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面

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包括陆地行走装置、水面行走装置、升降装

置、delta并联机构和投料装置；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数量为二，且水面行走装置分别位于

陆地行走装置的左右两侧，水面行走装置与陆地行走装置相连接，升降装置位于陆地行走

装置正上方，且升降装置下端与陆地行走装置上端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位于升降装置与

投料装置之间，且delta并联机构下端与升降装置相连接，delta并联机构上端与投料装置

相连接。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陆地行走装置包括底盘、驱动电机、驱动轴、行

走带轮、锁紧扣和行走履带，且驱动电机、锁紧扣和行走履带的数量均为二，驱动轴和行走

带轮数量为四；所述的底盘呈矩形结构，底盘左右两侧分别开设有U型槽，底盘前后两端分

别开设有安装槽，驱动电机分别固定在底盘前后两侧的安装槽内，且驱动电机采用双轴同

步输出电机，驱动轴一端与驱动电机输出轴相连接，驱动轴另一端与行走带轮相连接，且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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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轴与行走带轮之间通过锁紧扣进行固定，行走履带两端分别绕套在行走带轮上，且行走

履带外侧均匀设置有半圆形防滑条；通过驱动电机的转动带动行走带轮的旋转，从而带动

行走履带的运动，陆地行走装置主要用于本发明的行走、移动和转向，且陆地行走装置通过

采用履带式结构更加便于坑洼地势地况的行走，使得本发明的适用性更强。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包括行走板、行走铰链、角度调节

机构、行走转盘、行走伸缩杆、固定支架、喷气筒、输气管和气压泵；所述的行走板呈条形板

状结构，行走板内侧端通过行走铰链与底盘的U型槽内侧壁相连接，角度调节机构数量为

二，且角度调节机构沿行走板的横向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角度调节机构下端与行走板

相固定，行走转盘位于行走板外侧壁中心位置处，行走伸缩杆一端与行走转盘相连接，行走

伸缩杆另一端与固定支架相连接，且行走伸缩杆为空心圆柱壳体结构，固定支架后端设置

有固定杆，固定支架前端设置有Ω型架，且Ω型架沿固定杆呈直线等间距布置，喷气筒安装

在固定支架的Ω型架内，喷气筒前端为圆锥状结构，喷气筒后端开设有喷气口，输气管一端

穿过行走伸缩杆与喷气筒相连接，输气管另一端与气压泵相连接，气压泵固定在底盘上端

面的中心位置处；所述的角度调节机构包括调节耳座、第一调节轴、调节拉杆、第二调节轴

和调节支架；所述的调节耳座呈U型结构，调节耳座固定在行走板上，调节拉杆下端通过第

一调节轴与调节耳座相连接，调节拉杆上端与调节支架之间通过第二调节轴相连接，调节

拉杆为电动可伸缩式结构，调节支架呈倒立的Y型结构，调节支架下端固定在底盘上。通过

行走转盘可带动喷气筒在XZ垂直面上的旋转运动，从而调节喷气筒的水面行走倾角，便于

本发明在不同流速的水面上的行走移动；通过行走伸缩杆可以带动喷气筒在XY水平面上的

左右运动，从而控制喷气筒在水面上行走移动时的伸出长度；通过角度调节机构可以控制

行走板以行走铰链为旋转轴进行转动，从而带动喷气筒在YZ垂直面上的旋转，进而调节喷

气筒吃水的倾角，即本发明的吃水量，便于本发明在不同深度的水域中行走移动；通过气压

泵可以控制喷气筒喷出气体的流速，从而调节本发明的行进速度；水面行走装置可进行一

平移两转动共三自由度的空间运动，其可在不同流速和不同深度的水域中行走移动，且行

走速度和吃水量均可调，调节方便快速。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升降推杆、升降圆台和电动转盘；

所述的升降推杆数量为四，升降推杆位于升降圆台下方，且升降推杆上端与升降圆台下端

面相连接，电动转盘固定在升降圆台上端面中心位置处。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delta并联机构包括定平台、动平台、电机座、并

联电机、第一转轴、第一连杆、转动销、第二连杆、第二转轴、旋转基座和限位弹簧；所述的定

平台和动平台均呈圆形状结构，动平台位于定平台正上方，电机座和旋转基座的数量均为

三，电机座以定平台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固定在定平台上端面上，旋转基座以动平

台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布置在动平台下端面上，且电机座安装位置和旋转基座安装

位置分别一一对应，并联电机通过电机座进行固定安装，且并联电机采用可调速双轴输出

电机，第一转轴一端与并联电机主轴相连接，第一转轴另一端与第一连杆上端相连接，第一

连杆下端与第二连杆上端之间采用转动销进行连接，第二连杆下端与第二转轴一端相连

接，第二转轴另一端安装在旋转基座上，旋转基座下端设置有旋转轴承，且旋转轴承与动平

台上端面相固定，旋转基座上端设置有与第二转轴相配合的双头套筒，第一连杆内侧中部

和第二连杆内侧中部均分别设置有第一安装座和第二安装座，限位弹簧位于第一安装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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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安装座之间，且限位弹簧上端与第一安装座相连接，限位弹簧下端与第二安装座相连

接；具体工作时，通过并联电机的转动带动第一转轴的旋转，且第一连杆与第一转轴同轴相

连接，从而通过第一连杆的转动带动第二连杆的转动，进而带动动平台的运动，且通过限位

弹簧降低了delta并联机构运动时抖动性，增加了delta并联机构运动的平稳性，delta并联

机构与串联机构相比刚度大，运动灵活，结构稳定，承载能力强且微动精度高，delta并联机

构在空间内可进行三平移三转动共六个自由度方向的运动，且运动空间小、运动速度快、运

动灵活性好，将delta并联机构应用到本发明中，一方面起到了对投料装置投料时整体方位

角度调节的作用，使得本发明可以处于各种姿态角度下都可以全方位的进行投料作业，投

料方便快捷且投料范围广；另一方面通过delta并联机构提高了本发明的减震性能，本发明

在陆地上或者水中行走时，即使处于颠簸或者非平衡状态下时，投料装置始终处于水平平

稳状态，防止投料装置投料作业时因抖动性或者倾斜性过大导致投料作业无法进行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了本发明投料作业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投料装置包括投料台座、投料机构和储料筒；所

述的投料机构数量为四，投料机构沿投料台座的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储料筒位于投料

台座上端中心位置处；所述的投料机构包括投料耳座、第一转轴、投料支架、第二转轴、铲料

支架、投料铲斗、动力机构、第一压缩弹簧和第二压缩弹簧；所述的投料支架下端通过第一

转轴与投料耳座相连接，投料支架上端通过第二转轴与铲料支架一端相连接，投料支架呈

爬梯状结构，投料支架内侧等间距设置有横杆，铲料支架采用液压伸缩式的矩形框体结构，

投料铲斗固定在铲料支架另一端，且投料铲斗的横截断面呈扇形结构，动力机构位于投料

支架下方，第一压缩弹簧位于投料台座和投料支架之间，且第一压缩弹簧上端设置有第一

转柱，第一转柱铰接在投料支架的横杆上，第一压缩弹簧下端设置有第一连接座，第一连接

座固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上，第二压缩压簧位于第一压缩弹簧内侧，且第二压缩弹簧上端

设置有第二转柱，第二转柱铰接在投料支架的横杆上，第二压缩弹簧下端设置有第二连接

座，第二连接座固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上。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动力机构包括动力转轴、从动滑轮、钢丝绳、主

动滑轮、过渡轴、带座轴承、从动齿轮、主动齿轮、动力电机、移动电机座和电动导轨，且从动

滑轮、钢丝绳、主动滑轮、过渡轴和带座轴承的数量为二；所述的动力转轴穿过投料支架上

端，从动滑轮分别对称固定在动力转轴两端，钢丝绳一端固定在从动滑轮上，钢丝绳另一端

缠绕在主动滑轮上，过渡轴一端与主动滑轮之间采用键相连接，过渡轴另一端安装有主动

齿轮，过渡轴中部通过带座轴承固定在投料台座上端面上，主动齿轮固定在动力电机的输

出轴上，且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啮合，动力电机通过移动电机座安装在电动导轨上，且电

动导轨的横截断面呈工字型结构。

[0014] 具体投料时，首先通过铲料支架的伸展运动带动投料铲斗倾斜向下运动，当投料

铲斗深入到储料筒内储存的化学净化药物粉末或者颗粒时，通过铲料支架的收缩运动带动

投料铲斗倾斜向上运动，从而实现了投料铲斗装料的功能；然后通过移动电机座在电动导

轨上的往内侧运动带动动力电机的内侧移动，当与动力电机输出轴同轴安装的主动齿轮与

从动齿轮相啮合时，通过动力电机的旋转带动主动齿轮的转动，且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

啮合，从动齿轮与主动滑轮同轴固定安装，从而实现了主动滑轮的旋转，达到了收缩钢丝绳

的效果，且钢丝绳与从动滑轮连接，从动滑轮与动力转轴相固定，动力转轴固定在投料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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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而在钢丝绳的拉力作用下，投料支架以第一转轴为旋转轴做逆时针转动，第一压缩弹

簧和第二压缩弹簧被处于高度压缩状态下；再通过移动电机座在电动导轨上的往外侧运动

带动动力电机的外侧移动，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处于分离状态，在第一压缩弹簧和第二压

缩弹簧的压缩回复力作用下，投料支架迅速以第一转轴为旋转轴做顺时针转动，从而带动

投料铲斗向外侧抛出，达到了投料的效果；最后当化学净化药物粉末或者颗粒投出去后，在

第一压缩弹簧和第二压缩弹簧的拉伸回复力作用下，投料支架以第一转轴为旋转轴做逆时

针转动，实现了收回投料铲斗的功能；投料装置可实现自动装料和投料的功能，且全程智能

化程度高，装料简单快速，投料速度快、距离远。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具有陆地行走、水面行走、方位角度调节以及装料投料的功能，在污水

处理净化过程中，可实现污水净化自动投料的功能，且智能化程度高、方位角度调节方便灵

活、投料速度快距离远，解决了现有的人工乘船投料工作量大、危险性大和效率低等问题，

有效的保护了水资源。

[0017] (2)本发明的陆地行走装置和水面行走装置配合转换使用，且转换方便快捷，可适

应于陆地行走和水面行走，达到了两栖行走的效果，且水面行走装置可进行一平移两转动

共三自由度的空间运动，其可在不同流速和不同深度的水域中行走移动，且行走速度和吃

水量均可调，调节方便快速。

[0018] (3)本发明的delta并联机构在空间内可进行三平移三转动共六个自由度方向的

运动，且运动空间小、运动速度快、运动灵活性好，将delta并联机构应用到本发明中，一方

面起到了对投料装置投料时整体方位角度调节的作用，使得本发明可以处于各种姿态角度

下都可以全方位的进行投料作业，投料方便快捷且投料范围广；另一方面通过delta并联机

构提高了本发明的减震性能，本发明在陆地上或者水中行走时，即使处于颠簸或者非平衡

状态下时，投料装置始终处于水平平稳状态，防止投料装置投料作业时因抖动性或者倾斜

性过大导致投料作业无法进行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本发明投料作业时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

[0019] (4)本发明的投料装置可实现自动装料和投料的功能，且全程智能化程度高，装料

简单快速，投料速度快、距离远。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去除投料装置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陆地行走装置、水面行走装置和升降装置配合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陆地行走装置和水面行走装置配合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delta并联机构和投料装置配合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delta并联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投料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投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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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0] 如图1至图8所示，一种大面积污水净化环保型机器人，包括陆地行走装置1、水面

行走装置2、升降装置3、delta并联机构4和投料装置5；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2数量为二，且

水面行走装置2分别位于陆地行走装置1的左右两侧，水面行走装置2与陆地行走装置1相连

接，升降装置3位于陆地行走装置1正上方，且升降装置3下端与陆地行走装置1上端相连接，

delta并联机构4位于升降装置3与投料装置5之间，且delta并联机构4下端与升降装置3相

连接，delta并联机构4上端与投料装置5相连接。

[0031]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的陆地行走装置1包括底盘11、驱动电机12、驱动轴13、行走

带轮14、锁紧扣15和行走履带16，且驱动电机12、锁紧扣15和行走履带16的数量均为二，驱

动轴13和行走带轮14数量为四；所述的底盘11呈矩形结构，底盘11前后两端分别开设有安

装槽，驱动电机12分别固定在底盘11前后两侧的安装槽内，且驱动电机12采用双轴同步输

出电机，驱动轴13一端与驱动电机12输出轴相连接，驱动轴13另一端与行走带轮14相连接，

且驱动轴13与行走带轮14之间通过锁紧扣15进行固定，行走履带16两端分别绕套在行走带

轮14上，且行走履带16外侧均匀设置有半圆形防滑条；通过驱动电机12的转动带动行走带

轮14的旋转，从而带动行走履带16的运动，陆地行走装置1主要用于本发明的行走、移动和

转向，且陆地行走装置1通过采用履带式结构更加便于坑洼地势地况的行走，使得本发明的

适用性更强。

[0032]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的水面行走装置2包括行走板21、行走铰链22、角度调节机

构23、行走转盘24、行走伸缩杆25、固定支架26、喷气筒27、输气管28和气压泵29；所述的行

走板21呈条形板状结构，行走板21内侧端通过行走铰链22与底盘11的U型槽内侧壁相连接，

角度调节机构23数量为二，且角度调节机构23沿行走板21的横向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

角度调节机构23下端与行走板21相固定，行走转盘24位于行走板21外侧壁中心位置处，行

走伸缩杆25一端与行走转盘24相连接，行走伸缩杆25另一端与固定支架26相连接，且行走

伸缩杆25为空心圆柱壳体结构，固定支架26后端设置有固定杆，固定支架26前端设置有Ω

型架，且Ω型架沿固定杆呈直线等间距布置，喷气筒27安装在固定支架26的Ω型架内，喷气

筒27前端为圆锥状结构，喷气筒27后端开设有喷气口，输气管28一端穿过行走伸缩杆25与

喷气筒27相连接，输气管28另一端与气压泵29相连接，气压泵29固定在底盘11上端面的中

心位置处；所述的角度调节机构23包括调节耳座231、第一调节轴232、调节拉杆233、第二调

节轴234和调节支架235；所述的调节耳座231呈U型结构，调节耳座231固定在行走板21上，

调节拉杆233下端通过第一调节轴232与调节耳座231相连接，调节拉杆233上端与调节支架

235之间通过第二调节轴234相连接，调节拉杆233为电动可伸缩式结构，调节支架235呈倒

立的Y型结构，调节支架235下端固定在底盘11上。通过行走转盘24可带动喷气筒27在XZ垂

直面上的旋转运动，从而调节喷气筒27的水面行走倾角，便于本发明在不同流速的水面上

的行走移动；通过行走伸缩杆25可以带动喷气筒27在XY水平面上的左右运动，从而控制喷

气筒27在水面上行走移动时的伸出长度；通过角度调节机构23可以控制行走板21以行走铰

链22为旋转轴进行转动，从而带动喷气筒27在YZ垂直面上的旋转，进而调节喷气筒27吃水

的倾角，即本发明的吃水量，便于本发明在不同深度的水域中行走移动；通过气压泵29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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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喷气筒27喷出气体的流速，从而调节本发明的行进速度；水面行走装置2可进行一平移

两转动共三自由度的空间运动，其可在不同流速和不同深度的水域中行走移动，且行走速

度和吃水量均可调，调节方便快速。

[0033] 如图3所示，所述的升降装置3包括升降推杆31、升降圆台32和电动转盘33；所述的

升降推杆31数量为四，升降推杆31位于升降圆台32下方，且升降推杆31上端与升降圆台32

下端面相连接，电动转盘33固定在升降圆台32上端面中心位置处。

[0034] 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的delta并联机构4包括定平台41、动平台42、电机座43、并

联电机44、第一转轴45、第一连杆46、转动销47、第二连杆48、第二转轴49、旋转基座410和限

位弹簧411；所述的定平台41和动平台42均呈圆形状结构，动平台42位于定平台41正上方，

电机座43和旋转基座410的数量均为三，电机座43以定平台41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

固定在定平台41上端面上，旋转基座410以动平台42的圆心为中心呈正三角形状布置在动

平台42下端面上，且电机座43安装位置和旋转基座410安装位置分别一一对应，并联电机44

通过电机座43进行固定安装，且并联电机44采用可调速双轴输出电机，第一转轴45一端与

并联电机44主轴相连接，第一转轴45另一端与第一连杆46上端相连接，第一连杆46下端与

第二连杆48上端之间采用转动销47进行连接，第二连杆48下端与第二转轴49一端相连接，

第二转轴49另一端安装在旋转基座410上，旋转基座410下端设置有旋转轴承，且旋转轴承

与动平台42上端面相固定，旋转基座410上端设置有与第二转轴49相配合的双头套筒，第一

连杆46内侧中部和第二连杆48内侧中部均分别设置有第一安装座和第二安装座，限位弹簧

411位于第一安装座和第二安装座之间，且限位弹簧411上端与第一安装座相连接，限位弹

簧411下端与第二安装座相连接；具体工作时，通过并联电机44的转动带动第一转轴45的旋

转，且第一连杆46与第一转轴45同轴相连接，从而通过第一连杆46的转动带动第二连杆48

的转动，进而带动动平台42的运动，且通过限位弹簧411降低了delta并联机构4运动时抖动

性，增加了delta并联机构4运动的平稳性，delta并联机构4与串联机构相比刚度大，运动灵

活，结构稳定，承载能力强且微动精度高，delta并联机构4在空间内可进行三平移三转动共

六个自由度方向的运动，且运动空间小、运动速度快、运动灵活性好；将delta并联机构4应

用到本发明中，一方面起到了对投料装置5投料时整体方位角度调节的作用，使得本发明可

以处于各种姿态角度下都可以全方位的进行投料作业，投料方便快捷且投料范围广；另一

方面通过delta并联机构4提高了本发明的减震性能，本发明在陆地上或者水中行走时，即

使处于颠簸或者非平衡状态下时，投料装置5始终处于水平平稳状态，防止投料装置5投料

作业时因抖动性或者倾斜性过大导致投料作业无法进行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本发明投料

作业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035] 如图7和图8所示，所述的投料装置5包括投料台座51、投料机构52和储料筒53；所

述的投料机构52数量为四，投料机构52沿投料台座51的中心轴线分别对称布置，储料筒53

位于投料台座51上端中心位置处；所述的投料机构52包括投料耳座521、第一转轴522、投料

支架523、第二转轴524、铲料支架525、投料铲斗526、动力机构527、第一压缩弹簧528和第二

压缩弹簧529；所述的投料支架523下端通过第一转轴522与投料耳座521相连接，投料支架

523上端通过第二转轴524与铲料支架525一端相连接，投料支架523呈爬梯状结构，投料支

架523内侧等间距设置有横杆，铲料支架525采用液压伸缩式的矩形框体结构，投料铲斗526

固定在铲料支架525另一端，且投料铲斗526的横截断面呈扇形结构，动力机构527位于投料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8161948 B

9



支架523下方，第一压缩弹簧528位于投料台座521和投料支架523之间，且第一压缩弹簧528

上端设置有第一转柱，第一转柱铰接在投料支架523的横杆上，第一压缩弹簧528下端设置

有第一连接座，第一连接座固定在投料台座51上端面上，第二压缩压簧529位于第一压缩弹

簧528内侧，且第二压缩弹簧529上端设置有第二转柱，第二转柱铰接在投料支架523的横杆

上，第二压缩弹簧529下端设置有第二连接座，第二连接座固定在投料台座51上端面上。

[0036] 如图7和图8所示，所述的动力机构527包括动力转轴5271、从动滑轮5272、钢丝绳

5273、主动滑轮5274、过渡轴5275、带座轴承5276、从动齿轮5277、主动齿轮5278、动力电机

5279、移动电机座527a和电动导轨527b，且从动滑轮5272、钢丝绳5273、主动滑轮5274、过渡

轴5275和带座轴承5276的数量为二；所述的动力转轴5271穿过投料支架523上端，从动滑轮

5272分别对称固定在动力转轴5271两端，钢丝绳5273一端固定在从动滑轮5272上，钢丝绳

5273另一端缠绕在主动滑轮5274上，过渡轴5275一端与主动滑轮5274之间采用键相连接，

过渡轴5275另一端安装有主动齿轮5278，过渡轴5275中部通过带座轴承5276固定在投料台

座51上端面上，主动齿轮5278固定在动力电机5279的输出轴上，且主动齿轮5278与从动齿

轮5277相啮合，动力电机5279通过移动电机座527a安装在电动导轨527b上，且电动导轨

527b的横截断面呈工字型结构。

[0037] 如图7和图8所示，具体投料时，首先通过铲料支架525的伸展运动带动投料铲斗

526倾斜向下运动，当投料铲斗526深入到储料筒53内储存的化学净化药物粉末或者颗粒

时，通过铲料支架525的收缩运动带动投料铲斗526倾斜向上运动，从而实现了投料铲斗526

装料的功能；然后通过移动电机座527a在电动导轨527b上的往内侧运动带动动力电机5279

的内侧移动，当与动力电机5279输出轴同轴安装的主动齿轮5278与从动齿轮5277相啮合

时，通过动力电机5279的旋转带动主动齿轮5278的转动，且主动齿轮5278与从动齿轮5277

相啮合，从动齿轮5277与主动滑轮5274同轴固定安装，从而实现了主动滑轮5274的旋转，达

到了收缩钢丝绳5273的效果，且钢丝绳5273与从动滑轮5272连接，从动滑轮5272与动力转

轴5271相固定，动力转轴5271固定在投料支架523上，从而在钢丝绳5273的拉力作用下，投

料支架523以第一转轴522为旋转轴做逆时针转动，第一压缩弹簧528和第二压缩弹簧529被

处于高度压缩状态下；再通过移动电机座527a在电动导轨527b上的往外侧运动带动动力电

机5279的外侧移动，主动齿轮5278与从动齿轮5277处于分离状态，在第一压缩弹簧528和第

二压缩弹簧529的压缩回复力作用下，投料支架523迅速以第一转轴522为旋转轴做顺时针

转动，从而带动投料铲斗526向外侧抛出，达到了投料的效果；最后当化学净化药物粉末或

者颗粒投出去后，在第一压缩弹簧528和第二压缩弹簧529的拉伸回复力作用下，投料支架

523以第一转轴522为旋转轴做逆时针转动，实现了收回投料铲斗526的功能；投料装置5可

实现自动装料和投料的功能，且全程智能化程度高，装料简单快速，投料速度快、距离远。

[003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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