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52556.3

(22)申请日 2018.12.31

(71)申请人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地址 212003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

132号

(72)发明人 施琴　党丽峰　史银花　左文艳　

张星亮　郦益多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董建林

(51)Int.Cl.

B25J 5/00(2006.01)

B25J 5/04(2006.01)

B25J 19/00(2006.01)

B25J 9/12(2006.01)

B25J 9/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

机器人，包括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升降导轨、

行走机器人底盘、伸缩爬梯、气动伸缩杆，所述升

降导轨底端固定设置于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上，

所述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滑动联接在所述升

降导轨上，所述伸缩爬梯固定连接所述行走机器

人底盘，所述气动伸缩杆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

述伸缩爬梯的一端、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本发

明从整体上解决了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多专

注于直接抓取，忽视了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

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体设

计较为粗糙，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

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实现了整体自行走式

机器人的升降式空间自由抓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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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

升降导轨（2）、行走机器人底盘（3）、伸缩爬梯（4）、气动伸缩杆（7），所述升降导轨（2）底端固

定设置于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3）上，所述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滑动联接在所述升降

导轨（2）上，所述伸缩爬梯（4）固定连接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3），所述气动伸缩杆（7）的两

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伸缩爬梯（4）的一端、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导

轨（2）上设置有升降链（8）、升降齿轮（10），所述升降齿轮（10）通过所述升降链（8）与所述自

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所述伸缩爬梯（4）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导

轨（2）的顶端固定设置有升降压板（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

器人底盘（3）上固定设置有纵向固定杆（6），所述纵向固定杆（6）与所述气动伸缩杆（7）的一

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

器人底盘（3）的底端固定设置有对称配合的行走轮（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旋转

机械臂拾取机构（1）包括拾取机械臂架（101）、承载联接架（102）、伸缩机械臂架（103）、拾取

驱动电机（104）、自旋转驱动电机（105）、翻转联接座（106）、伸缩气泵杆件（107），所述拾取

机械臂架（101）的一端、所述伸缩机械臂架（103）的一端分别与所述伸缩机械臂架（103）相

配合联接，所述承载联接架（102）与所述翻转联接座（106）转动联接，所述拾取驱动电机

（104）的输出端与所述拾取机械臂架（101）配合联接，所述自旋转驱动电机（105）的输出端

与所述翻转联接座（106）配合联接，所述伸缩气泵杆件（107）的两端分别配合联接所述伸缩

机械臂架（103）、所述承载联接架（10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拾取机械

臂架（101）上设置有拾取从动链轮（110）、拾取链（111）、拾取主动链轮（112），所述拾取主动

链轮（112）的输入端与所述拾取驱动电机（104）的输出端配合联接，所述拾取主动链轮

（112）通过所述拾取链（111）与所述拾取从动链轮（110）配合联接，所述拾取主动链轮（112）

通过第一铰接螺帽（113）与所述拾取机械臂架（101）铰接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拾取从

动链轮（110）的两侧配合设置有对称分布的同轴的拾取滑轮（108），所述拾取滑轮（108）的

中心通过铰接紧固帽（109）与所述拾取滑轮（108）的中心紧固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机

械臂架（103）通过伸缩铰接螺帽（115）与所述伸缩气泵杆件（107）的一端铰接连接，所述承

载联接架（102）通过伸缩紧固帽（116）与所述伸缩气泵杆件（107）的另一端紧固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

联接座（106）的外侧设置有对称分布的旋转驱动电机座（120），所述自旋转驱动电机（105）

固定设置于所述旋转驱动电机座（120）上；述旋转驱动电机座（120）通过若干连接固定杆

（123）与所述翻转联接座（106）紧固连接；述旋转驱动电机座（120）上设置有自旋转驱动轮

（117）、自旋转从动轮（118）、自旋转轴（119），所述自旋转轴（119）固定连接所述翻转联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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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所述自旋转驱动电机（105）的输出端配合联接所述自旋转驱动轮（117）的输入端，所

述自旋转驱动轮（117）的输出端与所述自旋转从动轮（118）的输入端配合联接，所述自旋转

从动轮（118）的输出端与所述自旋转轴（119）配合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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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属于特种机器人研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现有的智能机器人多注重于特种环境研发，缺乏在现有的特种环境机器人忽视空

间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体设计较为粗糙，

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

抓取机器人。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拾取抓取机器人，包括自旋

转机械臂拾取机构、升降导轨、行走机器人底盘、伸缩爬梯、气动伸缩杆，所述升降导轨底端

固定设置于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上，所述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滑动联接在所述升降导轨

上，所述伸缩爬梯固定连接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所述气动伸缩杆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

述伸缩爬梯的一端、所述行走机器人底盘。

[0006]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升降导轨上设置有升降链、升降齿轮，升降齿轮通过升降

链与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伸缩爬梯固定连接。

[0007]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升降导轨的顶端固定设置有升降压板。

[0008]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行走机器人底盘上固定设置有纵向固定杆，纵向固定杆

与气动伸缩杆的一端固定连接。

[0009]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行走机器人底盘的底端固定设置有对称配合的行走轮。

[0010]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包括拾取机械臂架、承载联接架、

伸缩机械臂架、拾取驱动电机、自旋转驱动电机、翻转联接座、伸缩气泵杆件，拾取机械臂架

的一端、伸缩机械臂架的一端分别与伸缩机械臂架相配合联接，承载联接架与翻转联接座

转动联接，拾取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拾取机械臂架配合联接，自旋转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

翻转联接座配合联接，伸缩气泵杆件的两端分别配合联接伸缩机械臂架、承载联接架。

[0011]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拾取机械臂架上设置有拾取从动链轮、拾取链、拾取主动

链轮，拾取主动链轮的输入端与拾取驱动电机的输出端配合联接，拾取主动链轮通过拾取

链与拾取从动链轮配合联接，拾取主动链轮通过第一铰接螺帽与拾取机械臂架铰接连接。

[0012]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拾取从动链轮的两侧配合设置有对称分布的同轴的拾取

滑轮，拾取滑轮的中心通过铰接紧固帽与拾取滑轮的中心紧固连接。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伸缩机械臂架通过伸缩铰接螺帽与伸缩气泵杆件的一端铰接

连接，承载联接架通过伸缩紧固帽与伸缩气泵杆件的另一端紧固连接。

[0013]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翻转联接座的外侧设置有对称分布的旋转驱动电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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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转驱动电机固定设置于旋转驱动电机座上；述旋转驱动电机座通过若干连接固定杆与

翻转联接座紧固连接；述旋转驱动电机座上设置有自旋转驱动轮、自旋转从动轮、自旋转

轴，自旋转轴固定连接翻转联接座，自旋转驱动电机的输出端配合联接自旋转驱动轮的输

入端，自旋转驱动轮的输出端与自旋转从动轮的输入端配合联接，自旋转从动轮的输出端

与自旋转轴配合联接。

[0014]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针对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多专注于直接抓

取，忽视了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体设计较

为粗糙，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通过在行走机器人底

盘上配置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气动伸缩杆、伸缩爬梯，通过升降链、纵向固定杆与伸缩

爬梯的配合实现整体行走机器人底盘在升降导轨上升降，通过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与升

降导轨的配合在升降链与升降齿轮的配合下进行升降，更具体的是，通过在承载联接架上

配置拾取机械臂架、伸缩机械臂架、翻转联接座以及旋转驱动电机座，通过自旋转驱动电机

依次驱动自旋转减速器、自旋转驱动轮、自旋转从动轮以及自旋转轴带动翻转联接座连同

一体的承载联接架进行旋转，通过拾取驱动电机依次驱动拾取减速器、拾取主动链轮、拾取

链、拾取从动链轮带动对称分布的拾取机械臂架绕第二铰接螺帽转动，通过光滑的拾取滑

轮拾取目标物，另伸缩气泵杆件带动伸缩机械臂架绕第二铰接螺帽转动配合拾取机械臂架

上的拾取滑轮锁紧拾取目标物，从整体上解决了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多专注于直接抓

取，忽视了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体设计较

为粗糙，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实现了整体自行走式

机器人的升降式空间自由抓取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主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立体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旋转一定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左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旋转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的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的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的旋转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记的含义：1-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2-升降导轨，3-行走机器人底盘，4-

伸缩爬梯，5-行走轮，6-纵向固定杆，7-气动伸缩杆，8-升降链，9升降压板，10-升降齿轮，

11-卡接杆件；101-拾取机械臂架，102-承载联接架，103-伸缩机械臂架，104-拾取驱动电

机，105-自旋转驱动电机，106-翻转联接座，107-伸缩气泵杆件，108-拾取滑轮，109-铰接紧

固帽，110-拾取从动链轮，111-拾取链，112-拾取主动链轮，113-第一铰接螺帽，114-第二铰

接螺帽，115-伸缩铰接螺帽，116-伸缩紧固帽，117-自旋转驱动轮，118-自旋转从动轮，119-

自旋转轴，120-旋转驱动电机座，121-拾取减速器，122-自旋转减速器，123-连接固定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9986527 A

5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本发明提出一种自行走式空间抓取机器人，包括

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升降导轨2、行走机器人底盘3、伸缩爬梯4、气动伸缩杆7，升降导

轨2底端固定设置于行走机器人底盘3上，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滑动联接在升降导轨2

上，伸缩爬梯4固定连接行走机器人底盘3，气动伸缩杆7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伸缩爬梯4的

一端、行走机器人底盘3。

[0023]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升降导轨2上设置有升降链8、升降齿轮10，升降齿轮10通

过升降链8与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伸缩爬梯4固定连接。

[0024]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升降导轨2的顶端固定设置有升降压板9。

[0025]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行走机器人底盘3上固定设置有纵向固定杆6，纵向固定

杆6与气动伸缩杆7的一端固定连接。

[0026]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行走机器人底盘3的底端固定设置有对称配合的行走轮

5。

[0027]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包括拾取机械臂架101、承载联

接架102、伸缩机械臂架103、拾取驱动电机104、自旋转驱动电机105、翻转联接座106、伸缩

气泵杆件107，拾取机械臂架101的一端、伸缩机械臂架103的一端分别与伸缩机械臂架103

相配合联接，承载联接架102与翻转联接座106转动联接，拾取驱动电机104的输出端与拾取

机械臂架101配合联接，自旋转驱动电机105的输出端与翻转联接座106配合联接，伸缩气泵

杆件107的两端分别配合联接伸缩机械臂架103、承载联接架102。

[0028]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拾取机械臂架101上设置有拾取从动链轮110、拾取链

111、拾取主动链轮112，拾取主动链轮112的输入端与拾取驱动电机104的输出端配合联接，

拾取主动链轮112通过拾取链111与拾取从动链轮110配合联接，拾取主动链轮112通过第一

铰接螺帽113与拾取机械臂架101铰接连接。

[0029]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拾取从动链轮110的两侧配合设置有对称分布的同轴的

拾取滑轮108，拾取滑轮108的中心通过铰接紧固帽109与拾取滑轮108的中心紧固连接。

[0030]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伸缩机械臂架103通过伸缩铰接螺帽115与伸缩气泵杆件

107的一端铰接连接，承载联接架102通过伸缩紧固帽116与伸缩气泵杆件107的另一端紧固

连接。

[0031]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翻转联接座106的外侧设置有对称分布的旋转驱动电机

座120，自旋转驱动电机105固定设置于旋转驱动电机座120上；述旋转驱动电机座120通过

若干连接固定杆123与翻转联接座106紧固连接；述旋转驱动电机座120上设置有自旋转驱

动轮117、自旋转从动轮118、自旋转轴119，自旋转轴119固定连接翻转联接座106，自旋转驱

动电机105的输出端配合联接自旋转驱动轮117的输入端，自旋转驱动轮117的输出端与自

旋转从动轮118的输入端配合联接，自旋转从动轮118的输出端与自旋转轴119配合联接。

[0032]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过程：本发明针对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多专注于直接抓取，

忽视了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体设计较为粗

糙，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通过在行走机器人底盘3

上配置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构1、气动伸缩杆7、伸缩爬梯4，通过升降链8、纵向固定杆6与伸

缩爬梯4的配合实现整体行走机器人底盘3在升降导轨2上升降，通过自旋转机械臂拾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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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与升降导轨2的配合在升降链8与升降齿轮10的配合下进行升降，更具体的是，通过在承

载联接架102上配置拾取机械臂架101、伸缩机械臂架103、翻转联接座106以及旋转驱动电

机座120，通过自旋转驱动电机105依次驱动自旋转减速器122、自旋转驱动轮117、自旋转从

动轮118以及自旋转轴119带动翻转联接座106连同一体的承载联接架102进行旋转，通过拾

取驱动电机104依次驱动拾取减速器121、拾取主动链轮112、拾取链111、拾取从动链轮110

带动对称分布的拾取机械臂架101绕第二铰接螺帽114转动，通过光滑的拾取滑轮108拾取

目标物，另伸缩气泵杆件107带动伸缩机械臂架103绕第二铰接螺帽114转动配合拾取机械

臂架101上的拾取滑轮108锁紧拾取目标物，从整体上解决了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多专注

于直接抓取，忽视了抓取机构与待抓取物之间的柔性配合，导致现有的机器人抓取机构整

体设计较为粗糙，智能化拾取操作较弱，容易对待抓取物造成划痕的技术缺陷，实现了整体

自行走式机器人的升降式空间自由抓取功能。

[003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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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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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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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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