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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

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包括外球壳、长管道连接件、

短管道连接件、长发电管道、短发电管道、中连

件、重物块；所述外球壳为具有一定柔性的两个

半球壳经过中连接拼接而成，所述长管道连接件

是外球壳和长管道的连接机构，所述短管道连接

件是外球壳和短管道的连接机构，所述长发电管

道内有磁体沿管道做往复运动，通过线圈发电，

所述短发电管道为固定于球体四周的发电管道

组合，同样能在球体滚动时发电，并始终与旋转

平面平行，所述重物块套在长发电管道上，保证

球体滚动平面始终通过长发电管道。本发明整体

结构简单，易于装配，空间布置合理，能够使得管

道发电体始终与球体旋转平面平行，保证最佳发

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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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外球壳（1）、长管

道连接件（2）、短管道连接件（3）、长发电管道（4）、短发电管道（5）、中连件（6）和重物块（7）；

所述外球壳（1）为具有一定柔性的两个半球壳通过中连件（6）拼接而成的球体；所述长管道

连接件（2）和短管道连接件（3）是外球壳（1）与发电管道的连接机构，其中内含一定空间用

来容纳锂电池；所述长发电管道（4）为发电装置，位于球体中心轴上，两端通过长管道连接

件（2）固定在外球壳（1）上，长发电管道（4）外部套着重物块（7）；当球形机器人探测器随风

转动时，长发电管道（4）中的第三磁体（4‑D）下滑，通过第一线圈（4‑C）产生感应电动势；所

述短发电管道（5）也是发电装置，两端通过短管道连接件（3）固定在外球壳（1）上，其以球形

机器人外球壳（1）的球心为中心、平行于长发电管道（4）、两两间隔90°安装，共有4组；当球

形机器人探测器随风转动时，短发电管道（5）中的第四磁体（5‑C）下滑，通过第二线圈（5‑B）

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在运动时，内部管道与球形机器人探测器旋转平面

始终处于平行位置，或球形机器人探测器经过短暂调整后，球形机器人探测器旋转平面始

终处于平行位置；长发电管道（4）、短发电管道（5）分别采用对称的两个线圈，并通过在管道

外另外安装磁体产生斥力，减少管道中磁体下滑的冲击力，充分利用管道长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连件（6）是一个与外球壳（1）等直径等厚度的圆柱体，采用无缝焊接的方式通过中连件

（6）将两个半球壳连接，形成完整的外球壳（1）的球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长管道连接件（2）包括第一连接件（2‑A）、第一磁体（2‑B）、第二螺钉（2‑C）、第一缓冲件（2‑

D）和第一螺钉（2‑E）；所述第一连接件（2‑A）外形为圆柱状，内有3个直径不同的孔，通过第

一螺钉（2‑E）与外球壳（1）连接，第一连接件（2‑A）与外球壳（1）接触面呈弧形，使得长管道

连接件（2）顶部能与外球壳（1）紧密贴合；所述第一磁体（2‑B）采用过渡配合安装于第一连

接件（2‑A）内部，与长管道（4‑A）接触，当长发电管道（4）中第三磁体（4‑D）滑落到端部时，与

第一磁体（2‑B）产生斥力减缓对长发电管道（4）端部的冲击，并为第三磁体（4‑D）反向运动

提供回复力；所述第二螺钉（2‑C）为拧紧螺钉，固定长管道（4‑A）；所述第一缓冲件（2‑D）固

定在第一连接件（2‑A）的底部，是重物块（7）滑落到端部的缓冲器件，采用柔性材料，能有效

减少冲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短管道连接件（3）的结构与长管道连接件（2）相似，包括第二连接件（3‑A）、第二磁体（3‑B）、

第四螺钉（3‑C）、第二缓冲件（3‑D）和第三螺钉（3‑E）；所述第二连接件（3‑A）通过第三螺钉

（3‑E）与外球壳（1）相连，第二连接件（3‑A）与外球壳（1）接触面呈弧形，使得短管道连接件

（3）顶部能与外球壳（1）紧密贴合；所述第二磁体（3‑B）采用过渡配合安装在第二连接件（3‑

A）内部，与短管道（5‑A）接触，当短发电管道（5）中第四磁体（5‑C）滑落到端部时，与第二磁

体（3‑B）产生斥力减缓对短发电管道（5）端部的冲击，并为第四磁体（5‑C）反向运动提供回

复力；所述第四螺钉（3‑C）为拧紧螺钉，固定短管道（5‑A）；所述第二缓冲件（3‑D）固定在第

二连接件（3‑A）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长发电管道（4）包括长管道（4‑A）、套筒（4‑B）、第一线圈（4‑C）和第三磁体（4‑D）；所述长管

道（4‑A）为塑料制透明管道；所述套筒（4‑B）套在长管道（4‑A）上，与重物块（7）直接接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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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线圈（4‑C）对称分布在长管道（4‑A）上，与第三磁体（4‑D）组成发电装置，当球形机器

人随风滚动时，第三磁体（4‑D）在重力的作用下在长管道（4‑A）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一线圈

（4‑C）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三磁体（4‑D）运动到端部时，与第一磁体（2‑B）相互产生斥

力，减少冲击并提供回复力。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短发电管道（5）的结构与长发电管道（4）相似，包括短管道（5‑A）、第二线圈（5‑B）、第四磁体

（5‑C）；所述短管道（5‑A）为塑料制透明管道；所述第二线圈（5‑B）对称分布在短管道（5‑A）

上，与第四磁体（5‑C）组成发电装置，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第四磁体（5‑C）在重力的作

用下在短管道（5‑A）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二线圈（5‑B）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四磁体（5‑

C）运动到端部时，与第二磁体（3‑B）相互产生斥力，减少冲击并提供回复力。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重物块（7）采用具有极大密度的非磁性材料，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能在套筒（4‑B）上

往复运动，因其重量大，能够不断调整球形机器人重心，使得重心一直在长发电管道（4）上，

从而使得球形机器人滚动方向始终通过套筒（4‑B）的轴，进而球形机器人滚动平面始终与

长短发电管道平行，提高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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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属于极地探测机器人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南极作为人类最后发现的一片大陆，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探索的重点区域。南极有

着丰富的资源，包括220余种矿物。南极地下有着当今世界最大的富铁矿藏，据科学家探测，

这部分铁矿足够人类使用200年。但是，南极独特的地理环境给探测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南极的恶劣环境，人类难以长期居住，因此难以对探索机器人进行补给，这样也就需要

探索机器人自身能够再生能源。

[0003] 南极环境恶劣，地势复杂。足式机器人在南极行走时有着极大的倾覆风险。球形机

器人无棱角的特点就成为了巨大的优势。球形机器人外球壳将球体内部与周围环境隔离开

来，电子器件置于球内，对器件进行保护。球形机器人运动时全方位都可转动，可实现任意

转向，具有损耗少、效率高、不会倾倒的特点。

[0004] 球形机器人研究中动力来源是极重要的问题。机器人的动力分为两类：自带能源

的主动驱动和靠外力被动驱动。主动驱动因耗能过大，续航能力不足。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

被动驱动。南极有着常年大风的特点，2012年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共

同研制了一种名为Moball球形机器人，便是采用风力驱动机器人运动，并在机器人内部设

置多个发电管道，利用电磁发电的原理为球体内部电子器件提供能量。

[0005] 但是球形机器人在随风滚动时，其旋转平面是任意的，这样会影响管道的发电效

率，若能限定球形机器人的旋转平面就能提高效率。中国发明专利201510737309.3公开了

一种搭载有控制力矩陀螺，并具有原地自转能力的球形机器人，该发明利用驱动机构改变

球形机器人的转向，并对机器人运动方向进行控制，但是耗能过大，不适用于极地探索。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提出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

使得球形机器人在运动时，内部管道与旋转平面始终（或经过短暂调整）处于平行位置，提

高管道发电效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包括外球壳、长管道连接件、短管

道连接件、长发电管道、短发电管道、中连件和重物块；所述外球壳为具有一定柔性的两个

半球壳通过中连件拼接而成的球体；所述长管道连接件和短管道连接件是外球壳与发电管

道的连接机构，其中内含一定空间用来容纳锂电池；所述长发电管道为发电装置，位于球体

中心轴上，两端通过长管道连接件固定在外球壳上，长发电管道外部套着重物块；所述短发

电管道也是发电装置，两端通过短管道连接件固定在外球壳上，其以球形机器人外球壳的

球心为中心、平行于长发电管道、两两间隔90°安装，共有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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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中连件是一个与外球壳等直径等厚度的圆柱体，采用无缝焊接的方式通过中

连件将两个半球壳连接，形成完整的外球壳的球体。

[0010] 所述长管道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一磁体、第二螺钉、第一缓冲件和第一螺

钉；所述第一连接件外形为圆柱状，内有3个直径不同的孔，通过第一螺钉与外球壳连接，第

一连接件与外球壳接触面呈弧形，使得长管道连接件顶部能与外球壳紧密贴合；所述第一

磁体采用过度配合安装于第一连接件内部，与长管道接触，当长发电管道中第三磁体滑落

到端部时，与第一磁体产生斥力减缓对长发电管道端部的冲击，并为第三磁体反向运动提

供回复力；所述第二螺钉为拧紧螺钉，固定长管道；所述第一缓冲件固定在第一连接件的底

部，是重物块滑落到端部的缓冲器件，采用柔性材料，能有效减少冲击。

[0011] 所述短管道连接件的结构与长管道连接件相似，包括第二连接件、第二磁体、第四

螺钉、第二缓冲件和第三螺钉；所述第二连接件通过第三螺钉与外球壳相连，第二连接件与

外球壳接触面呈弧形，使得短管道连接件顶部能与外球壳紧密贴合；所述第二磁体采用过

度配合安装在第二连接件内部，与短管道接触，当短发电管道中第四磁体滑落到端部时，与

第二磁体产生斥力减缓对短发电管道端部的冲击，并为第四磁体反向运动提供回复力；所

述第四螺钉为拧紧螺钉，固定短管道；所述第二缓冲件固定在第二连接件的底部。

[0012] 所述长发电管道包括长管道、套筒、第一线圈和第三磁体；所述长管道为塑料制透

明管道；所述套筒套在长管道上，与重物块直接接触；所述第一线圈对称分布在长管道上，

与第三磁体组成发电装置，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第三磁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在长管道

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一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三磁体运动到端部时，与第一磁体相

互产生斥力，减少冲击并提供回复力。

[0013] 所述短发电管道的结构与长发电管道相似，包括短管道、第二线圈、第四磁体；所

述短管道为塑料制透明管道；所述第二线圈对称分布在短管道上，与第四磁体组成发电装

置，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第四磁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在短管道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二线

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四磁体运动到端部时，与第二磁体相互产生斥力，减少冲击并

提供回复力。

[0014] 所述重物块采用具有极大密度的非磁性材料，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能在套

筒上往复运动，因其重量大，能够不断调整球形机器人重心，使得重心一直在长发电管道

上，从而使得球形机器人滚动方向始终通过套筒的轴，进而球形机器人滚动平面始终与长

短发电管道平行，提高发电效率。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突出实质特点和显著优势：

[0016] （1）本发明属于风力驱动机器人范畴，主要针对南极等常年多风的特殊环境进行

设计，用于这些地域科考时对周边环境信息进行数据采集。本发明采用被动驱动的方式，借

助风力驱动球体，可大幅度减少机器人的能耗，在加上管道发电装置使得机器人能再生电

能，大大提高了球形机器人的续航时间。

[0017] （2）本发明采用电磁发电的方式提高球形机器人的续航能力，长短发电管道采用

对称的两个线圈来提高发电量，通过在管道外安装磁体产生斥力减少管道中磁体下滑的冲

击力，且因为磁体安装在管道外可以避免在管道端部设计端盖固定，充分利用管道长度。

[0018] （3）本发明共设计5根管道，装备简单，空间布局合理。

[0019] （4）本发明解决因球形机器人任意旋转导致的管道发电效率下降的问题，重物块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9533067 B

5



的设计可以使得球形机器人的重心始终在长管道上，旋转方向始终与管道平行，提高发电

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空间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长管道连接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短管道连接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长发电管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短发电管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限定旋转方向的风驱动球形机器人探测器，包括外球壳1、长管道

连接件2、短管道连接件3、长发电管道4、短发电管道5、中连件6和重物块7；所述外球壳1为

具有一定柔性的两个半球壳通过中连件6拼接而成的球体；所述长管道连接件2和短管道连

接件3是外球壳1与发电管道的连接机构，其中内含一定空间用来容纳锂电池；所述长发电

管道4为发电装置，位于球体中心轴上，两端通过长管道连接件2固定在外球壳1上，长发电

管道4外部套着重物块7；所述短发电管道5也是发电装置，两端通过短管道连接件3固定在

外球壳1上，其以球形机器人外球壳1的球心为中心、平行于长发电管道4、两两间隔90°安

装，共有4组。

[0027] 所述中连件6是一个与外球壳1等直径等厚度的圆柱体，采用无缝焊接的方式通过

中连件6将两个半球壳连接，形成完整的外球壳1的球体。

[0028] 如图2所示，所述长管道连接件2包括第一连接件2‑A、第一磁体2‑B、第二螺钉2‑C、

第一缓冲件2‑D和第一螺钉2‑E；所述第一连接件2‑A外形为圆柱状，内有3个直径不同的孔，

通过第一螺钉2‑E与外球壳1连接，第一连接件2‑A与外球壳1接触面呈弧形，使得长管道连

接件2顶部能与外球壳1紧密贴合；所述第一磁体2‑B采用过度配合安装于第一连接件2‑A内

部，与长管道4‑A接触，当长发电管道4中第三磁体4‑D滑落到端部时，与第一磁体2‑B产生斥

力减缓对长发电管道4端部的冲击，并为第三磁体4‑D反向运动提供回复力；所述第二螺钉

2‑C为拧紧螺钉，固定长管道4‑A；所述第一缓冲件2‑D固定在第一连接件2‑A的底部，是重物

块7滑落到端部的缓冲器件，采用柔性材料，能有效减少冲击。

[0029] 如图3所示，所述短管道连接件3的结构与长管道连接件2相似，包括第二连接件3‑

A、第二磁体3‑B、第四螺钉3‑C、第二缓冲件3‑D和第三螺钉3‑E；所述第二连接件3‑A通过第

三螺钉3‑E与外球壳1相连，第二连接件3‑A与外球壳1接触面呈弧形，使得短管道连接件3顶

部能与外球壳1紧密贴合；所述第二磁体3‑B采用过度配合安装在第二连接件3‑A内部，与短

管道5‑A接触，当短发电管道5中第四磁体5‑C滑落到端部时，与第二磁体3‑B产生斥力减缓

对短发电管道5端部的冲击，并为第四磁体5‑C反向运动提供回复力；所述第四螺钉3‑C为拧

紧螺钉，固定短管道5‑A；所述第二缓冲件3‑D固定在第二连接件3‑A的底部。

[0030] 如图4所示，所述长发电管道4包括长管道4‑A、套筒4‑B、第一线圈4‑C和第三磁体

4‑D；所述长管道4‑A为塑料制透明管道；所述套筒4‑B套在长管道4‑A上，与重物块7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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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所述第一线圈4‑C对称分布在长管道4‑A上，与第三磁体4‑D组成发电装置，当球形机器

人随风滚动时，第三磁体4‑D在重力的作用下在长管道4‑A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一线圈4‑C切

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三磁体4‑D运动到端部时，与第一磁体2‑B相互产生斥力，减少冲击

并提供回复力。

[0031] 如图5所示，所述短发电管道5的结构与长发电管道4相似，包括短管道5‑A、第二线

圈5‑B、第四磁体5‑C；所述短管道5‑A为塑料制透明管道；所述第二线圈5‑B对称分布在短管

道5‑A上，与第四磁体5‑C组成发电装置，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第四磁体5‑C在重力的

作用下在短管道5‑A内往复运动，通过第二线圈5‑B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当第四磁体5‑C运

动到端部时，与第二磁体3‑B相互产生斥力，减少冲击并提供回复力。

[0032] 所述重物块7采用具有极大密度的非磁性材料，当球形机器人随风滚动时，能在套

筒4‑B上往复运动，因其重量大，能够不断调整球形机器人重心，使得重心一直在长发电管

道4上，从而使得球形机器人滚动方向始终通过套筒4‑B的轴，进而球形机器人滚动平面始

终与长短发电管道平行，提高发电效率。

[003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4] 极地气候常年多风，当球体随风转动时，长发电管道4和短发电管道5中的第三磁

体4‑D和第四磁体5‑C下滑，通过第一线圈4‑C和第二线圈5‑B产生感应电动势。与此同时，重

物块7也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长发电管道4下滑，不断改变球体的重心使得球体旋转方向

始终与长发电管道4平行，在这个方向上磁体通过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最大的，提高了

发电效率。当磁体滑到管道另一端时，固定在管道的磁体会产生斥力作用，减缓磁体下滑速

度，减少冲击。当磁体和重物块7速度为零之后反向运动，周而复始，这样只要球体不停转动

就能源源不断产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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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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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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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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