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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包括两个全向

轮、一个并联关节组，其中并联关节组包括固定

平台、动平台、两条UPS直线驱动器、一条PU直线

驱动器。此关节具有四个自由度：伸缩、俯仰、偏

航、全向轮围绕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中轴线转

动。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能够将仿蛇机器人

与轮式机器人的优点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得仿蛇

搜救机器人既具备传统仿蛇搜救机器人多自由

度、体积小、运动灵活、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点，

又具备轮式机器人运动速度快、控制简单的优

点，大大的提升了仿蛇搜救机器人的运动能力，

为仿蛇搜救机器人运动步态的拓展打下基础，能

够有效的提高仿蛇搜救蛇形机器人在不同环境

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06272542 B

2019.01.29

CN
 1
06
27
25
42
 B



1.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由第一全向轮

(Ⅰ)、并联关节组(Ⅱ)和第二全向轮(Ⅲ)串联组成，第一全向轮(Ⅰ)和第二全向轮(Ⅲ)的结

构完全相同，第一全向轮(Ⅰ)、第二全向轮(Ⅲ)的两个支轮同轴心固定安装，且旋转一定角

度，保证被动轮覆盖整个全向轮圆周，两个全向轮连接轴(24)上的第十三旋转副(R13)分别

与并联关节组的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连接，第十三旋转副(R13)上安装有旋转电机，通过控

制旋转电机的转动速度控制第一全向轮(Ⅰ)和第二全向轮Ⅲ的转速；并联关节组(Ⅱ)由固

定平台、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二直线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Ⅵ)和动平台组成；

三条直线驱动器的第一直线驱动(P1)、第二直线驱动副(P2)、第三直线驱动副(P3)上安装

有独立的直线驱动电机，通过对三条运动支链伸缩长度的控制，实现并联关节组伸缩、俯仰

和偏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平台由圆形

端盖基座(1)、运动支链套筒(4)、第一虎克铰基座(2)、第二虎克铰基座(3)组成，运动支链

套筒(4)、第一虎克铰基座(2)、第二虎克铰基座(3)分别与圆形端盖基座1固定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平台是由圆形

端盖基座(5)、第三虎克铰基座(6)、第四虎克铰基座(7)、第五虎克铰基座(8)组成，第三虎

克铰基座(6)、第四虎克铰基座(7)、第五虎克铰基座(8)分别与圆形端盖基座(5)固定在一

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第一直线驱动器Ⅳ、

第三直线驱动器Ⅵ是相同的UPS支链，第一直线驱动器Ⅳ包含第一球型连接轴(9)、第四球

型连接轴(17)、第一直线驱动(P1)、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5)、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第

一旋转副(R1)、第二旋转副(R2)、第五旋转副(R9)、第六旋转副(R6)、第十一旋转副(R11)；

第一直线运动副(P1)上、下端分别连接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5)、第十一旋转副(R11)，第一

运动支链套筒(15)下端的第二转动副(R2)与第四球型连接轴(17)相连，第一直线驱动副

(P1)上端的第十一转动副(R11)与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相连，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

(12)上端的第六转动副(R6)与第一球型连接轴(9)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第二直线驱动器Ⅴ是

PU支链，直线驱动器Ⅴ包含第二球型连接轴(10)、第三直线驱动(P3)、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

(13)、第九旋转副(R9)、第十旋转副(R10)、第十三旋转副(R13)；第三直线驱动副(P3)上端

的第十三转动副(R13)与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相连，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上端的

第十转动副(R10)与第二球型连接轴(10)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全向轮第一(Ⅰ)

由两个全向轮支轮和一个全向轮连接轴(23)组成，每个全向轮支轮由一个全向轮轮轴(20)

和八个被动轮(19)组成，被动轮(19)上的第十四旋转副(R14)与全向轮轮轴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其特征在于：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

节机构通过首尾相连组成仿蛇搜救机器人，在第一个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外端连接蛇

头(25)，最后一个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外端连接蛇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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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研究与工程领域，具体是指一种融合轮式机器人与蛇形机器人

优点，能够适应复杂地形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

技术背景

[0002] 近年来，人类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逐步完善，生产规模日益增大，与

此同时，化学品爆炸、矿井坍塌等生产事故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

经济损失。灾后第一时间的现场救援至关重要，然而灾害现场环境复杂，救援人员无法进入

灾害现场，给救援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全球政治格局复杂，爆发局部战争的可

能性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增长。在战争、反恐等特种作战任务中，最快的潜入敌方

阵地进行有效侦查往往能够占领信息制高点，夺取主动权，为取得作战的胜利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特种任务中地形复杂，给侦查任务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难以预测的阻力。因此研

究能够代替人类执行灾害救援、特种任务信息侦查的机器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生物蛇

没有腿却可以在各种地形中自由运动，展现出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人类以生物蛇为灵感

研制了仿蛇搜救机器人，仿蛇搜救机器人可以模仿生物蛇的运动方式在各种环境中运动，

且运动过程中隐蔽性强，这些特性使得仿蛇搜救机器人能够在军事侦查、灾害搜集、管线巡

检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0003] 目前仿蛇搜救机器人的驱动方式主要分为轮式驱动、履带式驱动和舵机驱动，三

种驱动方式各有优缺点。轮式驱动结构简单、平滑地面行走速度快，然而在崎岖地形和面临

障碍物时驱动效果无法满足要求；履带式驱动地面压力小，地形适应能力强，能够在平滑地

面、松软地面运动，但是其结构复杂、质量大，且机械磨损严重，驱动速度与轮式驱动差距较

大；舵机驱动能够适用于各种地形，且能够进行多样化运动形式扩展，但是控制复杂，计算

量大，无法实现灵活运动。

[0004] 一款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应该在具备轮式驱动机器人的快

速运动能力、履带式驱动机器人的地面适应能力以及舵机驱动机器人多姿态运动特点的同

时，实现模块化机构设计与运动控制，然而目前尚未有充分满足以上要求的仿蛇搜救机器

人关节出现。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解决目前轮

式仿蛇搜救机器人环境适应能力不足、履带蛇形机器人速度慢、舵机蛇形机器人灵活性差

等问题。把多自由度并联关节机构与正交主动全向轮结合起来，关节中全向轮既能整体作

为正交主动轮，全向轮中的小轮又能作为仿蛇搜救机器人机体表面上的被动轮。当全向轮

围绕模块中轴线转动时，仿蛇搜救机器人能够实现轮式运动；当关节中的并联直线驱动器

伸缩时，全向轮中的各个小被动轮与地面接触产生各向异性摩擦力，使得仿蛇搜救机器人

能够模仿生物蛇各种运动步态。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除了能够实现轮式机器人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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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蛇搜救机器人的运动步态以外，通过多种改进姿态描述函数能够实现快速攀爬、越障，使

得仿蛇搜救机器人环境适应能力大幅度提升，适合执行地震、矿难搜救、管线检巡、战场情

报侦查等任务。

[0006] 本发明除了将并联关节组与全向轮串联起来以外，还进行模块化设计。每个模块

由两个全向轮和一个并联关节组组成，组合方式为中间为并联关节组，两边为全向轮，每个

模块装配独立的控制器与驱动装置。模块化设计能够保证在部分模块出现故障时迅速的替

换，也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调整关节的数量。每个模块中配备独立的控制器和驱动器，而且

并联关节两边装配全向轮，使得每个模块都能独立的作为一个轮式机器人，并能够完成直

线运动、零半径转弯和非零半径转弯运动。

[0007] 本发明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所述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由第一全向轮Ⅰ、并联关节组Ⅱ和第二全向轮Ⅲ串

联组成，第一全向轮Ⅰ和第二全向轮Ⅲ的结构完全相同，第一全向轮Ⅰ、第二全向轮Ⅲ的两个

支轮同轴心固定安装，且旋转一定角度，保证被动轮覆盖整个全向轮圆周，两个全向轮连接

轴24上的第十三旋转副R13分别与并联关节组的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连接，第十三旋转副

R13上安装有旋转电机，通过控制旋转电机的转动速度控制第一全向轮Ⅰ和第二全向轮Ⅲ的

转速。并联关节组Ⅱ由固定平台、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二直线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

Ⅵ和动平台组成。三条直线驱动器的第一直线驱动P1、第二直线驱动副P2、第三直线驱动副

P3上安装有独立的直线驱动电机，通过对三条运动支链伸缩长度的控制，实现并联关节组

伸缩、俯仰和偏航。

[0009] 所述固定平台由圆形端盖基座1、运动支链套筒4、第一虎克铰基座2、第二虎克铰

基座3组成，运动支链套筒4、第一虎克铰基座2、第二虎克铰基座3分别与圆形端盖基座1固

定在一起。

[0010] 所述动平台是由圆形端盖基座5、第三虎克铰基座6、第四虎克铰基座7、第五虎克

铰基座8组成，第三虎克铰基座6、第四虎克铰基座7、第五虎克铰基座8分别与圆形端盖基座

5固定在一起。

[0011] 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与第二直线驱动器Ⅵ是相同的UPS支链，直线驱动器Ⅳ包

含第一球型连接轴9、第四球型连接轴17、第一直线驱动P1、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7、第一旋转

虎克铰基座12、第一旋转副R1、第二旋转副R2、第五旋转副R9、第六旋转副R6、第十一旋转副

R11；第一直线运动副P1的上、下端分别连接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5、第十一旋转副R11，第一

运动支链套筒15下端的第二转动副R2与第四球型连接轴17相连，第一直线驱动副P1上端的

第十一转动副R11与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相连，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上端的第六转动

副R6与第一球型连接轴9相连。

[0012] 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Ⅵ是UPS支链，第二直线驱动器Ⅵ包含第三球型连接轴11、第

五球型连接轴18、第二直线驱动P2、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4、第三旋

转副R3、第四旋转副R4、第七旋转副R7、第八旋转副R8、第十二旋转副R12；第二直线运动副

P2的上、下端分别连接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第十二旋转副R12，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下端

的第四转动副R4与第五球型连接轴18相连，第二直线驱动副P2上端的第十二转动副R12与

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4相连，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4上端的第八转动副R8与第三球型连接

轴11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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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第三直线驱动器Ⅴ是PU支链，直线驱动器Ⅴ包含第二球型连接轴10、第三直

线驱动P3、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第九旋转副R9、第十旋转副R10、第十三旋转副R13；第三

直线驱动副P3上端的第十三转动副R13与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相连，第二旋转虎克铰基

座13上端的第十转动副R10与第二球型连接轴10相连。

[0014] 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上端的第五旋转副R5与活动平台的第三固定虎克铰基座8连

接，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下端的第一旋转副R1与固定平台的第一固定虎克铰基座2连接。

[0015] 第二直线驱动器Ⅵ上端的第七旋转副R7与活动平台的第一固定虎克铰基座6连

接，第二直线驱动器Ⅵ下端的第三旋转副R3与固定平台的第二固定虎克铰基座3连接。第三

直线驱动器Ⅴ上端的第九旋转副R9与活动平台的第二固定虎克铰基座7连接。

[0016] 第三直线驱动器Ⅴ下端的第三直线运动副P3与固定平台的第一固定支链套筒4连

接。

[0017]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

[0018] 本发明每个运动模块有一组并联关节与两个全向轮组成，每个模块有四个自由

度，能够实现俯仰、偏航、伸缩和绕中心轴转动，进一步提升灵活性、增大活动空间。通过控

制三个运动支链直线驱动器的伸缩长度与全向轮转动速度，实现对仿蛇搜救机器人的运动

控制，减少了运算量，简化了机器人的控制过程，便于后续运动控制算法的设计与优化。全

向轮与并联关节的结合，使新型仿蛇搜救机器人集轮式机器人与传统仿蛇机器人的优势于

一体，增强其环境适应能力，使之能够胜任复杂环境下的多任务工作。

[0019] 模块化的设计能够根据不同任务的需求改变仿蛇机器人的模块数量，在机器人出

现故障时进行高效的检测与维修，在执行情报侦察工作时，可以分解为多个模块独立侦察，

隐蔽性更强，获取信息量更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全向轮示意图；

[0022] 图3.1是本发明的并联关节组示意图；

[0023] 图3.2是本发明的固定平台示意图；

[0024] 图3.3是本发明的动平台示意图；

[0025] 图3.4是本发明的直线驱动器示意图；

[0026] 图4.1是本发明的伸缩运动示意图；

[0027] 图4.2是本发明的俯仰运动示意图；

[0028] 图4.3是本发明的偏航运动示意图；

[0029] 图5是是采用本发明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的仿蛇搜救机器人示意图；

[0030] 图中：Ⅰ为上全向轮，Ⅱ为并联关节组，Ⅲ为下全向轮，Ⅳ为第一直线驱动器、Ⅴ为

第二直线驱动器、Ⅵ为第三直线驱动器，1为固定平台圆形端盖基座，2为第一固定虎克铰基

座、3为第二固定虎克铰基座，4为固定运动支链套筒，5为动平台圆端基座，6为第三固定虎

克铰基座，7为第四固定虎克铰基座，8为第五固定虎克铰基座，9为第一球型连接轴，10为第

二球型连接轴，11为第三球型连接轴，12为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3为第二旋转虎克铰基

座，14为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5为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6为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7为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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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连接轴，18为第五球型连接轴，19为全向轮上支轮从动轮，20为全向轮上支轮轮轴，21

为全向轮下支轮从动轮，22为全向轮下支轮轮轴，23、24为全向轮连接轴，25为蛇头，26为蛇

尾，R1为第一转动副，R2为第二转动副，R3为第三转动副，R4为第四转动副，R5为第五转动

副，R6为第六转动副，R7为第七转动副，R8为第八转动副，R9为第九转动副，R10为第十转动

副，R11为第十一转动副，R12为第十二转动副，R13为第十三转动副，R14为第十四转动副，P1

为第一直线驱动副，P2为第二直线驱动副，P3为第三直线驱动副。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图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2]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包含上全向轮Ⅰ、并联关节组Ⅱ、

下全向轮Ⅲ，上全向轮的连接轴23和下全向轮的连接轴24分别与并联关节组的动平台圆形

端盖基座5和固定平台圆形端盖基座1固定连接。

[0033] 参见图2，所述全向轮Ⅰ由两个全向轮支轮和一个全向轮连接轴23组成，每个全向

轮支轮由一个全向轮轮轴20和八个被动轮19组成，被动轮19上的第十四旋转副R14与全向

轮轮轴连接。

[0034] 参见图3.1-3.4，所述并联关节组Ⅱ包含固定平台(固定平台圆端基座1、第一固定

虎克铰基座2、第二固定虎克铰基座3、固定运动支链套筒4)、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二直线

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Ⅵ和动平台(动平台圆端基座5、第三固定虎克铰基座6、第四固

定虎克铰基座7，第五固定虎克铰基座8)；固定平台的第一固定虎克铰基座2、第二固定虎克

铰基座3分别与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上的第四球型连接轴17和第三直线驱动器Ⅵ上的第五球

型连接轴18通过旋转副R9连接，固定平台上的运动支链套筒4与直线驱动器上的第二旋转

虎克铰基座13通过直线运动副P3连接。动平台上的第三固定虎克铰基座6、第四固定虎克铰

基座7，第五固定虎克铰基座8分别与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上的第一球型连接轴9、第二直线驱

动器Ⅴ上的第二球型连接轴10、第三直线驱动器Ⅵ上的第三球型连接轴11通过旋转副R5、

R10、R7连接。

[0035] 参见图3.2,所述固定平台由固定平台圆形端盖基座1、第一固定虎克铰基座2、第

二固定虎克铰基座3和固定运动支链套筒4组成；第一固定虎克铰基座2、第二固定虎克铰基

座3和固定运动支链套筒4固定在固定平台圆形端盖基座1上。

[0036] 参见图3.3,所述动平台由动平台圆形端盖基座5、第三固定虎克铰基座6、第四固

定虎克铰基座7、第五固定虎克铰基座8组成；第三固定虎克铰基座6、第四固定虎克铰基座

7、第五固定虎克铰基座8固定在动平台圆形端盖基座5上。

[0037] 参见图3.4，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与第二直线驱动器Ⅵ是相同的UPS支链，直线

驱动器Ⅳ包含第一球型连接轴9、第四球型连接轴17、第一直线驱动P1、第一运动支链套筒

15、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第一旋转副R1、第二旋转副R2、第五旋转副R9、第六旋转副R6、

第十一旋转副R11；第一直线运动副P1上、下端分别连接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5、第十一旋转

副R11，第一运动支链套筒15下端的第二转动副R2与第四球型连接轴17相连，第一直线驱动

副P1上端的第十一转动副R11与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相连，第一旋转虎克铰基座12上端

的第六转动副R6与第一球型连接轴9相连。

[0038] 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Ⅵ是UPS支链，直线驱动器Ⅵ包含第三球型连接轴11、第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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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连接轴18、第二直线驱动P2、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4、第三旋转副

R3、第四旋转副R4、第七旋转副R7、第八旋转副R8、第十二旋转副R12；第二直线运动副P2上、

下端分别连接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第十二旋转副R12，第二运动支链套筒16下端的第四转

动副R4与第五球型连接轴18相连，第二直线驱动副P2上端的第十二转动副R12与第三旋转

虎克铰基座14相连，第三旋转虎克铰基座14上端的第八转动副R8与第三球型连接轴11相

连。

[0039] 所述第三直线驱动器Ⅴ是PU支链，直线驱动器Ⅴ包含第二球型连接轴10、第三直

线驱动P3、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第九旋转副R9、第十旋转副R10、第十三旋转副R13；第三

直线驱动副P3上端的第十三转动副R13与第二旋转虎克铰基座13相连，第二旋转虎克铰基

座13上端的第十转动副R10与第二球型连接轴10相连。

[0040] 参见4.1-4.3，所述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的并联关节组工作原理为：

[0041] 参见图4.1，左图为并联关节组初始状态；中间图为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二直线

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Ⅵ同时伸长20mm时，并联关节组进行伸长运动；右图为第一直线

驱动器Ⅳ、第二直线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Ⅵ同时收缩20mm时，并联关节组进行收缩运

动。

[0042] 参见图4.2，左图为并联关节组初始状态；中间图为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三直线

驱动器Ⅵ同时伸长20mm，第二直线驱动器Ⅴ长度保持不变时，并联关节组进行俯运动；右图

为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三直线驱动器Ⅵ同时收缩20mm，第二直线驱动器Ⅴ长度保持不变

时，并联关节组进行仰运动。

[0043] 参见图4.3，左图为并联关节组初始状态；中间图为第一直线驱动器Ⅳ、第二直线

驱动器Ⅴ长度保持不变，第三直线驱动器Ⅵ伸长20mm时，并联关节组进行左偏航运动；右图

为第二直线驱动器Ⅴ、第三直线驱动器Ⅵ长度保持不变，第一直线驱动器Ⅳ伸长20mm时，并

联关节组进行右偏航运动。

[0044] 参见图4，各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通过首尾相连组成仿蛇搜救机器人，在第一

个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外端连接蛇头25，最后一个仿蛇搜救机器人关节机构外端连接

蛇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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