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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

器人，包括法兰盘、上平台和工作臂，法兰盘固定

设于上平台第一端面的中央位置，工作臂对称设

于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的第一端面，工

作臂包括法兰连接板、外套壳、内套壳、滑轨、滑

块、驱动气囊和承载气囊，承载气囊设于内套壳

内侧，且第一端与内套壳第二端固连，第二端与

内套壳的内侧第一端面固连，驱动气囊设于外套

壳内侧，且第一端与外套壳内侧的第一端面固

连，第二端与承载气囊的第一端固连；以及在驱

动气囊的驱动下可以实现工作臂的伸缩运动，完

成救援任务。本发明整体构架由刚性材料制成，

可以满足负载要求，采用驱动气囊的柔性驱动可

以有效保证被救援对象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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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法兰盘、上平台和工作臂，

所述上平台包括平台主板和与平台主板成一定角度弯折设置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

且所述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对称设置，所述法兰盘包括第一凸缘、第二凸缘和法兰体；

所述工作臂包括法兰连接板、外套壳、内套壳、滑轨、滑块、与空气压缩机相连接的驱动

气囊和承载气囊，所述法兰连接板固定连接于所述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的第一端

面，所述外套壳有多个，固定连接于所述法兰连接板的第一端面，所述外套壳内侧的第一端

面和第二端面对称设有两条滑轨，且所述滑轨与外套壳内壁固定连接，两条所述滑轨的第

一侧均设有一滑块且与所述滑轨之间组成滑动配合，所述内套壳设于两个所述滑块之间，

且与所述滑块固定连接；以及

所述承载气囊设置于内套壳的内侧，且所述承载气囊的第一端与内套壳的第二端固定

连接，第二端与内套壳的内侧第一端面固定连接，所述驱动气囊设置于外套壳的内侧，且所

述驱动气囊的第一端与外套壳内侧的第一端面固定连接，第二端与所述承载气囊的第一端

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平台横截

面呈等腰梯形结构，且内侧设有肋板，所述肋板的中心处设有第一孔阵，所述上平台的第二

侧板和第三侧板对称设有第二孔阵。

3.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

壳为弯曲槽体，且内侧设有凸台结构；所述内套壳为弯曲槽体，其横截面由大到小渐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凸缘和

第二凸缘上均匀设有多个安装孔，通过螺栓将所述第一凸缘固连于所述平台主板第一端面

的中央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气囊和

所述承载气囊均由柔性材料制成，所述驱动气囊的第二端和承载气囊的第一端通过粘结剂

粘合，且其内腔相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臂有多

个，对称设于所述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的第一端面。

7.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的救援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打开空气压缩机，给驱动气囊的充气口充气，充气后的驱动气囊形状伸长并推动内

套壳从而带动滑块在滑轨上进行滑动，并使内套壳伸出，内套壳的末端伸入到被救援对象

的底部；

S2：在驱动气囊伸长同时，承载气囊充气且向内膨胀，柔性支撑被救援对象；

S3：在所述滑轨上设置限位块，两侧的工作臂在合拢过程中末端接触时，限位块与滑块

接触限制工作臂进一步的伸长，此时驱动气囊的伸长量达到最大伸长量；

S4：驱动气囊伸长到最大伸长量以后，两侧对称的工作臂的末端完全闭合，所述内套壳

进入被救援对象的底部，所述工作臂将被救援对象整体环抱住，所述承载气囊与被救援对

象直接接触，保持被救援对象处于原来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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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及其救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救援机器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及其救

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依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诸如火灾、地震、海啸所造成的救援环境之中，给我们

带来的困难不仅在于危险环境之中施救人员难以直接进入，更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之下安全

有效的实施救援工作，因此，能够代替人工的救援机器人应运而生。目前存在的救援机器人

可以分为刚性机器人和柔性机器人，刚性机器人，顾名思义，主体为刚性材料，驱动方式大

多为电机驱动。其弊端在于，钢体与人体接触的过程之中，极容易对被救援对象造成二次伤

害，无法安全的完成救援任务；而柔性机器人，则是以柔性材料为主，驱动方法有气体、电磁

和形状记忆合金SMA等，可以安全的与人体接触，但其动作不够可靠，无法有效的完成救援

任务。

[0003] 目前公开号为CN102152310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井下救灾机械手包括井上三

脚架、提升机构、张合机构、卡锁机构、充气机构、翻转机构和监控系统组成，该发明结构简

单，采用纯机械操作，如操作正确对井下人员不会造成二次伤害。但其刚性结构直接接触人

体，不但需要机械结构的灵敏度很高，还需要操作者有足够的操作经验；而且在救援无意识

的被救援对象，该结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0004] 公开号为CN107891919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气压软轴联合驱动的软体救援机

器人，包括软体管道、软轴、手柄和工具，该发明采用气压驱动的方式实现对软体管道弯曲，

避过障碍进入废墟内部，有效的避免了在工作过程中对被困人员或易倒塌废墟内部的碰

撞，同时为软轴提供了唯一的固定通道，但其柔性的结构使得其在承受大负载目标时动作

不尽可靠。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

本发明具有动作可靠，有承载大负载的能力，反应迅速，适应性强，同时又能保证被救援者

的安全。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包括法兰

盘、上平台和工作臂，所述上平台包括平台主板和与平台主板成一定角度弯折设置的第二

侧板和第三侧板，且所述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对称设置，所述法兰盘包括第一凸缘、第二凸

缘和法兰体，所述第一凸缘和第二凸缘上均匀设有多个螺栓孔，通过螺栓将所述第一凸缘

固连于所述平台主板第一端面的中央位置；所述工作臂包括法兰连接板、外套壳、内套壳、

滑轨、滑块、驱动气囊和承载气囊，所述法兰连接板固定连接于所述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

三侧板的第一端面，所述外套壳有多个，固定连接于所述法兰连接板的第一端面，所述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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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内侧的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对称设有两条滑轨，且所述滑轨与外套壳内壁固定连接，两

条所述滑轨的第一侧均设有一滑块且与所述滑轨之间组成滑动配合，所述内套壳设于两个

所述滑块之间，且与所述滑块固定连接；以及所述承载气囊设置于内套壳的内侧，且所述承

载气囊的第一端与内套壳的第二端固定连接，第二端与内套壳的内侧第一端面固定连接，

所述驱动气囊设置于外套壳的内侧，且所述驱动气囊的第一端与外套壳内侧的第一端面固

定连接，第二端与所述承载气囊的第一端固定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上平台横截面呈等腰梯形结构，且内侧设有肋板，所述肋板的中心处

设有第一孔阵，所述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对称设有第二孔阵。

[0008] 优选地，所述外套壳为弯曲槽体，且内侧设有凸台结构。

[0009] 优选地，所述内套壳为弯曲槽体，其横截面由大到小渐变。

[0010] 优选地，所述驱动气囊和所述承载气囊均由柔性材料制成，且所述驱动气囊的第

二端和承载气囊的第一端通过粘结剂粘合，且其内腔相通。

[0011] 优选地，所述工作臂有多个，对称设于所述上平台的第二侧板和第三侧板的第一

端面。

[0012] 优选地，所述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的救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1：打开空气压缩机，给驱动气囊的充气口充气，充气后的驱动气囊形状伸长并推

动内套壳从而带动滑块在滑轨上进行滑动，并使内套壳伸出，内套壳的末端伸入到被救援

对象的底部；

[0014] S2：在驱动气囊伸长同时，承载气囊充气且向内膨胀，柔性支撑被救援对象；

[0015] S3：在所述滑轨上设置限位块，两侧的工作臂在合拢过程中末端接触时，限位块与

滑块接触限制工作臂进一步的伸长，此时驱动气囊的伸长量达到最大伸长量；

[0016] S4：驱动气囊伸长到最大伸长量以后，两侧对称的工作臂的末端完全闭合，所述内

套壳进入被救援对象的底部，所述工作臂将被救援对象整体环抱住，所述承载气囊与被救

援对象直接接触，保持被救援对象处于原来位姿。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8] 1、本发明的外套壳与内套壳由刚性材料制成，具有承载大负荷的能力，内部设置

有滑轨滑块，动作可靠；

[0019] 2、本发明采用柔性气囊驱动，在驱动的过程中不会对被救援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且有承载气囊的存在，避免了被救援对象与刚性机架的直接接触，具有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的整体结构剖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上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法兰盘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气囊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的外套壳局部结构剖视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内套壳局部剖视图；以及

[0027] 图8为本发明的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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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的主要附图标记如下：

[0029] 法兰盘1，上平台2，工作臂3，第一凸缘11，第二凸缘12，法兰体13，平台主板21，第

二侧板22，第三侧板23，法兰连接板301，外套壳302，内套壳303，滑轨304，滑块305，驱动气

囊306，承载气囊307，限位块308，人体4。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详尽本发明之技术内容、结构特征、所达成目的及功效，以下将结合说明书附图

进行详细说明。

[0031]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如图1～7所示，包括法兰盘1、上

平台2和工作臂3，上平台2包括平台主板21和与平台主板21成一定角度弯折设置的第二侧

板22和第三侧板23，且第二侧板22和第三侧板23对称设置，上平台2横截面呈等腰梯形结

构，且内侧设有肋板27，肋板27的设置可增强平台主板21、第二侧板22和第三侧板23之间的

连接强度，从而保证整个装置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性，提高被救援人员的安全保障，上平台

2的第二侧板22和第三侧板23对称设有第二孔阵25，第二孔阵25每四个孔一组，设置为多

组，用来与工作臂3进行固定连接，平台主板21的前后两端为非受力部分，在平台主板21的

前后两端对称设置多个凹入部26，可以起到减轻整体设备重量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了

整个装备在救援过程中的机动性，提高救援效率，平台主板21的中央位置设有第一孔阵24。

[0032] 法兰盘1包括第一凸缘11、第二凸缘12和法兰体13，第一凸缘11和第二凸缘12上均

匀设有多个螺栓孔，通过螺栓将第一凸缘11固连于平台主板21第一端面中央位置的第一孔

阵24；工作臂3包括法兰连接板301、外套壳302、内套壳303、滑轨304、滑块305、驱动气囊306

和承载气囊307，法兰连接板301固定连接于上平台2的第二侧板22和第三侧板23的第一端

面，外套壳302有多个，固定连接于法兰连接板301的第一端面，外套壳302为弯曲槽体，且内

侧设有凸台结构308，凸台结构308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固定滑轨304，外套壳302内侧的第一

端面和第二端面上的凸台结构308上对称设有两条滑轨304，且滑轨304与外套壳302内壁固

定连接，两条滑轨304的第一侧均设有一滑块305且与滑轨304之间组成滑动配合，内套壳

303设于两个滑块305之间，且与滑块305固定连接，内套壳303为弯曲槽体，其横截面由大到

小渐变，可以与膨胀之后的承载气囊307切合在一起，对承载气囊307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作用；以及承载气囊307设置于内套壳303的内侧，且承载气囊307的第一端与内套壳303的

第二端固定连接，第二端与内套壳303的内侧第一端面固定连接，驱动气囊306设置于外套

壳302的内侧，且驱动气囊306的第一端设有一个充气口3061，驱动气囊306的第一端与外套

壳302内侧的第一端面固定连接，第二端与承载气囊307的第一端固定连接，驱动气囊306第

一端的充气口3061通过软管与外部救援设备的空气压缩机的出气口相连。驱动气囊306和

承载气囊307均由柔性材料制成，且驱动气囊306的第二端和承载气囊307的第一端通过粘

结剂粘合，且其内腔相通，可以对被救援人员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避免二次伤害。

[0033]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可伸缩式柔性驱动救援机器人的救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打开空气压缩机，给驱动气囊306的充气口充气，充气后的驱动气囊306形状伸

长并推动内套壳303从而带动滑块305在滑轨304上进行滑动，并使内套壳303伸出，内套壳

303的末端伸入到被救援对象的底部；

[0035] S2：在驱动气囊306伸长的同时，承载气囊307充气且向内膨胀，柔性支撑被救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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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0036] S3：在所述滑轨304上设置限位块308，两侧的工作臂3在合拢过程中末端接触时，

限位块308与滑块305接触限制工作臂3进一步的伸长，此时驱动气囊306的伸长量达到最大

伸长量；

[0037] S4：驱动气囊306伸长到最大伸长量以后，两侧对称的工作臂3的末端完全闭合，内

套壳303进入被救援对象的底部，工作臂3将被救援对象整体环抱住，承载气囊307与被救援

对象直接接触，保持被救援对象处于原来位姿。

[0038]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39] 在使用时，将承载气囊307的第一端通过螺钉固定连接于内套壳303内侧的第二

端，并将承载气囊307的第二端与内套壳303的内侧第一端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起来；将驱

动气囊306的第一端与外套壳302内侧的第一端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起来，并将驱动气囊

306的第二端与承载气囊307的第一端用强力粘结剂粘合固定起来，进一步地，驱动气囊306

和承载气囊307均选为柔性材料，且驱动气囊306和承载气囊307的内腔相连通，驱动气囊

306的第一端设有一个充气口3061。

[0040] 将多个外套壳302用螺栓固定连接在法兰连接板301的第一端面，且将外套壳302

设计为弯曲槽体，并在外套壳302的内侧对称设置两个凸台结构308，以此来有效地固定滑

轨304，在外套壳302内侧的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上的凸台结构308上对称地设置两条滑轨

304，且将滑轨304与外套壳302的内壁通过螺栓固定连接起来，并保证两条滑轨304的平行

度，使设置于其上的滑块305可以平顺地滑动，以此来保证该装置在救援过程中可以快速地

打开，以提高救援效率，在两条滑轨304的第一侧均设置一个滑块305，并保证滑块305与滑

轨304之间组成滑动配合；将内套壳303设置在两个滑块305之间，并用螺钉将滑轨304与滑

块305固定连接起来，内套壳303也设置为弯曲槽体，且其横截面由大到小渐变，这样可以保

证与膨胀之后的承载气囊307很好地切合在一起，对承载气囊307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

用，使承载气囊307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易破裂漏气，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该装置在工作过程中

的可靠性，进一步确保了被救援人员在搬运转移过程中的安全性，避免对其造成严重的二

次伤害。将驱动气囊306和承载气囊307分别在外套壳302和内套壳303内装配好之后，再将

外套壳302用螺栓固定连接在法兰连接板301的第一端面，进而将法兰连接板301用螺栓固

定连接在上平台2的第二侧板22和第三侧板23的第一端面上的第二孔阵25之上。

[0041] 进一步地，通过螺栓将法兰盘1的第一凸缘11固定连接在平台主板21第一端面中

央位置的第一孔阵24中，然后，将法兰盘1的第二凸缘12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其他救援设备

上，再将驱动气囊306第一端的充气口3061通过软管与配置在其他救援设备上的空气压缩

机固定连接起来。

[0042] 如图8所示，在需要对遇难人员进行救援时，首先由其他设备将本发明运送到被救

援者的正上方，再缓缓下降至合适高度，然后打开空气压缩机，并通过给驱动气囊306的第

一端的充气口3061充气，因其本身形状为弧形，且其运动和膨胀过程中有外套壳302的限

制，所以驱动气囊306按照规划好的形状伸长，推动内套壳303，从而带动滑块305在滑轨304

上进行滑动，达到内套壳303伸出的目的，内套壳303的末端较细，能顺利进入被救援对象的

底部，在驱动气囊306伸长时，与此同时承载气囊307也充气向内膨胀，起到柔性支撑被救援

对象的目的，驱动气囊306伸长运动到位以后，本发明将被救援对象整体环抱住，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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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将本发明运送到安全位置，在运送的途中膨胀的承载气囊与人体直接接触，保证

被救援对象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到达安全位置以后，由其他设备将本发明缓缓下降到合适

高度，然后开始抽出驱动气囊306中的气体，使得驱动气囊306与承载气囊307同时开始收

缩，被救援对象在缓缓下落的同时，内套壳303整体从被救援对象身下缓缓抽出，被救援对

象顺势落下，救援人员开始施救，最后撤走本发明用于下一次救援。

[0043] 以上所述是本申请的优选实施方式，不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

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技术原理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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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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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9

CN 109483584 A

9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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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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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2

CN 109483584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