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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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32584.9

(22)申请日 2019.09.29

(71)申请人 吴义珑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魔方公

寓晓庄店C栋103室

(72)发明人 吴义珑　秦依凤　何杰　

(51)Int.Cl.

B60B 33/02(2006.01)

B60R 19/54(2006.01)

B60S 1/68(2006.01)

B62D 5/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万向脚轮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

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包括支撑底板、前防

护组件、清灰组件、锁紧机构、驱动机构、脚轮架、

安装轴、连接轴、橡胶垫圈和橡胶脚轮，所述支撑

底板的底部转动安装有脚轮架，所述脚轮架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前防护组件，所述脚轮架的上端固

定安装有清灰组件，所述清灰组件和脚轮架之间

安装有锁紧机构，所述支撑底板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驱动机构，本发明前防护组件进行路面障碍物

清理，可防止机器人在行走时发生碰撞，距离传

感器检测数据用于驱动机构改变机器人行走方

向，有效提高万向脚轮的稳定性，将清灰机构与

锁紧机构相结合，在增加万向脚轮清灰、锁紧使

用功能性的同时，避免万向脚轮结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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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底板(1)、前防护组件(2)、清

灰组件(3)、锁紧机构(4)、驱动机构(5)、脚轮架(6)、安装轴(7)、连接轴(8)、橡胶垫圈(9)和

橡胶脚轮(10)，所述支撑底板(1)的底部转动安装有脚轮架(6)，所述脚轮架(6)的一侧固定

安装有前防护组件(2)，所述脚轮架(6)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清灰组件(3)，所述清灰组件(3)

和脚轮架(6)之间安装有锁紧机构(4)，所述支撑底板(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驱动机构(5)，

所述脚轮架(6)呈U型结构设置，所述脚轮架(6)下端相对的两侧上开设有安装孔，所述脚轮

架(6)下端安装有安装轴(7)，所述安装轴(7)相对两端固定安装有连接轴(8)，所述连接轴

(8)穿过安装孔与锁紧螺栓(12)固定安装，所述安装轴(7)上套设转动安装有轮毂(11)，所

述轮毂(11)上安装有橡胶脚轮(10)，所述橡胶脚轮(10)相对两侧的安装轴(7)上螺纹安装

有橡胶垫圈(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防护组件

(2)包括第一侧板(21)、第二侧板(22)、前挡板(23)、螺纹孔(24)、距离传感器(25)和六角螺

栓(26)，所述脚轮架(6)相对的两侧上均开设有螺栓孔(13)，所述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

(22)的上端均开设有与螺栓孔(13)相对应的螺纹孔(24)，所述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

(22)均通过六角螺栓(26)与脚轮架(6)的一侧固定安装，所述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

(22)之间固定安装与前挡板(23)，所述前挡板(23)远离橡胶脚轮(10)的一侧上端内嵌固定

安装有距离传感器(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灰组件

(3)包括清灰板(31)、清灰软毛刷(32)和支撑弹簧(33)，所述橡胶脚轮(10)上方的脚轮架

(6)上固定安装有清灰板(31)，所述清灰板(3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清灰软毛刷(32)，所述清

灰板(31)呈弧形结构设置，所述清灰板(31)相对两侧的顶部和脚轮架(6)之间均固定安装

有支撑弹簧(33)，所述支撑弹簧(33)设置有两组，两组所述支撑弹簧(33)对称设置，且所述

清灰板(31)顶部中间和脚轮架(6)之间安装有锁紧机构(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机构

(4)包括第一伸缩套筒(41)、第二伸缩套筒(42)、电动马达(43)、螺纹杆(44)、螺纹套(45)和

限位滑槽(46)，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的顶部与脚轮架(6)的顶部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

套筒(42)的底部与清灰板(31)的顶部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42)远离清灰板(31)的

一端套设在第一伸缩套筒(41)内，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内部远离第二伸缩套筒(42)的一

端固定安装有电动马达(43)，所述电动马达(43)的输出端与螺纹杆(44)固定安装，所述螺

纹杆(44)上螺纹安装有螺纹套(45)，所述螺纹套(45)远离电动马达(43)的一侧与第二伸缩

套筒(42)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42)套设在螺纹杆(44)外部，且所述螺纹套(45)相

对的两侧固定安装有限位滑块，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内部相对的两侧开设有与限位滑块

相对应的限位滑槽(46)，限位滑块滑动安装在限位滑槽(46)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

(5)包括转动轴(51)、联轴器(52)和伺服电机(53)，所述脚轮架(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转动

轴(51)，所述转动轴(51)的顶部穿过支撑底板(1)、并通过联轴器(52)与伺服电机(53)的输

出端传动安装，所述支撑底板(1)与机器人移动底盘固定安装，所述伺服电机(53)固定安装

在机器人移动底盘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灰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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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弹性薄钢板设置，且所述清灰板(31)底部的清灰软毛刷(32)与橡胶脚轮(10)接触设

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底板

(1)的顶部和机器人移动底盘之间安装有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采用FSH03842传感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距离传感器

(25)的输出端通过单片机与伺服电机(53)、电动马达(43)电性连接，所述距离传感器(25)

采用BPU1440IFAH09-01LF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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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万向脚轮领域，具体说是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

背景技术

[0002] 机器人(Robot)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

预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它的任务是协助或取

代人类工作的工作，例如生产业、建筑业，或是危险的工作，机器人一般由执行机构、驱动装

置、检测装置和控制系统和复杂机械等组成。脚轮是个统称，包括活动脚轮、固定脚轮和活

动带刹车脚轮。活动脚轮也就我们所说的万向轮，它的结构允许360度旋转；固定脚轮也叫

定向脚轮，它没有旋转结构，不能转动。通常是两种脚轮一般都是搭配用的，比如手推车的

结构是前边两个定向轮，后边靠近推动扶手的是两个万向轮。脚轮有多种材料的脚轮，如pp

脚轮、PVC脚轮、PU脚轮、铸铁脚轮、尼龙脚轮、TPR脚轮、铁芯尼龙脚轮、铁芯PU脚轮等

[0003] 机器人在灰尘较多且上坡过程中使用时，地面上残留的细线会缠到万向脚轮的内

部，出现卡死现象，底盘上的万向脚轮用来改变机器人行走的路径，路面上存在的障碍物影

响万向脚轮行走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机器人倾倒，而万向脚轮与障碍物的碰撞影响其使用

寿命，以及万向脚轮上独立设置的清灰组件和锁紧组件，造成万向脚轮安装结构复杂，使用

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包

括支撑底板、前防护组件、清灰组件、锁紧机构、驱动机构、脚轮架、安装轴、连接轴、橡胶垫

圈和橡胶脚轮，所述支撑底板的底部转动安装有脚轮架，所述脚轮架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前

防护组件，所述脚轮架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清灰组件，所述清灰组件和脚轮架之间安装有锁

紧机构，所述支撑底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驱动机构，所述脚轮架呈U型结构设置，所述脚轮

架下端相对的两侧上开设有安装孔，所述脚轮架下端安装有安装轴，所述安装轴相对两端

固定安装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穿过安装孔与锁紧螺栓固定安装，所述安装轴上套设转动

安装有轮毂，所述轮毂上安装有橡胶脚轮，所述橡胶脚轮相对两侧的安装轴上螺纹安装有

橡胶垫圈。

[0006] 具体的，所述前防护组件包括第一侧板、第二侧板、前挡板、螺纹孔、距离传感器和

六角螺栓，所述脚轮架相对的两侧上均开设有螺栓孔，所述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的上端均

开设有与螺栓孔相对应的螺纹孔，所述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均通过六角螺栓与脚轮架的一

侧固定安装，所述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之间固定安装与前挡板，所述前挡板远离橡胶脚轮

的一侧上端内嵌固定安装有距离传感器。

[0007] 具体的，所述清灰组件包括清灰板、清灰软毛刷和支撑弹簧，所述橡胶脚轮上方的

脚轮架上固定安装有清灰板，所述清灰板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清灰软毛刷，所述清灰板呈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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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结构设置，所述清灰板相对两侧的顶部和脚轮架之间均固定安装有支撑弹簧，所述支撑

弹簧设置有两组，两组所述支撑弹簧对称设置，且所述清灰板顶部中间和脚轮架之间安装

有锁紧机构。

[0008] 具体的，所述锁紧机构包括第一伸缩套筒、第二伸缩套筒、电动马达、螺纹杆、螺纹

套和限位滑槽，所述第一伸缩套筒的顶部与脚轮架的顶部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的

底部与清灰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远离清灰板的一端套设在第一伸缩套筒

内，所述第一伸缩套筒内部远离第二伸缩套筒的一端固定安装有电动马达，所述电动马达

的输出端与螺纹杆固定安装，所述螺纹杆上螺纹安装有螺纹套，所述螺纹套远离电动马达

的一侧与第二伸缩套筒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套设在螺纹杆外部，且所述螺纹套相

对的两侧固定安装有限位滑块，所述第一伸缩套筒内部相对的两侧开设有与限位滑块相对

应的限位滑槽，限位滑块滑动安装在限位滑槽内。

[0009] 具体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转动轴、联轴器和伺服电机，所述脚轮架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顶部穿过支撑底板、并通过联轴器与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传动安

装，所述支撑底板与机器人移动底盘固定安装，所述伺服电机固定安装在机器人移动底盘

上。

[0010] 具体的，所述清灰板采用弹性薄钢板设置，且所述清灰板底部的清灰软毛刷与橡

胶脚轮接触设置。

[0011] 具体的，所述支撑底板的顶部和机器人移动底盘之间安装有称重传感器，称重传

感器采用FSH03842传感器。

[0012] 具体的，所述距离传感器的输出端通过单片机与伺服电机、电动马达电性连接，所

述距离传感器采用BPU1440IFAH09-01LF传感器。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通过设置在脚轮架上的前防护

组件及驱动机构，前防护组件上安装的前挡板对万向脚轮移动路面进行障碍物清理，以及

安装在前挡板上的测距传感器，可检测到机器人行走路径上是否存在前挡板不可清理的障

碍物，可防止机器人在行走时发生碰撞，驱动机构根据传感器检测数据，通过伺服电机驱动

转动轴转动，转动轴转动带动脚轮架及橡胶脚轮转动改变机器人行走方向，有效提高万向

脚轮的稳定性。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通过设置在脚轮架上的清灰组

件，清灰板上的清灰软毛刷与橡胶脚轮接触，利用清灰软毛刷对橡胶脚轮进行清灰处理，以

及安装在清灰板和脚轮架之间的锁紧机构，锁紧机构上的第一伸缩套筒和第二伸缩套筒之

间伸缩调节，从而实现万向脚轮的锁紧，将清灰机构与锁紧机构相结合。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的结构侧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的锁紧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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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的前防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支撑底板；2、前防护组件；21、第一侧板；22、第二侧板；23、前挡板；24、螺

纹孔；25、距离传感器；26、六角螺栓；3、清灰组件；31、清灰板；32、清灰软毛刷；33、支撑弹

簧；4、锁紧机构；41、第一伸缩套筒；42、第二伸缩套筒；43、电动马达；44、螺纹杆；45、螺纹

套；46、限位滑槽；5、驱动机构；51、转动轴；52、联轴器；53、伺服电机；6、脚轮架；7、安装轴；

8、连接轴；9、橡胶垫圈；10、橡胶脚轮；11、轮毂；12、锁紧螺栓；13、螺栓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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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4]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机器人移动底盘万向脚轮，包括支撑底板1、前

防护组件2、清灰组件3、锁紧机构4、驱动机构5、脚轮架6、安装轴7、连接轴8、橡胶垫圈9和橡

胶脚轮10，所述支撑底板1的底部转动安装有脚轮架6，所述脚轮架6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前防

护组件2，所述脚轮架6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清灰组件3，所述清灰组件3和脚轮架6之间安装有

锁紧机构4，所述支撑底板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驱动机构5，所述脚轮架6呈U型结构设置，所

述脚轮架6下端相对的两侧上开设有安装孔，所述脚轮架6下端安装有安装轴7，所述安装轴

7相对两端固定安装有连接轴8，所述连接轴8穿过安装孔与锁紧螺栓12固定安装，所述安装

轴7上套设转动安装有轮毂11，所述轮毂11上安装有橡胶脚轮10，所述橡胶脚轮10相对两侧

的安装轴7上螺纹安装有橡胶垫圈9。

[0025] 具体的，所述前防护组件2包括第一侧板21、第二侧板22、前挡板23、螺纹孔24、距

离传感器25和六角螺栓26，所述脚轮架6相对的两侧上均开设有螺栓孔13，所述第一侧板21

和第二侧板22的上端均开设有与螺栓孔13相对应的螺纹孔24，所述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

22均通过六角螺栓26与脚轮架6的一侧固定安装，所述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22之间固定

安装与前挡板23，所述前挡板23远离橡胶脚轮10的一侧上端内嵌固定安装有距离传感器

25，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22之间的前挡板23将万向脚轮移动路面上低于距离传感器25高

度的障碍物进行清理，检测到高于测距传感器的障碍物时，驱动机构5根据传感器检测数据

驱动万向脚轮转向，可防止机器人在行走时发生碰撞，有效提高万向脚轮的稳定性。

[0026] 具体的，所述清灰组件3包括清灰板31、清灰软毛刷32和支撑弹簧33，所述橡胶脚

轮10上方的脚轮架6上固定安装有清灰板31，所述清灰板3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清灰软毛刷

32，所述清灰板31呈弧形结构设置，所述清灰板31相对两侧的顶部和脚轮架6之间均固定安

装有支撑弹簧33，所述支撑弹簧33设置有两组，两组所述支撑弹簧33对称设置，且所述清灰

板31顶部中间和脚轮架6之间安装有锁紧机构4，利用清灰软毛刷32对橡胶脚轮10进行清灰

处理。

[0027] 具体的，所述锁紧机构4包括第一伸缩套筒41、第二伸缩套筒42、电动马达43、螺纹

杆44、螺纹套45和限位滑槽46，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的顶部与脚轮架6的顶部固定安装，所

述第二伸缩套筒42的底部与清灰板31的顶部固定安装，所述第二伸缩套筒42远离清灰板31

的一端套设在第一伸缩套筒41内，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内部远离第二伸缩套筒42的一端固

定安装有电动马达43，所述电动马达43的输出端与螺纹杆44固定安装，所述螺纹杆44上螺

纹安装有螺纹套45，所述螺纹套45远离电动马达43的一侧与第二伸缩套筒42固定安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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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伸缩套筒42套设在螺纹杆44外部，且所述螺纹套45相对的两侧固定安装有限位滑

块，所述第一伸缩套筒41内部相对的两侧开设有与限位滑块相对应的限位滑槽46，限位滑

块滑动安装在限位滑槽46内，电动马达43驱动螺纹杆44转动，使得螺纹套45在螺纹杆44上

升降移动，同时螺纹套45上的限位滑块在第一伸缩套筒41上的限位滑槽46内导向滑动，从

而使得第二伸缩套筒42在第一伸缩套筒41内伸缩移动，锁紧机构4上的第一伸缩套筒41和

第二伸缩套筒42之间伸缩调节，第一伸缩套筒41和第二伸缩套筒42长度的改变伸缩驱动弧

形结构的清灰板31下凹与橡胶脚轮10抵触，从而实现万向脚轮的锁紧，将清灰机构与锁紧

机构4相结合，在增加万向脚轮使用功能性的同时，避免万向脚轮结构复杂。

[0028] 具体的，所述驱动机构5包括转动轴51、联轴器52和伺服电机53，所述脚轮架6的顶

部固定安装有转动轴51，所述转动轴51的顶部穿过支撑底板1、并通过联轴器52与伺服电机

53的输出端传动安装，所述支撑底板1与机器人移动底盘固定安装，所述伺服电机53固定安

装在机器人移动底盘上，便于驱动万向脚轮转向。

[0029] 具体的，所述清灰板31采用弹性薄钢板设置，且所述清灰板31底部的清灰软毛刷

32与橡胶脚轮10接触设置，弹性薄钢板具有良好的形变性能。

[0030] 具体的，所述支撑底板1的顶部和机器人移动底盘之间安装有称重传感器，称重传

感器采用FSH03842传感器，对万向脚轮称重进行检测，避免万向脚轮承重过载造成的损耗

较大。

[0031] 具体的，所述距离传感器25的输出端通过单片机与伺服电机53、电动马达43电性

连接，所述距离传感器25采用BPU1440IFAH09-01LF传感器，检测精度高，灵敏度更好。

[0032] 在使用时，首先将装有橡胶脚轮10的轮毂11套设在安装轴7上，然后在橡胶脚轮10

相对两侧的安装轴7上固定安装有橡胶垫圈9，再将安装轴7相对两端的连接轴8插入在脚轮

架6的安装孔内，并通过锁紧螺栓12将连接轴8与脚轮架6之间固定安装，从而使得橡胶脚轮

10在脚轮架6上转动，通过六角螺栓26、螺栓孔13及螺纹孔24将第一侧板21和第二侧板22固

定安装在脚轮架6上，距离传感器25安装在前挡板23上端，机器人移动过程中，第一侧板21

和第二侧板22之间的前挡板23将万向脚轮移动路面上低于距离传感器25高度的障碍物进

行清理，检测到高于距离传感器25的障碍物时，驱动机构5根据传感器检测数据，通过伺服

电机53驱动转动轴51转动，转动轴51转动带动脚轮架6及橡胶脚轮10转动改变机器人行走

方向，可防止机器人在行走时发生碰撞，有效提高万向脚轮的稳定性，通过设置在脚轮架6

上的清灰组件3，清灰板31上的清灰软毛刷32与橡胶脚轮10接触，利用清灰软毛刷32对橡胶

脚轮10进行清灰处理，以及安装在清灰板31和脚轮架6之间的锁紧机构4，电动马达43驱动

螺纹杆44转动，使得螺纹套45在螺纹杆44上升降移动，同时螺纹套45上的限位滑块在第一

伸缩套筒41上的限位滑槽46内导向滑动，从而使得第二伸缩套筒42在第一伸缩套筒41内伸

缩移动，锁紧机构4上的第一伸缩套筒41和第二伸缩套筒42之间伸缩调节，第一伸缩套筒41

和第二伸缩套筒42长度的改变伸缩驱动弧形结构的清灰板31下凹与橡胶脚轮10抵触，从而

实现万向脚轮的锁紧，将清灰机构与锁紧机构4相结合，在增加万向脚轮使用功能性的同

时，避免万向脚轮结构复杂，且在清灰板31上安装的支撑弹簧33，对清灰板31支撑及弹性复

位，实用性更强。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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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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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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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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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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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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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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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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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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