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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杆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爬杆机器人，所述的车轮底

盘(12)底部安装有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

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动

轮(13)，车轮底盘(12)上部安装剪式千斤顶(1)，

剪式千斤顶(1)的丝杆上安装有千斤顶丝杆齿轮

(8)，安装千斤顶丝杆齿轮(8)一侧的剪式千斤顶

(1)的壁体上安装有直流电机(9)。本发明设计的

爬杆机器人结构新颖、控制简单，可靠稳定性较

高，本机器人不仅具有依附于杆体进行爬升的能

力，还有一定的地面水平移动能力，通过一键遥

控启动，在爬升一定高度后，能进行定向摄像，并

将图像通过无线图像传递至显示模块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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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包括剪式千斤顶(1)、车轮(6)、直流减

速电机(7)、千斤顶丝杆齿轮(8)、直流电机(9)、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

从动轮Ⅱ(11)、小车底盘(12)、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单片机(16)，所述的小车底盘

(12)底部安装有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

动轮(13)，小车底盘(12)上部安装剪式千斤顶(1)，剪式千斤顶(1)的丝杆上安装有千斤顶

丝杆齿轮(8)，安装千斤顶丝杆齿轮(8)一侧的剪式千斤顶(1)的壁体上安装有直流电机

(9)，直流电机(9)的电机轴上安装有与千斤顶丝杆齿轮啮合相接的外齿轮，剪式千斤顶(1)

相邻臂上安装有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减速电机(7)轴上安装有车轮(6)，夹紧杆体限位开

关(14)通过安装架安装于小车底盘(12)上，安装架的高度为5-10cm，夹紧杆体限位开关

(14)的触发装置具有一个倒立的数字“7”形状的结构，触发装置固定于剪式千斤顶(1)顶

端，并随剪式千斤顶(1)伸展收缩而作竖直上下运动；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安装于剪式千

斤顶(1)顶端，并且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的触发形变一端凸出剪式千斤顶(1)前端面1-

2cm，实现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首先接触待爬杆体(5)表面；

所述的单片机(16)与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电机(9)、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和贴紧

杆体限位开关(15)信号连接，单片机(16)控制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电机(9)的启动和停

止，单片机(16)接收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和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发送的位置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

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构成三轮式布置结构，小车水平运

动主动轮(13)位于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前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机器人上还安装有无线数据传输模

块，外部上位机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与单片机(16)信号相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车底盘(12)上还安装

有支架，支架上安装有数字舵机(3)，数字舵机(3)上安装有相机，同时机器人上安装有陀螺

仪，数字舵机(3)、相机、陀螺仪分别与单片机(16)信号连接，相机还通过小车上的无线图像

传输模块与外部的显示设备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超声波模块，超声波模块为2

个，分别安装在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的左侧和右侧，超声波模块与单片机通过信号线

实现信号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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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杆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信息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爬杆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不断进步，智能化产品层出不穷，机器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机器人的出现让人类从危险环境，简单的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的梦想得到实现。在机器人

领域，科学家们在努力研制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以满足我们生产生活所需，因为不同结构或

者不同运动形式的机器人都具有其独特的应用领域。

[0003] 爬杆机器人区别于一般地面移动机器人，需要克服自身重力作用，抱紧杆体后靠

动力部位与待爬杆体表面产生的摩擦力来进行爬升，完成特定条件下的作业，故爬杆机器

人是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0004] 在市政工作中，一些亟需清洁和维护的高空杆体建筑，特别是针对细杆体建筑，若

人工攀爬不仅本身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作业时产生的有毒物质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很大威胁，且工作效率很低，而工程车或是其他大型设备作业也不方便，作业成本也较高。

[0005] 军事领域中，在站岗放哨和敌情侦查时，军人也常需要攀爬较高的杆体建筑，这对

军人的体能素质是很大考验。此时使用爬杆机器人来完成上述工作，则不仅很大程度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为人们身体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所以爬杆机器人的研究具有很重

要的实际意义。

[0006] 而且，德黑兰大学的M.Nili  Ahmadabad等人对连续运动式爬杆机器人做了深入研

究，连续运动式爬杆机器人是利用轮子或履带与被爬杆表面的摩擦力来完成快速爬升。目

前已研制出三代样机：UT-PCR1、UT-PCR2和UT-PCR3。研究者的设计旨在降低机器人复杂程

度的同时增加其承载能力，摩擦轮式爬杆机器人优势在于其连续运动方式，爬杆速度和效

率更快更高，缺点是机械结构和控制部分比较复杂。

[0007] 东京大学研制的关节型行走机器人是极具代表性的，可沿水平或垂直的直杆爬

行，甚至能跨越、平行杆，并可绕T型杆和L型杆爬行，又进一步地扩展了爬杆机器人的应用

范围。

[0008] 哈尔滨工程大学史冬岩教授提出了基于TRIZ创新设计理论的攀爬机器人设计思

路，由此设计出一种新型翻转式攀爬机器人。该机器人的机械系统主要由躯干、安装在躯干

上的两个翻转臂、安装在翻转臂上的夹紧手爪和控制器组成。由五个电机正反转来进行运

动控制，翻转运动是由机器人躯干两端关节处的翻转电机输出力矩，经传动装置传递后输

出带动翻转臂和躯干翻转。

[0009] 纵观上述对爬杆机器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爬杆机器人机构、控制还是较

为复杂，德黑兰大学的连续运动式爬杆机器人虽然效率提高，但是体型大，机械结构设计复

杂，动力学模型一般不易建立，控制复杂。东京大学关节爬行机器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能

在多种场合应用，但是机械设计复杂且爬行效率较低。哈尔滨工程大学翻转式攀爬机器人

机械复杂，执行器多、控制复杂且一些还处于试验阶段；目前爬杆机器人大部分还不具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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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集功能，即使有，但能进行自动扫描的少之又少。就目前尤其针对爬杆机器人取像，主

要问题就是获取稳定清晰图像和捕捉图像具体目标。无论何种类型爬杆机器人在运行过程

中都会产生机体抖动进而影响图像质量；有部分机器人攀爬稳定、承载能力较好，但爬行效

率还较低，投入到生产生活中还需时日。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爬杆机器人，能够提高爬

杆的效率，同时控制系统较为简单。

[0011]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2] 爬杆机器人，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包括剪式千斤顶1、车轮6、直流减速电机7、千斤顶

丝杆齿轮8、直流电机9、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底盘12、

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单片机16，所述的小车底盘12底部安装有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

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小车底盘12上部安装剪式千斤顶1，

剪式千斤顶1的丝杆上安装有千斤顶丝杆齿轮8，安装千斤顶丝杆齿轮8一侧的剪式千斤顶1

的壁体上安装有直流电机9，直流电机9的电机轴上安装有与千斤顶丝杆齿轮啮合相接的外

齿轮，剪式千斤顶1相邻臂上安装有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减速电机7轴上安装有车轮6，夹紧

杆体限位开关14，通过安装架安装于小车底盘12上，安装架的高度为5-10cm，夹紧杆体限位

开关14的触发装置是一个倒立的数字“7”形状的结构，触发装置固定于剪式千斤顶1顶端，

并随剪式千斤顶1伸展收缩而作竖直上下运动；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安装于剪式千斤顶1顶

端，并且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的触发形变一端凸出剪式千斤顶1前端面1-2cm，实现贴紧杆

体限位开关15首先接触待爬杆体5表面。

[0013] 所述的单片机16与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电机9信号连接，单片机16控制直流减速

电机7、直流电机9的启动和停止，单片机16接收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和贴紧杆体限位开关

15发送的位置信号。

[0014] 所述的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

13构成三轮式布置，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位于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

动轮Ⅱ11前侧。

[0015] 进一步的，机器人上还安装有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外部上位机通过无线数据传输

模块与单片机16信号相接。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小车底盘12上还安装有支架，支架上安装有数字舵机3，数字舵

机3上安装有相机，同时机器人上安装有陀螺仪，数字舵机3、相机、陀螺仪分别与单片机16

信号连接，相机还通过小车上的无线图像传输模块与外部的显示设备相连。

[0017] 进一步的还包括超声波模块，超声波模块为2个，分别安装在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

13的左侧和右侧。

[0018] 进一步的相机安装于云平台上，机器人机载相机的成像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机器

人机体震动、空气风速以及气流等因素影响，要使相机视轴稳定，必须为其提供一个具有空

间稳定性的惯性平台。而稳定云台就能够隔离机体的扰动，同时还能使相机视轴能够灵活

地跟随稳定云台按照给定指令进行转动。

[0019]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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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通过一键遥控启动，机器人做地面水平运动靠向杆体，待贴紧限位开关被杆体表

面触发，主控MCU控制水平运动电机停止，然后剪式千斤顶做夹紧运动，待夹紧限位开关被

触发，触发后夹紧运动停止，MCU控制机器人做爬升运动，待爬升预设高度后，超声波定位反

馈高度信息，停止爬升运动，并进行定向摄像，将图像通过无线图像传递模块送至显示模块

终端。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侧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工作方式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夹紧杆体限位开关及其触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剪式千斤顶、2-丝杆、3-数字舵机、4-高清运动相机、5-待爬杆体、6-车轮、

7-直流减速电机、8-千斤顶丝杆齿轮、9-直流电机、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1-水车水平

运动从动轮Ⅱ、12-小车底盘、13-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4-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5-贴紧杆

体限位开关、16-单片机、17-触发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2、4所示，本发明的爬杆机器人，所述的爬杆机器人包括剪式千斤顶1、车轮

6、直流减速电机7、千斤顶丝杆齿轮8、直流电机9、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

从动轮Ⅱ11、小车底盘12、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单片机16，所述的小车底盘12底部安装

有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小车底盘

12上部安装剪式千斤顶1，剪式千斤顶1的丝杆上安装有千斤顶丝杆齿轮8，安装千斤顶丝杆

齿轮8一侧的剪式千斤顶1的壁体上安装有直流电机9，直流电机9的电机轴上安装有与千斤

顶丝杆齿轮啮合相接的外齿轮，剪式千斤顶1相邻臂上安装有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减速电

机7轴上安装有车轮6，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通过安装架安装于小车底盘12上，安装架的高

度为5-10cm，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的触发装置是一个倒立的数字“7”形状的结构，触发装置

固定于剪式千斤顶1顶端，并随剪式千斤顶1伸展收缩而作竖直上下运动；贴紧杆体限位开

关15安装于剪式千斤顶1顶端，并且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的触发形变一端凸出剪式千斤顶1

前端面1-2cm，实现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首先接触杆体表面，所述的单片机16与直流减速电

机7、直流电机9信号连接，单片机16控制直流减速电机7、直流电机9的启动和停止，单片机

16接收夹紧杆体限位开关14和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发送的位置信号。

[0029] 如前剪式千斤顶1又叫支架千斤顶，由金属板材制成的上支杆和下支杆组成，上支

杆的横截面与下支杆在齿部及其附近部分的横截面是一边开口的矩形，开口两边的金属板

向内弯折，上支杆和下支杆上的齿是由开口两边弯折的金属板制成，齿宽大于金属板厚。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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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千斤顶提升和下降高度是基于等腰三角形两腰不变缩短底边会提升高线的几何原理，通

过丝杆和螺母来调节的。

[0030] 本发明利用剪式千斤顶的机械可变性，在靠近支杆的相邻臂上装上一对大扭矩的

减速电机的车轮，通过调整车轮距离，从而夹紧待爬杆体5，驱动电机使机器人上升或下降。

[0031] 实施例2实施2为实施例1基础上作出以下改进：

[0032] 如图1、2、4所示，所述的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小车

水平运动主动轮13构成三轮式，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位于小车水平运动从动轮Ⅰ10、小车

水平运动从动轮Ⅱ11前侧。

[0033] 为了实现结构精简，小车底部设计成三轮式布置，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选择摩

擦系数较大的车轮，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与爬升动作千斤顶相邻臂上车轮6选择同型号

的。

[0034] 小车水平运动主动轮13的驱动电机采用大扭矩直流减速电机，可选择为日本

TSUKASA驰卡沙7字型直流减速电机，驱动电机与单片机相连。

[0035] TSUKASA  7字型直流减速电机工作电压12-24V，DC：12V空载47转/分钟，DC：24V空

载94转/分钟，额定扭矩(Kgf .cm)：6.5，最大扭矩(Kgf .cm)：12，额定功率(W)：8，整机质量

(g)：500。

[0036] 电机的启停和正反转全由继电器控制，简洁方便，采用SRD-05VDC-SL-C继电器，IN

输入低电平有效。

[003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机器人上还安装有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外部上位机通过无

线数据传输模块与单片机16信号相接。

[0038] 如前，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可为100MWE50-TTL-100，工作在148-173.5MHz频段，由于

该频段很低，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特别适合与需要穿墙的场合。同时使用串口进行数据收

发，降低了无线应用的门槛，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具有软件FEC前向纠错算法，其编码效率较

高，纠错能力强，在突发干扰的情况下，能主动纠正被干扰的数据包，大大提高抗干扰能力

和传输距离。

[0039] 并且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具有数据加密和压缩功能，模块在空中传输数据，具有随

机性，通过严密的加解密算法，使得数据截获失去意义。而数据压缩功能有概率减小传输时

间，减小受干扰的概率，提高可靠性和传输效率。

[0040]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工作在2.1-5.5V，满足电池供电需求，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模块具有四种工作模式，可以在运行时自由切换，在省电模式下，消耗电流仅几十微安，非

常适合超低功耗应用。

[0041] 实施例3为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作出以下改进：

[0042] 如图1、2、4所示，进一步的优选技术方案为，所述的小车底盘12上还安装有支架，

支架上安装有数字舵机3，数字舵机3上安装有相机，同时机器人上安装有陀螺仪，数字舵机

3、相机、陀螺仪分别与单片机16信号连接，相机还通过小车上的无线图像传输模块与外部

的显示设备相连。

[0043] 如前，本发明采用了陀螺仪测量爬升过程旋转角度，舵机回转相机，调整相机取景

角度，陀螺仪可采用的是3轴数字陀螺仪L3G4200D，舵机可采用的是CDS5516机器人数字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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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如前，无线图像传输模块可采用WHDI(无线家庭数字接口)，提供高品质、无压缩的

无线连接方式，使用MIMO技术和OFDM的调制方式能够实现高达3Gbps的传送速率，工作在

4.9GHz-5.875GHz频段，20MHz或40MHz通道，符合全球5GHz频谱规定，范围是30米之内，可穿

透墙壁，并且延迟小于1毫秒，完全能满足要求。

[0045] 如前，相机可采用分辨率为1080P，HDMI接口输出的DT200广角微型运动相机。

[004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包括超声波模块，超声波模块为2个，分别安装在小车水平运

动主动轮13的左侧和右侧，超声波模块与单片机通过信号线实现信号的互通。

[0047] 如前，超声波模块可选择HY-SRF05超声波模块，其参数工作电压：DC5V，工作电流：

15mA，工作频率：40Hz，最远射程：4.5m，最近射程：2cm，测量角度：15度，输入触发信号：10us

的TTL脉冲，输出TTL电平信号，与射程成比例。

[0048] 进一步的相机安装于云平台上，机器人机载相机的成像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机器

人机体震动、空气风速以及气流等因素影响，要使相机视轴稳定，必须为其提供一个具有空

间稳定性的惯性平台。而稳定云台就能够隔离机体的扰动，同时还能使相机视轴能够灵活

地跟随稳定云台按照给定指令进行转动。

[0049]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0050] 如图3所示，上位机一键启动，上位机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将信号传递给单片机

16，单片机16控制小车水平主动轮13在地面水平运动，当机器人运动至待爬杆体5后，机器

人上的贴紧杆体限位开关15被触发，此时表明爬杆机器人已贴紧杆体，地面水平运动则结

束。

[0051] 水平运动结束后，直流电机9通过千斤顶丝杆齿轮8带动剪式千斤顶进行夹紧动

作，夹紧动作停止方式待倒“7”字形挂钩跟随千斤顶顶端垂直向上运动触发限位开关，夹紧

杆体限位开关14被触发，表明机器人已夹紧杆体，夹紧杆体电机停止运作，夹紧动作结束

后，剪式千斤顶1相邻臂上直流减速电机7和车轮6同时启动，爬升动作开始，当超声波模块

测得已爬升到预设高度，直流减速电机7停止，爬升动作结束，数字舵机转动，相机定向摄

像，并通过无线图像传输模块传送至远方显示模块。

[0052] 测试实验：

[0053] 实验器材：秒表，PC一台，外径90cm高度3m杆体一根，卷尺一把。

[0054] 实验方式：主要使用累积法，即控制变量下多次实验同一高度所需时间再求平均，

再改变高度进行。

[0055] 实验结果：爬杆高度分别是1m，1.5m，2m，2.5m，测试过程中是以机器人稳定可靠速

度运行，运行速度基本保证在2m/s±0.05m/s。

[005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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