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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

移动机器人，包括轮腿机器人本体、设置在轮腿

机器人本体上的雷达系统，前后、左右对称设置

在轮腿机器人本体上的四个轮腿机器人单腿，每

个轮腿机器人单腿包括作动器、连接作动器的三

脚架、连接三脚架的阻尼弹簧、连接阻尼弹簧的

双横臂悬架、连接双横臂悬架的转向电机、连接

转向电机的轮腿、连接轮腿的带有轮毂电机的驱

动轮，三脚架的中点连接轮腿机器人本体、两端

分别连接作动器和阻尼弹簧，双横臂悬架包括悬

架上控制臂和悬架下控制臂，悬架上控制臂和悬

架下控制臂的一端与轮腿机器人本体的侧面铰

接、另一端与转向电机铰接，阻尼弹簧与悬架上

控制臂连接。本发明采用四轮驱动模式能够实现

360度各个方向的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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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该机器人包括一个轮腿

机器人本体、设置在轮腿机器人本体上的雷达系统，前后、左右对称设置在轮腿机器人本体

上的四个机器人单腿，每个所述机器人单腿包括作动器、连接作动器的三脚架、连接三脚架

的阻尼弹簧、连接阻尼弹簧的双横臂悬架、连接双横臂悬架的转向电机、连接转向电机的轮

腿、连接轮腿的带有轮毂电机的驱动轮，所述作动器上端与轮腿机器人本体连接，所述三脚

架的上角连接轮腿机器人本体、下方两角分别连接作动器的下端和阻尼弹簧，所述双横臂

悬架包括悬架上控制臂和悬架下控制臂，所述悬架上控制臂和悬架下控制臂的一端与轮腿

机器人本体的侧面铰接、另一端与转向电机铰接，所述阻尼弹簧与悬架上控制臂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作

动器与轮腿机器人本体之间通过耳件以铰接的方式连接，作动器与三脚架之间通过铰接的

方式连接，三脚架与阻尼弹簧之间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阻尼弹簧与悬架下控制臂之间通

过铰接的方式连接，双横臂悬架与轮腿机器人本体之间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相应的耳件

与部件之间为焊接，雷达系统与轮腿机器人本体之间为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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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腿式机器人，具体的说是一种具有优良越障、行驶平顺性、主/

被动姿态调节功能的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

技术背景

[0002]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机器人越来越受到人类的关注，轮腿式机器人作为

其中的一种，其在军事勘察、深空探索、灾害救援、野外作业等领域的优势越发突出，发展前

景不可估量。关于轮腿机器人的移动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即轮式轮腿机器人和腿式轮腿机

器人。轮式移动是最常见的一种减小阻力的移动结构，但无法跨越高于车轮直径的障碍。采

用腿式移动的轮腿机器人越障能力较强，但能耗较大，且移动速度较慢。在稳定性方面不及

轮式移动，而将两者相结合的轮腿混合机构，融合了腿式越障能力强与轮式效率高的特点，

成为新型移动轮腿机器人的研究发展方向。

[0003] 轮腿式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机器人，其对越野性、通过性、操控性、平顺性有更高

的要求，这其中，悬挂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机器人普遍采用被动悬挂，这远

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轮腿式机器人的需求，这就要求轮腿式机器人需配备主动悬挂。目前市

面上主流的主动悬挂系统主要有四种形式：空气悬挂、液压悬挂、电磁悬挂以及电子液力悬

挂，但这四种悬挂也仅在汽车上有所应用，在轮腿式机器人领域内几乎没有应用。本发明基

于此背景设计一种适合于轮腿式机器人用的双三角型主动悬挂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轮腿式全地形轮腿机器人，该机

器人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轮式移动越障能力有限、腿式移动效率低、行驶平顺性差的问

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该机器人是一种

轮腿式全地形主/被动姿态调整轮腿机器人，具有优良的动力学行驶平顺性，采用四轮驱动

模式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转向，同时能够实现360度各个方向的行驶，能够实现轮腿机器

人的主/被动姿态调整模式的切换。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包括

一个轮腿机器人本体、设置在轮腿机器人本体上的雷达系统，前后、左右对称设置在轮腿机

器人本体上的四个轮腿机器人单腿，每个轮腿机器人单腿包括作动器、连接作动器的三脚

架、连接三脚架的阻尼弹簧、连接阻尼弹簧的双横臂悬架、连接双横臂悬架的转向电机、连

接转向电机的轮腿、连接轮腿的带有轮毂电机的驱动轮，三脚架的中点连接轮腿机器人本

体、两端分别连接作动器和阻尼弹簧，双横臂悬架包括悬架上控制臂和悬架下控制臂，悬架

上控制臂和悬架下控制臂的一端与轮腿机器人本体的侧面铰接、另一端与转向电机铰接，

阻尼弹簧与悬架上控制臂连接。

[0006] 本发明的优点和技术效果：

[0007] （1）、本发明涉及的轮腿式机器人双三角型主动悬挂系统弥补了机器人领域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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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被动悬挂及无阻尼弹簧主动悬挂的空白。使轮腿式机器人具有优越的越野性、通过性、

操控性、平顺性，同时又具备主动调节车身姿态的功能。同时相比传统的主动悬挂系统具有

性能稳定，造价低廉，可靠性好的优点。

[0008] （2）、本发明将作动器，阻尼弹簧，三角架等结构通过一系列连杆机构巧妙的结合

在一起，设计出一种全新的轮腿式机器人用主/被动悬挂系统，兼顾了轮腿式机器人减震与

主动调节车身姿态的性能。本发明涉及的轮腿式机器人双三角型主动悬挂系统在机器人领

域尚属首创，具有很好的科研、商业价值。

[0009] （3）本发明采用四轮驱动模式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转向，当纵向行驶方向遇到无

法逾越障碍且深陷其中时（例如泥泞路面），可任意切换行驶方向，进而摆脱障碍。

[0010] （4）本发明采用轮腿机构，具有适应性强、机动性能好等优点，在军事侦查、资源勘

探等领域有得天多厚的优势。

[0011] （5）本发明基于学科交叉理念，首次将汽车悬架系统引入到轮腿式全地形轮腿机

器人的设计当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0012] （6）本发明能够实现轮腿机器人的主/被动姿态调整模式的切换，当路况不好时，

可根据雷达预瞄的路况同步调整作动器工作，实现姿态调整，保证优良行驶平顺性，此时轮

腿机器人为主动姿态调整，；当行驶在较好路况时，作动器不工作，利用轮腿机器人本身特

有的弹簧阻尼悬架系统即可保证较好的行驶平顺性。此时轮腿机器人为被动姿态调整。

[0013] （7）本发明涉及的悬架上控制臂采用三角形结构设计，利用三角形本身固有的稳

定特性有效改善了本发明悬架系统的强度。

[0014] （8）当作动器工作时，图2所示三脚架能够将作动器的控制力以1:1.5的形式传递

到阻尼弹簧，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在不减少控制力大小的同时即可实现力方向的改变，提高

能源利用率。

[0015] （9）本发明涉及的轮腿式全地形移动轮腿机器人在主动姿态调整模式下，能够在

车身加速度、悬架动行程、轮胎动载荷三项行驶平顺性性能指标上相对被动模式分别提升

2.8%、17%、3.5%。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图1中轮腿机器人单腿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双横臂悬架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涉及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20] 由附图1、2、3所示：一种双三角形悬架轮腿式全地形移动机器人，该轮腿机器人包

括一个轮腿机器人本体1、设置在轮腿机器人本体1上的雷达系统2，前后、左右对称设置在

轮腿机器人本体1上的四个轮腿机器人单腿3，每个所述轮腿机器人单腿3包括作动器3-1、

连接作动器3-1的三脚架3-2、连接三脚架3-2阻尼弹簧3-3、连接阻尼弹簧3-3的双横臂悬架

3-4、连接双横臂悬架3-4的转向电机3-5、连接转向电机3-5的轮腿3-6、连接轮腿3-6的带有

轮毂电机3-7的驱动轮3-8，所述三脚架3-2的上角连接轮腿机器人本体1、两端角分别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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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器3-1和阻尼弹簧3-3，所述双横臂悬架3-4包括悬架上控制臂3-4-1和悬架下控制臂3-

4-2（图3），所述悬架上控制臂3-4-1和悬架下控制臂3-4-2一端与轮腿机器人本体1侧面铰

接、另一端与转向电机3-5铰接，所述阻尼弹簧3-3与悬架上控制臂3-4-1连接。

[0021] 图2所示：所述作动器3-1与轮腿机器人本体1之间通过耳件以铰接的方式连接，作

动器3-1与三脚架3-2之间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三脚架3-2与阻尼弹簧3-3之间通过铰接的

方式连接，阻尼弹簧3-3与悬架下控制臂3-4-2之间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双横臂悬架3-4与

轮腿机器人本体1之间通过铰接的方式连接，相应的耳件与部件之间为焊接，雷达系统2与

轮腿机器人本体1之间为螺栓连接。

[0022] 所述轮毂电机3-7构成了轮腿机器人的动力系统，转向电机3-5构成了轮腿机器人

的转向系统，驱动轮3-8构成了轮腿机器人的行驶系统，所述电池及控制模块均集成于轮腿

机器人本体1当中构成轮腿机器人的电器系统，本发明轮腿机器人带有雷达系统2，具有四

轮转向、主/被动姿态调节、四轮驱动等功能。所设计轮腿机器人采用左右、前后对称结构，

总体尺寸为1200mm×600mm×600mm，典型的特点是加入了汽车悬架元素，具体结构如图2所

示。

[0023] 本发明采用四轮驱动模式，具体实施方式是在各个驱动轮布置轮毂电机3-7，轮毂

电机3-7与车轮采用螺栓连接，轮毂电机3-7与轮腿3-6的连接方式同样为螺栓连接；

[0024] 四轮转向功能是通过转向电机3-5带动轮腿3-6转动，进而带动驱动轮3-8实现转

向，转向电机3-5内置有减速器，保证转向速度不至过快，以提高操纵稳定性，四轮转向能够

实现360度无死角转向。

[0025] 主动姿态调节是通过作动器3-1带动三脚架3-2转动，通过三脚架3-2、阻尼弹簧3-

2的二次传递，将控制力传递到悬架下控制臂3-4-2，实现车身姿态的调整。

[0026] 本发明能够实现轮腿机器人的主/被动姿态调整模式的切换，当路况不好时，可根

据雷达系统2预瞄的路况同步调整作动器3-1工作，实现姿态调整，保证优良行驶平顺性，此

时轮腿机器人为主动姿态调整，；当行驶在较好路况时，作动器3-1不工作，利用轮腿机器人

本身特有的弹簧阻尼悬架系统即可保证较好的行驶平顺性。此时轮腿机器人为被动姿态调

整。全车布置四个作动器，可实现俯仰、侧倾范围内多角度的主动姿态调整，实现优良的越

障及行驶平顺性。

[0027] 本发明主被动姿态的调节功能分两种模式。模式一：作动器不参与工作，模式二：

作动器参与工作。

[0028] 模式一的具体工作流程如下：来自地面的冲击经过轮胎3-8传递到轮腿3-6,进而

传递到转向电机3-5，地面冲击继续向上传递，经过阻尼弹簧3-4时，冲击会以热能的形式被

消耗。在此过程中作动器3-1不工作，此种模式适应于路况较好，车身姿态变化不明显的情

况。

[0029] 模式二的具体工作流程如下：模式一的具体工作流程如下：来自地面的冲击经过

轮胎3-8传递到轮腿3-6,进而传递到转向电机3-5，地面冲击继续向上传递，经过阻尼弹簧

3-4时，冲击会以热能的形式被消耗。地面冲击被消耗后车身如果发生大角度倾斜，此时传

感器将采集到的信号发给ECU，之后ECU将会给作动器3-1发送指令，通过作动器的伸缩以及

三角架3-2的旋转来调节阻尼弹簧行程，进而调节悬架动行程，以达到维持车身姿态平衡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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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发明涉及的电池及控制模块均集成于轮腿机器人本体1当中，这不是本发明的

研究重点，因此不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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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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