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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机械臂四足机器人。该种机器人的驱

动部分为腿部及机械臂液压驱动，腿部结构采取

前肘后膝式的配置形式，开环关节连杆机构，分

为髋部连接大腿小腿的形式，两两之间配置旋转

关节以达到走动目的；机器人机身为钢架结构，

具有足够强的刚度与承载能力；六自由度机械臂

是由六个旋转关节和不同的关节节段通过一定

的构型串联组成的，采用模块化关节机械结构设

计，交流伺服电机、中空谐波减速器及失电保护

装置的传动方式，中心孔布线，具有标准机械接

口。本种机器人可以多自由度运行在可达空间

里，可以使末端夹持的物体变换到任何位置，同

时，这种机器人结构简单、无线路外露，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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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机械臂四足机器人，包括主机架（1），其特征在于：主机架（1）为梯形钢管结

构，主机架（1）的上方安装两只六自由度机械臂（2），主机架（1）的下边安装四条机械腿（3）；

在所述主机架中间部位上安装机械臂安装底座（4），机械臂安装底座（4）两个相对的侧面上

开有4个通孔，通过螺栓连接六自由度机械臂（2）；

其中，所述六自由度机械臂（2），包括若干模块化关节,所述模块化关节包含电机罩

（5）、关节壳体（6）、轴承、法兰（8）以及法兰接口,所述法兰接口包括谐波减速器大法兰（10）

和电机连接法兰（11）；

其中，法兰（8）位于电机罩（5）的内部，中间开有通孔用于定位交流伺服电机（14）；在电

机罩（5）的侧面垂直电机轴线的方向固定具有标准机械接口的法兰（8），远离法兰（8）一侧

罩体与电机罩端盖（9）连接，靠近法兰（8）的一侧与关节壳体（6）相连；所述关节壳体（6）与

电机罩（5）连接，在关节壳体的另一端与关节透盖（12）相连；

通过法兰接口与连接件连接电机罩（1）和下一关节单元，每个单元以此方法安装并依

次串联连接，在最后的关节处，连接机械爪（13），形成最后完整的六自由度机械臂（2）；

所述机械腿（3）即腿部结构，包括髋部组合（15）、大腿（16）和小腿（17）三个主要构件；

髋部组合（15）与大腿（16）之间、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有两个旋转关节（18）和一个侧摆

关节（19）；所述髋部组合（15），上边有供轴穿过的轴孔，下部孔位通过旋转关节（18）连接大

腿（16）部分，中部孔位穿过侧摆关节（19）的侧摆轴（20），上部孔位通过螺纹连接侧摆液压

缸（21）；所述旋转关节（18）分为髋部组合（15）与大腿（16）之间和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

两个，中间利用一根旋转轴（22）连接相邻的两个模块，旋转轴（22）通过薄形平键连接和上

一模块保持同步转动，通过深沟球轴承和下一模块配合；旋转轴（22）的一端连接有角度传

感器，并通过支撑座（23）固定到模块上，支撑座（23）和角度传感器之间连接透盖（24），而旋

转轴（22）的另一侧则通过端盖（25）固定住；

所述大腿（16），由大臂（26）和液压缸（30）组成；所述大臂（26）的中间开通并有隔断，所

述大臂（26）顶部开有两个通孔，底部开有一个通孔，顶部位置靠上的通孔安置旋转关节

（18）连接髋部组合（15），在位置靠下的通孔处，固定连接液压缸（30）的一侧，液压缸（30）另

一侧连接至小腿（17）内部，下部也开有一个通孔并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小腿（17）；所述

液压缸（30），平行安置于大腿（16）主体下方并连接于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

所述小腿（17），包括弹簧单元（27）和小腿轴（28）以及足底（29），所述弹簧单元（27）上

部开有槽孔，并开通孔，通孔处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大腿（16），下部连接小腿轴（28）与其

轴线同轴，通过一个弹簧缓冲结构与小腿轴（28）相连；所述小腿轴（28），上部连接弹簧单元

（27），下部安置足底（29）；所述足底（29），是在小腿（17）末端连接的一块橡胶材料；

所述侧摆关节（19），包括侧摆液压缸（21）、侧摆轴（20）、液压缸（30）、液压缸支座（31）

以及轴承支座（32）；其中侧摆液压缸（21），通过液压缸支座（31）横向固定在机架（1）上，一

端绕支座孔中心摆动，另一侧绕髋部组合（15）孔摆动；所述侧摆轴（20），为一根圆柱形实心

轴，侧摆轴通过深沟球轴承与两侧轴承支座（32）连接；液压缸（30）一侧连接至液压缸支座

（31），另一侧连接至大腿大臂（26）内，髋部组合（15）和液压缸支座（31）通过键连接；所述轴

承支座（32），用螺栓固定在机架（1）上，侧摆轴（20）通过深沟球轴承与轴承支座(32)连接，

轴承支座(32)两端安装有透盖(24)和端盖(25)；

所述机械腿（3）在行走运动的时候，由液压缸（30）提供动力，通过安置在髋部组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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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腿（16）以及大腿（16）和小腿（17）之间的旋转关节（18）旋转带动达到行走的效果，液压

缸（30）作为动力源驱动侧摆轴（20）旋转需要的角度，髋部组合（15）和液压缸支座（31）通过

键连接和侧摆轴（20）同步转动，从而实现机械腿（3）的侧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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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机械臂四足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轮式及履带式机器人对于崎岖地形适应能力差，无法进行快速的运动，难

以在山区等狭窄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物资运送和转移。因此，在移动或托运物品时，上方布

置有六自由度的机械臂的足式机器人在机器人中相比较于其他的轮式、履带式机器人，其

运动时的越障能力较强，可以跨过一定高度的障碍，并且有着很高的自由度，运动灵活性较

高，只需要几个离散的空间支撑点，具有比较高的在复杂非结构化地形中的灵活运动能力。

但是，目前国内多自由度机械臂仍然具有结构复杂、线路外露以及无安全保护装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所提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

人，该种机器人的驱动部分为腿部及机械臂液压驱动，腿部结构采取前肘后膝式的配置形

式，开环关节连杆机构，分为髋部连接大腿小腿的形式，两两之间配置旋转关节以达到走动

目的；机器人机身为钢架结构，具有足够强的刚度与承载能力；六自由度机械臂是由六个旋

转关节和不同的关节节段通过一定的构型串联组成的，采用模块化关节机械结构设计，交

流伺服电机、中空谐波减速器及失电保护装置的传动方式，中心孔布线，具有标准机械接

口，多自由度运行在可达空间里，可以使末端夹持的物体变换到任何位置。这种机器人结构

简单、无线路外露，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该种多机械臂四足机器人，包括主机架1，其独特之处在于：

主机架1为梯形钢管结构，主机架1的上方安装两只六自由度机械臂2，主机架1的下边安装

四条机械腿3；在所述主机架中间部位上安装机械臂安装底座4，机械臂安装底座4两个相对

的侧面上开有4个通孔，通过螺栓连接六自由度机械臂2；

其中，所述六自由度机械臂2，包括若干模块化关节,所述模块化关节包含电机罩5、关

节壳体6、轴承、法兰8以及法兰接口,所述法兰接口包括谐波减速器大法兰10和电机连接法

兰11；

其中，法兰8位于电机罩5的内部，中间开有通孔用于定位交流伺服电机14；在电机罩5

的侧面垂直电机轴线的方向固定具有标准机械接口的法兰，远离法兰一侧罩体与电机罩端

盖9连接，靠近法兰8的一侧与关节壳体6相连；所述关节壳体6与电机罩5连接，在关节壳体

的另一端与关节透盖12相连；

通过法兰接口与连接件连接电机罩1和下一关节单元，每个单元以此方法安装并依次

串联连接，在最后的关节处，连接机械爪13，形成最后完整的六自由度机械臂2；

所述机械腿3即腿部结构，包括髋部组合15、大腿16和小腿17三个主要构件；髋部组合

15与大腿16之间、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有两个旋转关节18和一个侧摆关节19；所述髋部组

合15，上边有供轴穿过的轴孔，下部孔位通过旋转关节18连接大腿16部分，中部孔位穿过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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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关节19的侧摆轴20，上部孔位通过螺纹连接侧摆液压缸21；所述旋转关节18分为髋部组

合15与大腿16之间和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两个，中间利用一根旋转轴22连接相邻的两个模

块，旋转轴22通过薄形平键连接和上一模块保持同步转动，通过深沟球轴承和下一模块配

合；旋转轴22的一端连接有角度传感器，并通过支撑座23固定到模块上，支撑座23和角度传

感器之间连接透盖24，而旋转轴22的另一侧则通过端盖25固定住。

[0005] 所述大腿16，由大臂26和液压缸30组成；所述大臂26的中间开通并有隔断，所述大

臂顶部开有两个通孔，底部开有一个通孔，顶部位置靠上的通孔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髋部

组合15，在位置靠下的通孔处，固定连接液压缸30的一侧，液压缸30另一侧连接至小腿17内

部，下部也开有一个通孔并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小腿17；所述液压缸30，平行安置于大腿16

主体下方并连接于大腿16与小腿17之间。

[0006] 所述小腿17，包括弹簧单元27和小腿轴28以及足底29，所述弹簧单元27上部开有

槽孔，并开通孔，通孔处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大腿16，下部连接小腿轴28与其轴线同轴，通

过一个弹簧缓冲结构与小腿轴28相连；所述小腿轴28，上部连接弹簧单元27，下部安置足底

29；所述足底29，是在小腿17末端连接的一块橡胶材料。

[0007] 所述侧摆关节19，包括侧摆液压缸21、侧摆轴20、液压缸30、液压缸支座31以及轴

承支座32；其中侧摆液压缸21，通过液压缸支座31横向固定在机架1上，一端绕支座孔中心

摆动，另一侧绕髋部组合15孔摆动；所述侧摆轴20，为一根圆柱形实心轴，侧摆轴通过深沟

球轴承与两侧轴承支座32连接；液压缸30一侧连接至液压缸支座31，另一侧连接至大腿大

臂26内，髋部组合15和液压缸支座31通过键连接；所述轴承支座32，用螺栓固定在机架1上，

侧摆轴20通过深沟球轴承与轴承支座32连接，轴承支座32两端安装有透盖24和端盖25。

[0008] 所述机械腿3在行走运动的时候，由液压缸30提供动力，通过安置在髋部组合15和

大腿16以及大腿16和小腿17之间的旋转关节18旋转带动达到行走的效果，液压缸30作为动

力源驱动侧摆轴20旋转需要的角度，髋部组合15和液压缸支座31通过键连接和侧摆轴20同

步转动，从而实现机械腿3的侧摆。

[000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是能够在复杂非结构化地形下快速移动，完成

丛林救援和物资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四足机器人，并具有能够在可达空间里可以使末端夹持

的物体变换到任何位姿，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生产过程的要求的六自由度的机械臂。

[0010] 下面对有益效果进行详细说明：

首先，该机器人采用四足式，其具有较高地形适应能力，在非结构化地面灵活运动的潜

在能力。与双足机器人相比有更好的运动稳定性，又比六足、八足机器人在结构和控制算法

上简单的多，综合性能最好，运动过程中足部的落点在空间内是离散的，在工作空间内能够

主动选择落点，跨过障碍和深坑的能力较强。无横向运动约束，可以实现空间全方位的移

动。足端运动与机架质心运动解耦，在不平整地形移动时能保持机架运动的相对平稳。可以

用腿迈过一定高度的障碍物和凹陷，避免质心上下动作所需的能量能耗。

[0011] 其次，在机器人的腿部设计时，为了简化机器人的结构和控制难度，足部的踝关节

被省略了，我们在机械结构上用一个被动自由度代替，用来缓解冲击力。为了提供一定的缓

冲和一定储能作用，在四足机器人的腿部结构设计中可以选用一个恰当的弹簧结构来取代

足部，设计弹性缓冲环节在小腿位置，与其轴线同轴，通过一个弹簧缓冲结构与小腿轴相

连。通过设计和选取适当的弹簧结构，机器人在奔跑或在不平整地面上运动时，足部接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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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时产生的冲击力的峰值将会大大减小。同时，为增加机器人足底的耐磨性和抓地能力，在

机器人小腿末端连接有一块橡胶材料作为足部，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0012] 再次，对于六自由度机械臂设计，采用中心孔布线，模块化关节的设计采用中心孔

布线的设计形式，选用的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都有一个较大的中心孔。在布线时，动力线

及控制器信号线可以从模块化关节内部的中心孔通过，避免了外部布线引起的问题，而且

使机械臂更加美观。且具有标准机械接口，便于安装机械臂。

[0013] 最后，机械臂采用交流伺服电机、中空谐波减速器及失电保护装置的传动方式，工

作可靠，效率高。同时编码器可以内嵌在伺服电机上，结构紧凑，从整体上减小了模块化关

节的尺寸。谐波减速器结构简单、尺寸小减速比大、传动效率高，这样在电机的功率及转速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选用扭矩较小的电机，减少了电机的尺寸，从而从整体上减小了模

块化关节的尺寸。当关节突然断电时，由于在传动系统中增加了失电保护装置，可以使关节

迅速制动，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0014] 附图说明：

图1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总装图。

[0015] 图2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六自由度机械臂结构图。

[0016] 图3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臂内置交流伺服电机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臂内置交流伺服电机所用球面轴承结构

图。

[0018] 图5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臂内置交流伺服电机所用深沟球轴承结构

图。

[0019] 图6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臂连接件之谐波减速器大法兰的结构图。

[0020] 图7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臂连接件之电机连接法兰的结构图。

[0021] 图8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机械腿结构图。

[0022] 图9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大腿及小腿结构图。

[0023] 图10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侧摆关节液压缸的结构图。

[0024] 图11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旋转关节的结构图。

[0025] 图12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腿部端盖的结构图。

[0026] 图13是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支撑座的结构图。

[0027] 图中1-主机架，2-六自由度机械臂，3-机械腿，4-机械臂安装底座，5-电机罩，6-关

节壳体，  7a-球面轴承，7b-深沟球轴承，8-法兰接口连接件，9-电机罩端盖，10-谐波减速器

大法兰，11-电机连接法兰，12-关节透盖，13-机械爪，14-机械臂内置交流伺服电机，15-髋

部组合，16-大腿部分，17-小腿部分，18-旋转关节，19-侧摆关节，20-侧摆轴，21-侧摆液压

缸，22-旋转关节旋转轴，23-旋转关节支撑座，24-旋转关节连接透盖，25-旋转关节端盖，

26-大腿大臂，27-小腿弹簧单元，28-小腿轴，29-小腿足底，30-大腿液压缸，31-液压缸支

座，32-轴承支座。

[0028]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其行走机理以哺乳动物为仿生对

象，在四足哺乳动物中，腿部主要对身体起支撑作用，并在腿部肌肉的驱动下做俯仰或侧摆

运动，带动身体前进。基于此生理结构，在对机器人腿部进行结构设计时，腿部结构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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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大腿、小腿三个主要构件和髋部与大腿之间、大腿与小腿之间两个旋转关节，使用了

连杆代替腿部的骨骼，液压缸代替腿部的肌肉作为驱动，选用一个恰当的弹簧结构来取代

足部，使其能够在复杂非结构化地形下快速移动，完成丛林救援和物资运输等特殊任务。六

自由度机械臂采用模块化关节机械结构设计，是由六个旋转关节和不同的关节节段通过一

定的构型串联组成的，每个关节均采用中空伺服电机驱动中空谐波减速器减速的传动方

式，基于定位的需要，前三个关节采用旋转－俯仰－俯仰的结构，后三个关节采用三个相邻

关节轴平行的结构，中心孔布线，具有标准机械接口，多自由度运行在可达空间里可以使末

端夹持的物体变换到任何位置。为生活生产中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

[0029] 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包括机体，为仿照四足哺乳类动物而制造， 以及为

机体提供动力的液压系统，所述机体包括腿部结构，由髋部、大腿以及小腿部分组成，主机

架，其作为载体，连接腿部与机械臂，六自由度模块化机械臂，共两只，安装在机架上。

[0030] 其中，所述机架，机架采用梯形结构，方形钢管和角钢焊接作为骨架，特殊部位焊

接钢板的方式，机架中使用了5根相同的方形钢管，其外径为16mm，厚1.5  mm。在机架任意方

向上都至少有两根钢管支撑，在机架的前中后位置焊接有3块钢板，用来固定侧摆关节的轴

承座，侧摆液压缸支座和机械臂底座。所述机械臂安装底座，其形状为一中空棱台，横截面

是矩形。两个相对的侧面开有4个通孔，通过螺栓连接六自由度机械臂。底部连接法兰开有6

个通孔，用于和四足机器人机架的固连。位于机器人的中心位置，安置在机架的中心平台

上。

[0031] 所述腿部结构，由髋部、大腿、小腿三个主要构件和髋部与大腿之间、大腿与小腿

之间两个旋转关节和一个侧摆关节组成。

[0032] 所述髋部，整体形状为长方体，上边带有供轴穿过的轴孔，单一部件，下部孔位通

过旋转关节连接大腿部分，中部孔位穿过侧摆关节的侧摆轴，上部孔位通过螺纹连接侧摆

液压缸。所述旋转关节，分为髋部与大腿之间，大腿与小腿之间两个，其结构设计相同，中间

利用一根旋转轴连接相邻的两个模块，旋转轴通过薄型平键连接和上一模块保持同步转

动，通过深沟球轴承和下一模块配合，实现两者的相对转动。旋转轴的一端连接有角度传感

器，并通过支撑座固定到模块上，支撑座和角度传感器之间连接透盖，而旋转轴的另一侧则

通过端盖固定住。所述大腿，由大臂和液压缸组成，所述大臂，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体，中间

开通并有隔断，顶部开有两个通孔，底部开有一个通孔，顶部位置靠上的通孔安置旋转关节

连接髋部，在位置靠下的通孔处，固定连接液压缸的一侧，液压缸另一侧连接至小腿内部，

下部也开有一个通孔并安置旋转关节连接小腿。所述液压缸，平行安置于大腿主体下方并

连接于大腿与小腿之间。所述小腿，由弹簧单元和小腿轴以及足部组成，所述弹簧单元外部

为一长方体，上部开有槽孔，并开通孔，通孔处安置旋转关节连接大腿，下部连接小腿轴与

其轴线同轴，通过一个弹簧缓冲结构与小腿轴相连。所述小腿轴，形状为一圆柱形，上部连

接弹簧单元，下部安置足底。所述足底，是在在机器人小腿末端连接的一块橡胶材料。所述

侧摆关节，由侧摆液压缸、侧摆轴、液压缸、液压缸支座、轴承支座组成。其中侧摆液压缸，通

过其支座横向固定在机架上，一端绕支座孔中心摆动，另一侧绕髋部孔摆动。所述侧摆轴，

为一根圆柱形实心轴，侧摆轴通过深沟球轴承与两侧轴承支座连接。所述液压缸、液压缸支

座，液压缸一侧连接至液压缸支座，另一侧连接至大腿大臂内，髋部和液压缸支座通过键连

接。所述轴承支座，用螺栓固定在机架上，侧摆轴通过深沟球轴承与轴承支座连接，轴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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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两端都安装有透盖或端盖。

[0033] 所述六自由度模块化机械臂，由模块化关节及其包含的电机罩、关节壳体、轴承、

接口与连接件组成。所述模块化关节，由端盖、交流伺服电机、力矩传感器、薄型平键、关节

壳体、推力球轴承、深沟球轴承、套筒、顶盖、转接法兰、透盖、深沟球轴承、关节输出轴、谐波

减速器、连接法兰、电磁制动器、电机罩组成。所述电机罩，形状为一圆柱筒形，选用硬铝合

金材料，内部有一个法兰，法兰中间开有一个通孔，定位交流伺服电机。法兰外圈开有四个

通孔通过螺栓连接伺服电机的法兰，固定电机。内圈有8个通的螺纹孔与电磁制动器、力矩

传感器相连，电磁制动器和力矩传感器通孔位置要有45度的夹角。电机罩的侧面垂直电机

轴线的方向设有标准机械接口的转接法兰，电机罩远离法兰的一侧，在罩体上开有4个一定

深度的螺纹孔，与电机罩端盖连接。电机罩靠近法兰的一侧也开有4个通的螺纹孔，与关节

壳体相连。所述关节壳体，形状为一空心圆柱筒，与电机罩连接，选用硬铝合金材料。端面有

一个法兰，法兰上有6个通孔，固定谐波减速器的钢轮与关节壳体，并在内部设计1个阶梯

孔，对深沟球轴承进行轴向定位，在6个通孔的外圈壳体上开有螺纹孔，通过螺栓与电机罩

相连。在关节壳体的另一端也开有螺纹孔，与关节透盖相连。所述连接件，有轴线垂直式和

轴线平行式两种模块化连接件，轴线垂直式连接件连接两个轴线平行的模块化关节，轴线

平行式连接件连接两个轴线垂直的模块化关节。最后将模块化关节和连接件串联起来，最

终形成了六自由度模块化机械臂。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结合图2、图3、图4、图5、图6以及图7，本种多机械臂四足式机器人，具

有主机架1，机架采用梯形结构，使用了5根相同的方形钢管，其外径为16mm，厚1.5  mm，任意

方向上都至少有两根钢管支撑，前中后位置焊接有3块钢板。主机架1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固

定侧摆关节19的轴承支座32，侧摆液压缸支座31和机械臂安装底座4。此外，该多机械臂四

足式机器人上部还包括两只六自由度机械臂2，其通过将模块化关节和连接件串联起来，最

终形成了具有六自由度的模块化机械臂，内部通过交流伺服电机14驱动，并在最后一处自

由度处连接机械爪13。

[0036] 六自由度机械臂2，如图2所示，所述六自由度机械臂2由模块化关节，其内部包括：

推力球轴承7a、深沟球轴承7b、交流伺服电机14（力矩传感器、薄型平键、电磁制动器），及其

包含的电机罩5及其内部输出轴、各关节壳体6、谐波减速器大法兰连接件10、电机连接法兰

11、电机罩端盖9，关节透盖12以及机械爪13等组成。所述电机罩5，形状为一圆柱筒形，内部

有一个法兰8，法兰8中间开有一个通孔，定位交流伺服电机14。法兰8外圈开有四个通孔通

过螺栓连接伺服电机的法兰11。内圈有8个通的螺纹孔与电磁制动器、力矩传感器相连，电

磁制动器和力矩传感器通孔位置要有45度的夹角。电机罩5的侧面垂直电机轴线的方向设

有标准机械接口的转接法兰11，电机罩5远离法兰11的一侧，在罩体上开有4个一定深度的

螺纹孔，与电机罩端盖9连接。电机罩5靠近法兰11的一侧也开有4个通的螺纹孔，与各关节

壳体6相连。所述各关节壳体6，形状为一空心圆柱筒，与电机罩5连接，端面有一个法兰8，法

兰8上有6个通孔，连接谐波减速器大法兰10，固定谐波减速器的钢轮与各关节壳体6，并在

内部设计1个阶梯孔，对深沟球轴承7b进行轴向定位，在6个通孔的外圈壳体上开有螺纹孔，

通过螺栓与电机罩5相连。在各关节壳体6的另一端开有螺纹孔，与关节透盖12相连。所述机

械爪13，由机械爪爪心，卡住爪心的三指卡盘以及连接最后一个第六关节的连接件组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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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随第六关节移动。因为具有六个自由度，所以该臂可以使末端所夹持工件在可达工作

空间内变换至任意姿态，关节内传动方案的设计是电机-谐波减速器，当今比较流行的传动

方案，选择了谐波减速器作为减速机构，交流伺服电机居中布置，通过谐波减速器直接把动

力传给输出轴，电机居中布置。同时减小各关节的转动惯量，以获得更好的运动精度。

[0037] 机械腿3，参见图8、图9、图10、图11，所述机械腿3，由髋部组合15、大腿部分16、小

腿部分17、旋转关节18以及侧摆关节19组成。所述大腿部分16，由大腿大臂26和大腿液压缸

30组成，所述大腿大臂26，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体，中间开通并有隔断，顶部开有两个通孔，

底部开有一个通孔，顶部位置靠上的通孔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髋部组合15，在位置靠下的

通孔处，固定连接液压缸30的一侧，液压缸30另一侧连接至小腿部分17内部，下部也开有一

个通孔并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小腿部分17。所述液压缸30，平行安置于大腿部分16主体下

方并连接于大腿部分16与小腿部分17之间。所述旋转关节18，中间利用一根旋转轴22连接

相邻的两个模块，旋转轴22通过薄型平键连接和上一模块保持同步转动，通过深沟球轴承

7b和下一模块配合，实现两者的相对转动。旋转轴22的一端连接有角度传感器，并通过支撑

座23固定到模块上，支撑座和角度传感器之间连接透盖24，而旋转轴的另一侧则通过端盖

25固定住。所述小腿部分17，由弹簧单元27和小腿轴28以及足部29组成，所述弹簧单元27外

部为一长方体，上部开有槽孔，并开通孔，通孔处安置旋转关节18连接大腿部分16，下部连

接小腿轴28与其轴线同轴，通过一个弹簧缓冲结构与小腿轴28相连。所述小腿轴28，形状为

一圆柱形，上部连接弹簧单元27，下部安置足底29。所述足底29，是在在机器人小腿末端连

接的一块橡胶材料，所述侧摆关节19，由侧摆轴20、侧摆液压缸21、液压缸30、液压缸支座

31、轴承支座32组成。所述侧摆液压缸21，通过其支座31横向固定在机架1上，一端绕支座孔

中心摆动，另一侧绕髋部孔摆动。所述侧摆轴20，为一根圆柱形实心轴，侧摆轴20通过深沟

球轴承7b与两侧轴承支座32连接。

[0038] 在机械腿3运行时四条腿选择了前肘后膝式的配置形式，当四条腿的控制电机打

开，提供机器人行走的动力，大腿部分16和小腿部分17之间均采用液压伺服油缸驱动，液压

缸驱动，大腿部分16运动，同时旋转机构18带动小腿部分17与大腿部分进行相对的转动，通

过在小腿17位置的弹性缓冲环节27，机器人在奔跑或在不平整地面上运动时，足部接触地

面时产生的冲击力的峰值将会大大减小，从而机器人腿部进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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