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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

道机器人，包括摄像头、驱动头、内齿轮圆筒、机

架、电机和保持架，其中，摄像头安装在摄像头安

装架上，所述摄像头安装架与驱动头连接，驱动

头与内齿轮圆筒连接，内齿轮圆筒与电机连接，

电机与机架连接，同时，保持架与机架连接；通过

机器人携带的摄像头拍摄传回的图像或视频，可

以方便地判断管道内壁的真实状态，进而制定出

有针对性的维护方案，可大大减小管道巡查的工

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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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摄像头(1)、驱动头(3)、内

齿轮圆筒(4)、机架(5)、电机(6)和保持架(7)，其中，摄像头(1)安装在摄像头安装架(2)上，

所述摄像头安装架(2)与驱动头(3)连接；所述驱动头(3)与内齿轮圆筒(4)连接，内齿轮圆

筒(4)与电机(6)连接，电机(6)与机架(5)连接，同时，保持架(7)与机架(5)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齿轮(13)

套装在电机(6)的输出轴上，同时与内齿轮圆筒(4)的一端啮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内齿轮圆

筒(4)内设置有中心轴(10)，中心轴(10)的一端穿过驱动头(3)与摄像头安装架(2)连接；另

一端焊接在L形板(9)上，L形板(9)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5)上；同时，中心轴(10)上开设有

用于容纳摄像头驱动及信号传输线缆的中心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驱动头

(3)与内齿轮圆筒(4)通过螺栓固接，内齿轮圆筒(4)与中心轴(10)通过双向止推轴承(11)

装配在一起，双向止推轴承(11)套装在中心轴(10)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驱动头

(3)包括驱动体(301)，所述驱动体(301)为三棱柱结构，同时，驱动体(301)的周向开设有环

形槽，环形槽内安装有三个轮架(302)，其中三个轮架(302)分别安装在驱动体(301)的三个

顶角处；同时，每两个相邻的轮架(302)之间通过第一弹簧(303)连接；轮架(302)上安装有

轮子(304)，轮子(304)的轴线与驱动体(301)轴线呈一定夹角，且轮架(302)、驱动体(301)

和轮子(304)之间通过长轴(305)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驱动体

(301)的一个端面开设有用于安装摄像头安装架(2)的圆孔；另一端面焊接有用于压紧双向

止推轴承(11)的轴承端盖(30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其特征在于：保持架

(7)包括保持体(701)，保持体(701)的周向均布有三个轮足(702)，轮足(702)的一端伸入保

持体(701)内通过第二弹簧(703)与焊接在保持体(701)中心内部的止推桩(704)连接，轮足

(702)的另一端设置有轮轴(705)，轮轴(705)上安装有轮子(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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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控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化工，核电，石油，给排水，天然气以及制冷行业中，大量

使  用各种材质、各种大小的管道。用于传送物料或介质的管道，受管内压力，冲击，腐蚀，污

染  等恶劣环境，势必会造成裂纹，机械损伤，点蚀，疲劳，淤堵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当物料是

易  燃易爆，具有腐蚀，挥发，有毒，辐射的性质时，检测管道的重要性和难度都是不容小觑

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解决了现有现有的

微小管道 内壁的检测和维修将会耗费巨大，维修困难的缺陷。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包括摄像头、驱动头、内齿轮

圆筒、  机架、电机和保持架，其中，摄像头安装在摄像头安装架上，所述摄像头安装架与驱

动头连接，  驱动头与内齿轮圆筒连接，内齿轮圆筒与电机连接，电机与机架连接，同时，保

持架与机架连  接。

[0006] 优选地，齿轮套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同时与内齿轮圆筒的一端啮合连接。

[0007] 优选地，内齿轮圆筒内设置有中心轴，中心轴的一端穿过驱动头与摄像头安装架

连接；另  一端焊接在L形板上，L形板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上；同时，中心轴上开设有用于容

纳摄像头 驱动及信号传输线缆的中心孔。

[0008] 优选地，驱动头与内齿轮圆筒之间通过螺栓连接，内齿轮圆筒与中心轴之间设置

有双向止  推轴承，双向止推轴承套装在中心轴上。

[0009] 优选地，驱动头包括驱动体，所述驱动体为三棱柱结构，同时，驱动体的周向开设

有环形  槽，环形槽内安装有三个轮架，其中三个轮架分别安装在驱动体的三个顶角处；同

时，每两个  相邻的轮架之间通过第一弹簧连接；轮架上安装有轮子，轮子轴线与驱动体轴

线呈一定夹角，  且轮架、驱动体和轮子之间通过长轴连接。

[0010] 优选地，驱动体的一个端面开设有用于安装摄像头安装架的圆孔；另一端面焊接

有用于压 紧双向止推轴承的轴承端盖。

[0011] 优选地，保持架包括保持体，保持体的周向均布有三个轮足，轮足的一端伸入保持

体内通  过第二弹簧与焊接在保持体中心内部的止推桩连接，轮足的另一端设置有轮轴，轮

轴上安装有  轮子。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可以便捷实现微小型管道内

壁状态和  缺陷的巡查和维护；通过机器人携带的摄像头拍摄传回的图像或视频，可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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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判断管道内  壁的真实状态，进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维护方案，可大大减小管道巡查的工

作量；该结构操作  简单、可靠性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微小型管道机器人的侧视图；

[0015] 图2是微小型管道机器人的剖视图；

[0016] 图中，1.摄像头，2.摄像头安装架，3.驱动头，4.内齿轮圆筒，5.机架，6.电机，7.保

持架，8.螺母，9.L形板，10.中心轴，11.双向止推轴承，12.螺钉，13.小齿轮。

[0017] 图3是机器人驱动头的侧视图；

[0018] 图中，301.驱动体，302.轮架，303.弹簧，304.轮子，305.长轮轴，306.轴承端盖。

[0019] 图4是机器人保持架的剖视图；

[0020] 图中，701.保持体，702.轮足，703.弹簧，704.止推桩，705.轮轴，706.轮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螺旋式前进的微小型管道机器人，包括摄像头

1、  摄像头安装架2、驱动头3、内齿轮圆筒4、机架5、电机6和保持架7，其中，摄像头1安装  在

摄像头安装架2上，摄像头安装架2安装在中心轴10上，驱动头3与内齿轮圆筒4连接，  内齿

轮圆筒4与电机6之间通过齿轮13连接，电机6安装在机架5上；保持架7与机架5之 间通过螺

栓连接。

[0023] 其中，齿轮13套装在电机6的输出轴上，通过电机6带动齿轮13转动。

[0024] 所述齿轮13与内齿轮圆筒4的一端啮合连接；通过齿轮13的转动带动内齿轮圆筒4

转动。

[0025] 所述齿轮13和内齿轮圆筒4呈偏心布置。

[0026] 所述L型板9的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5上，另一端焊接在中心轴10上，中心轴10 

设置在内齿轮圆筒4内，且中心轴10的自由端穿过驱动头3通过螺钉12与摄像头安装架2  连

接。

[0027] 所述驱动头3与内齿轮圆筒4之间通过螺栓连接在一起，内齿轮圆筒4与中心轴10

之间 设置有双向止推轴承11，双向止推轴承11套装在中心轴10上。

[0028] 所述双向止推轴承11的外圈与内齿轮圆筒4套在一起，内圈套在中心轴上，可实现

中心轴不转的情况  下，内齿轮圆筒以中心轴为中心，在电机的驱动下转动。轴承作用就是

让内齿轮圆筒与中心轴同轴心稳定 转动。

[0029] 所述中心轴10上开设有中心孔，用于容纳摄像头驱动及信号传输线缆。

[0030] 如图3所示，驱动头3包括驱动体301，所述驱动体301为三棱柱结构，同时，驱动体

301 的周向开设有环形槽，环形槽内安装有三个轮架302，其中三个轮架302分别安装在驱

动体301 的三个顶角处；同时，每两个相邻的轮架302之间通过第一弹簧303连接。

[0031] 轮架302上安装有轮子304，轮子304轴线与驱动体301轴线呈一定夹角，同时，轮架

302、  驱动体301和轮子304之间通过长轴305连接；轮架302能够在驱动体301内自由移动；

长轮  轴305与轮子304间隙配合，保证轮子304自由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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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驱动体301的一端面开设有圆孔，用于安装摄像头安装架2；驱动体301的另一端面

焊接  有轴承端盖306，所述轴承端盖306的一端安装在内齿轮圆筒4内，且用于压紧双向止

推轴承  11，防止双向止推轴承11沿轴向方向移动。

[0033] 如图4所示，保持架7包括保持体701，保持体701的侧壁上沿其圆周方向均布有三

个轮 足702，轮足702的一端伸入保持体701内通过第二弹簧703与焊接在保持体701中心内

部的  止推桩704连接，其中，第二弹簧703的一端安装在轮足702内，另一端焊接在止推桩

704 上。

[0034] 轮足702的另一端设置有轮轴705，轮轴705上安装有轮子706，轮子706和轮轴705

间 隙配合，保证轮子706自由转动，轮轴705和轮足702过盈配合，保证轮轴705不松动。

[0035] 机架5上设置有两根连接杆，保持体701与两根连接杆连接。

[0036] 工作流程：

[0037] 本发明管道机器人操作人员将机器人放在管道内，操作管道机器人控制平台将控

制信号通  过控制电缆传输给电机6，电机6输出轴带动齿轮13转动，通过齿轮啮合带动内齿

轮圆筒4  转动，进而带动通过螺栓与内齿轮圆筒4连接的驱动头3转动；驱动头3中的轮子

304在弹簧  303的作用下，压紧在管道壁上，且轮子304的轴线与驱动体301轴线之间呈一定

夹角，因此，  驱动头3转动时，轮子304在管道壁上的运动轨迹为螺旋线型，从而实现管道机

器人沿管道轴  线方向的行进。此时，保持架7、机架5、L形板9、中心轴10及摄像头安装架2固

接为一体，  成为管道机器人的总骨架。保持架4中的轮子406在第二弹簧403的作用下压紧

在管道壁上，  可以保证管道机器人与管道同轴心。摄像头1的控制及信号传输由控制平台

通过摄像头驱动及  信号传输线缆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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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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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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