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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
反馈装置，
包括底座、安装架、平面四连杆、平行
四边形连杆、动平台和三维力传感器；
三维力传
感器固定在动平台中心位置；
动平台的三条边通
过螺母分别和三组平行四边形一端连杆固连；
平
行四边形另一端连杆通过螺母与平面四连杆机
构的摇杆固连；
平面四连杆机构摇杆通过转动轴
承连接于安装架，
曲柄转轴固定于电机转轴；
配
有编码器的电机固定于安装架；
安装架固定于底
座；
本发明采用并联拓扑结构，
可用于医疗训练
模拟，
实现力反馈模拟训练，
结构紧凑，
增大了机
构刚度，
减小了机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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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包括底座(1)和动平台(13) ，
其特征在于：
在底座(1)和动平台(13)之间有三条结构相同的支链，
所述支链包括自底座(1)至动平台
(13)依次相连下的安装架(2) ，
电机(3) ，
曲柄(5) ，
连杆(8) ，
摇杆(7) ，
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一
短杆(9)、平行四边形机构长杆(11)和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二短杆(12) ；
其中所述安装架(2)
与底座(1)连接，
所述电机(3)与安装架(2)连接；
所述曲柄(5)压紧于电机轴上，
实现四连杆
机构的驱动输入；
所述连杆(8)由中间的金属杆和两端的关节轴承(10)构成，
其两端分别经
连接轴(15)连接固定于所述摇杆(7)和所述曲柄(5)上，
所述曲柄(5)与所述连杆(8)和所述
摇杆(7)与所述连杆(8)两处的转动副由所述关节轴承(10)提供；
转轴(6)穿过所述摇杆(7)
一侧连接孔经轴承与所述安装架(2)连接；
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第一短杆(9)穿过所述
摇杆(7)另一端连接孔固定，
所述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二短杆(12)穿过所述动平台(13)上的
连接孔固定，
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第一短杆(9)、
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第二短杆(12)与
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长杆(11)通过所述关节轴承(10)一起构成一组平行四边形机构，
通过三组平行四边形机构来实现末端平台的三维平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座
(1)为弯板形式，
水平放置面开有安装固定用长方形安装槽(16)。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平台
(13)上安装有三维力传感器(14)。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
(3)为直流伺服电机，
其尾部输出轴上安装有增量式编码器(4)。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安装
架(2)上安装在限位螺钉(17)，
以限制所述摇杆(7)的运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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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力反馈装置，
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是当前科研领域的前沿技术，
虚拟现实过程中的力
觉临场感是体现虚拟现实交互性的重要部分，
较好的力觉临场感使得操作过程更真实可
靠。而力觉交互设备是设计人员与虚拟环境进行力觉交互的接口，
是虚拟现实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虚拟现实方式在医疗上应用广泛，
如牙科医生实习培训，
可以采用虚拟环境仿
真，
通过操作力反馈手与仿真环境进行交互学习。
[0003] 国内外有不少科研人 员从事于力反馈设备的开发 ，
瑞士force dimension的
omerga3力反馈设备，
其设计的是一种三自由度并联力反馈机构，
具有三维方向运动自由
度，
且能够实现三维方向的力反馈，
但是该机构的重力补偿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实现，
补偿效
果不理想，
且由于使用材料的特殊性导致设备价格昂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技术解决问题：
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
反馈装置，
采用并联拓扑结构，
结构紧凑，
机构刚度好，
质量轻，
可以为医疗训练模拟仿真提
供力觉交互。
[0005] 本发明技术解决方案：
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包括底座和动平
台，
在底座和动平台之间有三条结构相同的支链，
所述支链包括自底座至动平台依次相连
下的安装架，
电机，
曲柄，
连杆，
摇杆，
平行四边形机构短杆以及平行四边形机构长杆；
其中
所述安装架与底座通过螺钉连接，
所述电机通过螺钉与安装架连接；
所述曲柄通过螺钉压
紧于电机轴上，
实现四连杆机构的驱动输入；
所述连杆由中间的金属杆和两端的关节轴承
构成，
其两端分别经螺纹连接轴连接固定于所述摇杆螺纹孔和所述曲柄螺纹孔上，
两处的
转动副由所述关节轴承提供；
转轴穿过所述摇杆一侧连接孔经轴承与所述安装架连接；
所
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一端短杆穿过所述摇杆另一端连接孔，
并用螺母固定，
所述平行四
边形机构另一端短杆穿过所述动平台上的连接孔并用螺母固定，
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
短杆与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长杆通过所述关节轴承一同构成一组平行四边形机构，
通
过三组平行四边形机构来实现末端平台的三维平动；
所述底座为弯板形式，
水平放置面开
有安装固定用长方形安装槽；
三维力传感器通过螺钉固定于所述动平台中心上；
所述电机
为直流伺服电机，
其尾部输出轴上安装有增量式编码器，
限位螺钉安装固定在安装架上。
[000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为并联力反馈机构，
三个带有编码
器的电机可以采集到曲柄的角度信息，
进而能够解算出操作平台的位置，
将该位置信息发
送到控制器，
从而实现控制虚拟环境中工具移动。
电机工作在力矩模式下，
操作平台以及各
个杆件处于重力补偿和摩擦力补偿状态，
末端三维力传感器可以优化补偿效果，
可以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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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台自主处于“悬停”状态，
也可以反馈虚拟环境中的交互力。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轴侧图；
[0008] 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左视图。
[0009] 附图标记：
1-底座，
2-安装架，
3-电机，
4-编码器，
5-曲柄，
6-转轴，
7-摇杆，
8-连杆，
9-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一短杆，
10-关节轴承，
11-平行四边形机构长杆，
12-平行四边形机构
第二短杆，
13-动平台，
14-三维力传感器，
15-连接轴 ,16-安装槽，
17-限位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本发明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其结构包括底座、
安装架、
平面四
连杆、平行四边形连杆、动平台和三维力传感器；
三维力传感器固定在动平台中心位置；
动
平台的三条边通过螺母分别和三组平行四边形一端连杆固连；
平行四边形另一端连杆通过
螺母与平面四连杆机构的摇杆固连；
平面四连杆机构摇杆通过转动轴承连接于安装架，
曲
柄转轴固定于电机转轴；
配有编码器的电机固定于安装架；
安装架固定于底座；
本发明采用
并联拓扑结构，
可用于医疗训练模拟，
实现力反馈模拟训练，
结构紧凑，
增大了机构刚度，
减
小了机构质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例仅对本发明进行解释说明，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0012] 如图1和图2所示，
本发明一种医疗模拟用三平动并联力反馈装置，
包括：
底座1和
动平台13，
底座1和动平台13之间的三条结构相同的支链构成了本发明的基本框架，
所述支
链包括：
自底座1至动平台13依次相连下的安装架2，
电机3，
曲柄5，
连杆8，
摇杆7，
平行四边
形机构一端短杆，
第一短杆9、平行四边形机构长杆11以及平行四边形机构另一端短杆，
即
第二短杆12。
[0013] 其中所述底座1为弯板形式，
水平放置面开有安装固定用长方形的安装槽16；
安装
架2与底座1通过定位销定位，
通过螺钉连接；
所述电机3通过螺钉与安装架2连接固定。
[0014] 所述曲柄5通过螺钉压紧于电机轴上，
使得所述曲柄5转轴与所述电机轴同轴，
实
现四连杆机构曲柄的驱动输入；
所述连杆8由中间的金属杆和两端的所述关节轴承10构成，
所述连杆8的两端分别经所述连接轴15连接固定于所述摇杆7螺纹孔和所述曲柄5螺纹孔
上，
所述曲柄5与所述连杆8和所述摇杆7与所述连杆8两处的转动副由所述关节轴承10提
供，
通过关节轴承10实现转动副，
提供由于制造和装配误差需要的补偿；
通过转轴6穿过所
述摇杆7的一端连接孔经轴承与所述安装架2连接，
以实现所述摇杆的定轴转动。
[0015] 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第一短杆9穿过摇杆7另一端连接孔并用螺母固定，
所述
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二短杆12穿过所述动平台13上的连接孔，
并用螺母固定；
所述平行四边
形连杆机构第一短杆9、第二短杆12与所述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长杆11通过所述关节轴承
10一起构成一组平行四边形机构，
通过三组相同的平行四边形机构来约束末端平台13，
使
得末端平台能够实现三维平动。
[0016] 在所述动平台13中心上固定有三维力传感器14，
能够采集到手操作力，
以优化重
力和摩擦力补偿效果；
所述电机3为直流伺服电机，
其尾部输出轴上安装有编码器4，
编码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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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增量式编码器。
[0017] 限位螺钉17安装固定在安装架2上，
能实现对四连杆机构运动范围的限制。
[0018] 平行四边形机构第一短杆9、
第二短杆12和所述平行四边形机构长杆11之间的连
接可以采用球铰链和虎克铰形式代替。
[0019] 尽管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了描述，
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
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
并不是限制性的，
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
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
还可
以做出很多形式，
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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