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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包

括有定位头、动平台、第一长度调节装置、第二长

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第一长度调节

装置的中部贯穿的铰接在第一转动支架上，前端

与动平台固定连接，第一转动支架的两侧端分别

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一固定轴座，第

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的中部均

贯穿的铰接在第二转动支架上，第二转动支架的

两侧端分别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二

固定轴座，第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

置的前端分别通过第二铰接件和第三铰接件与

第三转动支架铰接相连，第三转动支架铰接在动

平台上。本发明具有大工作空间，能有效减少长

度调节装置数目，降低制造成本，同时保持一定

的刚度、精度和可重构模块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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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包括有定位头(6)和末端与定位头(6)串接

的动平台(5)，还设置有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

(3)，所述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的中部贯穿的铰接在第一转动支架(7)上，前端与所述的动

平台(5)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动支架(7)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

一固定轴座(8)，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的中部均贯穿的铰接

在第二转动支架(9)上，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

接第二固定轴座(1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的

前端分别对应的通过第二铰接件(11)和第三铰接件(12)与第三转动支架(4)铰接相连，所

述第三转动支架(4)铰接在所述动平台(5)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动平台(5)包括有前端与所述的定位头(6)旋转相连、后端与所述的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

相连的平台主体(51)，所述平台主体(51)的上端向上凸出的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第三转动支

架(4)铰接的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所述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上同轴的分别形成

有通孔(521/5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三转动支架(4)包括有第一支架主体(411)，所述第一支架主体(411)前后两端分别沿轴

向一体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5)的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上的通孔(521/531)铰

接连接的第一前端销轴(412)和第一后端销轴(413)，所述第一支架主体(411)的两侧对称

的分别固定设置有一个用于分别通过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和第三铰接件(12)对应连接

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前端的第一U形连接件(414/415)，所述第一

U形连接件(414/415)的两个侧边同轴的分别形成有用于铰接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

件(12)的贯通孔(41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均为能够分别与所述的第一U形连接件(414/415)和第

二长度调节装置(2)或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铰接连接的具有三个转动自由度的球铰链，且

三个转动自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三转动支架(4)包括有第二支架主体(421)和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左右两

侧的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U形连接件(422)，其中，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前后两端分别沿

轴向一体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5)的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上的通孔(521/531)

铰接连接的第二前端销轴(4211)和第二后端销轴(4212)，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的左右

两侧对称的分别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U形连接件(422)铰接连接的铰接孔(4213)，所述

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U形底端的外侧一体形成有用于插入到所述铰接孔(4213)内与所述

的第二支架主体(421)相铰接的插销(4221)，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两个侧边上同轴

的分别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相铰接的轴孔(422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结构相同，均为T形结构，所述T形结构的水平部分(114/

124)的两个端头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两个轴孔(4222)内，所述T形结构

的垂直部分(115/125)的端部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或第三长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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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3)螺纹连接的外螺纹。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366462 A

3



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特别是涉及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

联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ZL104985596  A所公开的一类含多轴转动支架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由定

位头和并联机器人模块组成；并联机器人模块由四个可沿轴向伸长或缩短的长度调节装

置、第一转动支架和第二转动支架组成；其中第二长度调节装置、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第四

长度调节装置一端通过铰链与固定架相连，另一端通过铰链与动平台相连，仅为动平台提

供驱动，不限制动平台自由度；第一长度调节装置为一端通过铰链与固定架相连，另一端与

动平台固连，仅限制动平台的某几个自由度，不为动平台提供驱动。第一、二、三长度调节装

置通过公用的第一转动支架与固定架连接，相对于专利GB2173472(或EP0200369、

US4790718)所公开的带定位头的空间混联机器人而言，可有效减少铰链数目。然而此类机

构中，仅限制动平台自由度的长度调节装置和仅为动平台提供驱动的长度调节装置是分开

的，导致长度调节装置数目过多，结构复杂，增加制造成本和机器人质量，降低了机器人动

特性。

[0003] 专利ZL03144281 .1所公开的一种非对称空间5自由度混联机器人，由定位头和并

联机器人模块组成；并联机器人模块包括固定架、三个长度调节装置以及动平台；第一长度

调节装置一端通过内外两个同心环结构构成的虎克铰链设置在固定架上，另一端与动平台

固接；第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的一端分别通过两个叉形结构构成的铰链对称设置在固定

架一个端面的两侧，另一端与动平台铰链连接。由于其第一长度调节装置既为动平台提供

驱动，又限制了动平台自由度，相对于专利ZL104985596  A公开的机器人，减少了长度调节

装置的数目。然而安装此类机构的固定架结构复杂，体积庞大，加大了机器人模块的加工与

装配难度、制造成本和整机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既具有大工作空间，又能有效减少长度

调节装置数目，降低制造成本，同时保持一定刚度和精度的可重构模块化的含集成铰链的

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包括有定

位头和末端与定位头串接的动平台，还设置有第一长度调节装置、第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

三长度调节装置，所述第一长度调节装置的中部贯穿的铰接在第一转动支架上，前端与所

述的动平台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动支架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

一固定轴座，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的中部均贯穿的铰接在第二转动

支架上，所述第二转动支架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二固定轴座，

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的前端分别对应的通过第二铰接件和第三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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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与第三转动支架铰接相连，所述第三转动支架铰接在所述动平台上。

[0006] 所述的动平台包括有前端与所述的定位头旋转相连、后端与所述的第一长度调节

装置相连的平台主体，所述平台主体的上端向上凸出的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第三转动支架铰

接的前凸耳和后凸耳，所述前凸耳和后凸耳上同轴的分别形成有通孔。

[0007] 所述的第三转动支架包括有第一支架主体，所述第一支架主体前后两端分别沿轴

向一体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的前凸耳和后凸耳上的通孔铰接连接的第一前端销轴

和第一后端销轴，所述第一支架主体的两侧对称的分别固定设置有一个用于分别通过所述

的第二铰接件和第三铰接件对应连接第二长度调节装置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前端的第一U

形连接件，所述第一U形连接件的两个侧边同轴的分别形成有用于铰接第二铰接件或第三

铰接件的贯通孔。

[0008] 所述的第二铰接件或第三铰接件均为能够分别与所述的第一U形连接件和第二长

度调节装置或第三长度调节装置铰接连接的具有三个转动自由度的球铰链，且三个转动自

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

[0009] 所述的第三转动支架包括有第二支架主体和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支架主体左右

两侧的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U形连接件，其中，所述第二支架主体前后两端分别沿轴向一体

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的前凸耳和后凸耳上的通孔铰接连接的第二前端销轴和第二

后端销轴，所述第二支架主体的左右两侧对称的分别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U形连接件

铰接连接的铰接孔，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的U形底端的外侧一体形成有用于插入到所述铰接

孔内与所述的第二支架主体相铰接的插销，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的两个侧边上同轴的分别

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铰接件或第三铰接件相铰接的轴孔。

[0010] 所述的第二铰接件或第三铰接件结构相同，均为T形结构，所述T形结构的水平部

分的两个端头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的两个轴孔内，所述T形结构的垂直部分的端

部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长度调节装置或第三长度调节装置螺纹连接的外螺纹。

[0011] 本发明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既具有大工作空间，又能有效

减少长度调节装置数目，降低制造成本，同时保持一定的刚度、精度和可重构模块化特性。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2] 1、第一长度调节装置不仅限制了动平台的运动自由度，还为动平台提供一个驱

动，与专利ZL104985596  A公开的机器人相比，机构中支链数目减少了1个，有效地减少了构

件数目，降低制造成本。

[0013] 2、本发明所述机器人的第一、二转动支架均可分别通过所述第一、二固定轴座连

接到不同机架上，与专利ZL03144281.1公开的机器人相比，铰链数目最多减少1个，并节省

了固定架的设计，可大幅降低质量，提高制造与装备工艺性。

[0014] 3、本发明所述机器人还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模块，根据需要搭配不同的机架形成面

向不同应用的单机制造单元或多机制造系统。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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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17] 图3a是本发明中第二转动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b是A-A的剖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中第一长度调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中第二长度调节装置或第三长度调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中动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中第三转动支架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中第二铰接件或第三铰接件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中第三转动支架第二实施例中第二支架主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是图9的B-B剖视图；

[0026] 图11是本发明中第三转动支架第二实施例中第二U形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2是本发明中第二铰接件或第三铰接件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

[0029] 1：第一长度调节装置              2：第二长度调节装置

[0030] 3：第三长度调节装置              4：第三转动支架

[0031] 5：动平台                        6：定位头

[0032] 7：第一转动支架                  8：第一固定轴座

[0033] 9：第二转动支架                  10：第二固定轴座

[0034] 11：第二铰接件                   12：第三铰接件

[0035] 51：平台主体                     52：前凸耳

[0036] 53：后凸耳                       521/531：通孔

[0037] 91：第二侧孔                     92：第三侧孔

[0038] 93：第二侧端销轴                 94：第三侧端销轴

[0039] 101：伺服电机                    102：第一推杆

[0040] 103：丝杠                        104：螺母

[0041] 105：内圈                        106：导轨

[0042] 107：滑块                        108：第一连接销轴

[0043] 109：长槽                        112/122：U形主体

[0044] 113/123：连接轴                  111/121：销轴

[0045] 114/124：水平部分                115/125：垂直部分

[0046] 201/301：伺服电机                202/302：第二外管

[0047] 203/303：第二连接销轴            204/304：丝杠

[0048] 205/305：螺母                    206/306：导向键

[0049] 207/307：键槽                    208/308：第二推杆

[0050] 411：第一支架主体                412：第一前端销轴

[0051] 413：第一后端销轴                414/415：第一U形连接件

[0052] 416：贯通孔                      421：第二支架主体

[0053] 422：第二U形连接件               4211：第二前端销轴

[0054] 4212：第二后端销轴               4213：铰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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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4221：插销                      4222：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做出

详细说明。

[0057]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含集成铰链的五自由度混联机器人，包括有定位头

6和末端与定位头6串接的动平台5，还设置有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

三长度调节装置3，所述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的中部贯穿的铰接在第一转动支架7上，前端与

所述的动平台5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动支架7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

接第一固定轴座8，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的中部均贯穿的铰接在

第二转动支架9上，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的两侧端分别各通过一自由度铰链旋转地连接第二

固定轴座10，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的前端分别对应的通过第二铰

接件11和第三铰接件12与第三转动支架4铰接相连，所述第三转动支架4铰接在所述动平台

5上。

[0058] 如图1所示，所述第二铰链11与所述第三铰链12为具有三个转动自由度的球铰链，

且三个转动自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

[0059] 如图2所示，所述第二铰链11与所述第三铰链12均和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共同

组成具有二个转动自由度的铰链，且两个转动自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

[0060] 所述第一固定轴座8和第一转动支架7之间的转动副轴线与所述第一转动支架7和

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之间的转动副轴线垂直相交；所述第二固定轴座10和第二转动支架9之

间的转动副轴线与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和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之间的转动副轴线垂直相交，

所述第二固定轴座10和第二转动支架9之间的转动副轴线与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和第三长

度调节装置3之间的转动副轴线垂直相交；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

与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之间的转动副轴线相互平行，所述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第三长度调

节装置3的运动平面为同一平面。

[0061] 如图3a、图3b所示，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上包含两个轴和两组安装孔，包括与第二

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组成转动副的第二侧孔91和第三侧孔92，以及位于第

二转动支架9两端用于与两个第二固定轴座10组成转动副连接的第二侧端销轴93和第三侧

端销轴94；所述第二侧端销轴93、第三侧端销轴94同轴，轴线为第二纵轴axis1；所述第二侧

孔91、第三侧孔92的轴线分别为第二横轴axis2、第三横轴axis3，两条轴线相互平行，并且

关于第二转动支架9垂直于第二纵轴axis1的对称面对称；所述第二纵轴axis1与第二横轴

axis2、第三横轴axis3均垂直相交。

[0062] 如图4所示，所述的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包括有：伺服电机101、第一推杆102以及套

在所述第一推杆102上的内圈105，所述内圈105的外周面有用于与所述第一转动支架7形成

一转动副连接的第一连接销轴108，所述第一推杆102上沿轴向固定设置有导轨106，所述内

圈105内周面固定有沿所述内圈105轴线方向的滑块107，可与所述导轨106构成移动副，所

述丝杠103一端与固定在所述内圈105内部的螺母104相连，另一端与固定在所述第一推杆

102末端的所述伺服电机101的驱动相连，所述螺母104与所述丝杠103通过螺纹连接构成螺

旋移动副，实现所述第一推杆102相对于所述内圈105前后移动，所述第一推杆102两侧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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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长槽109，可避免所述内圈105移动时与所述第一推杆102发生干涉，所述第一推杆

102另一端与所述动平台5固连。

[0063] 如图5所示，所述的第一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结构相同，均包括：

伺服电机201/301，第二外管202/302和第二推杆208/308，所述第二外管202/302的外周面

有用于与所述第二转动支架9形成转动副连接的第二连接销轴203/303，所述第二推杆208/

308上沿轴向设置有键槽207/307，所述第二外管202/302上设置有能嵌入到所述键槽207/

307内，并与键槽207/307配合，使第二外管202/302和第二推杆208/308组成移动副的导向

键206/306，所述第二推杆208/308插入到所述第二外管202/302内的一端与螺母205/305固

连，另一端对应连接到所述第二铰链11和第三铰链12，所述丝杠204/304一端与所述伺服电

机201/301的驱动连接，另一端与螺母205/305组成螺旋移动副，实现第二推杆208/308与第

二外管202/302之间的相对移动。

[0064] 如图6所示，所述的动平台5包括有前端与所述的定位头6旋转相连、后端与所述的

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相连的平台主体51，所述平台主体51的上端向上凸出的形成有用于与

所述第三转动支架4铰接的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所述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上同轴的分别

形成有通孔521/531。

[0065] 当所述第二铰链11与所述第三铰链12为三转动自由度铰链，且三个转动自由度的

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时，如图7所示，所述的第三转动支架4包括有第一支架主体

411，所述第一支架主体411前后两端分别沿轴向一体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5的前凸

耳52和后凸耳53上的通孔521/531铰接连接的第一前端销轴412和第一后端销轴413，所述

第一支架主体411的两侧对称的分别固定设置有一个用于分别通过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和

第三铰接件12对应连接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和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前端的第一U形连接件

414/415，所述第一U形连接件414/415的两个侧边同轴的分别形成有用于铰接第二铰接件

11或第三铰接件12的贯通孔416。所述第一前端销轴412和第一后端销轴413同轴，轴线为斜

轴axis41，所述贯通孔416的轴线为横轴axis42或横轴axis43且两条轴线相互平行，所述斜

轴axis41与所述横轴axis42和横轴axis43形成的平面具有一定张角。

[0066] 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均为能够分别与所述的第一U形连接件414/

415和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或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铰接连接的具有三个转动自由度的球铰

链，且三个转动自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具体如图8所示，有U形主体112/

122，一体连接在U形主体112/122底端的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或第三长度调节

装置3铰接连接的连接轴113/123，两侧分别铰接连接在所述U形主体112/122内侧的销轴

111/121，所述销轴111/121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的第一U形连接件414/415的贯通孔416

铰接连接。

[0067] 当所述第二铰链11与所述第三铰链12均和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共同组成二转

动自由度铰链，且两个转动自由度的转动轴线不共线但相交于一点时，如图9、图10、图11所

示，所述的第三转动支架4包括有第二支架主体421和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左

右两侧的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U形连接件422，其中，如图9、图10所示，所述第二支架主体

421前后两端分别沿轴向一体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动平台5的前凸耳52和后凸耳53上的通

孔521/531铰接连接的第二前端销轴4211和第二后端销轴4212，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的左

右两侧对称的分别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U形连接件422铰接连接的铰接孔4213，如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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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U形底端的外侧一体形成有用于插入到所述铰接孔4213内

与所述的第二支架主体421相铰接的插销4221，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两个侧边上同轴

的分别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相铰接的轴孔4222。所述第二前

端销轴4211和第二后端销轴4212同轴，轴线为斜轴axis44，所述第二支架主体421两侧的铰

接孔4213同轴，轴线为纵轴axis45，所述斜轴axis44与纵轴axis45垂直相交。

[0068] 如图12所示，所述的第二铰接件11或第三铰接件12结构相同，均为T形结构，所述T

形结构的水平部分114/124的两个端头分别铰接在所述第二U形连接件422的两个轴孔4222

内，所述T形结构的垂直部分115/125的端部形成有用于与所述的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或第

三长度调节装置3螺纹连接的外螺纹。

[0069] 所述的第一长度调节装置1、第二长度调节装置2、第三长度调节装置3还能够采用

液压或气压驱动结构替换伺服电机101/201/301。

[0070] 以上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的描述是示意性的，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的也只

是本发明的实施优选方案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采用其它固定架布局、长度调节装置、铰

链以及定位头等不同的结构方式所做出的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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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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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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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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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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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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