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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

形机器人机构及运动控制方法。本发明在结构上

包含：模块单元、连接各模块单元的十字万向节

单元，本发明的模块单元包括正方体支架以及设

于正方体支架内部的陀螺转子机构和全向轮驱

动单元。陀螺转子机构包括球形支架和设于球形

支架内部的陀螺转子；全向轮驱动单元包括围绕

球形支架布置并驱动球形支架万向转动的六个

全向轮驱动组件，各全向轮驱动组件包括由全向

轮电机驱动的单排全向轮和绝对式编码器，两两

相对的单排全向轮为一组，三组单排全向轮分别

处于正交于球形支架中心的三个相互垂直的平

面上。本发明通过各模块单元产生的全向陀螺力

矩使各模块单元产生航向、俯仰运动，进而实现

蛇形机器人的各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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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包括多节模块单元(2)，各节模块单元(2)上

安装有起支撑作用的小轮(6)，相邻节的模块单元(2)之间通过十字万向节单元(1)连接，其

特征在于：各节模块单元(2)包括正方体支架(7)以及设于正方体支架(7)内部的陀螺转子

机构和全向轮驱动单元，所述陀螺转子机构包括球形支架(12)和设于球形支架(12)内部的

陀螺转子(13)，所述陀螺转子(13)由自带有增量式编码器的转子电机(16)驱动并进行高速

旋转；所述全向轮驱动单元包括围绕球形支架(12)布置并驱动球形支架(12)万向转动的六

个全向轮驱动组件，所述小轮(6)通过小轮轴(8)安装在正方体支架(7)的顶部与底部，所述

十字万向节单元(1)由十字轴(4)、十字轴承(5)以及一对直接安装在正方体支架(7)上的万

向节叉(3)组成，所示十字轴(4)与一对万向节叉(3)形成两个轴线相互垂直的旋转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全向

轮驱动组件主要包括由全向轮电机(15)驱动的单排全向轮(11)和检测单排全向轮(11)转

动角度的绝对式编码器(9)，两两相对的单排全向轮(11)为一组，三组全向轮(11)分别处于

正交于球形支架(12)中心的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上。

3.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了如权利要求1～2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其运动控制方案为：

①、初始时刻，通过绝对式编码器(9)可检测出对应单排全向轮(11)的位置；

②、当驱动模块单元(2)内部的全向轮驱动单元运动时，通过绝对式编码器(9)可检测

出对应单排全向轮(11)的转角，由于单排全向轮(11)与球形支架(12)之间的运动为纯滚

动，进而求出球形支架(12)的姿态矩阵；

③、当蛇形机器人模块单元(2)需要进行航向、俯仰运动时，基于陀螺力矩的计算方法

以及球形支架(12)的姿态矩阵，通过事先设计的轨迹控制器计算出各全向轮(11)驱动力矩

和陀螺转子(13)驱动力矩，蛇形机器人的六个全向轮(11)和陀螺转子(13)将按照控制器计

算出的力矩进行驱动；

④、基于陀螺的进动效应，当陀螺转子(13)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力矩时，陀螺转子(13)

会产生对球形支架(12)的陀螺力矩；由于球形支架(12)与全向轮(11)存在滚动约束，同时

全向轮(11)安装在全向轮支架(10)上，全向轮支架(10)安装在正方体支架(7)上，经过一系

列力的相互作用，陀螺转子(13)会产生实现各模块单元(2)航向以及俯仰运动的全向陀螺

力矩；

⑤、通过各模块单元(2)航向、俯仰运动的合成，可以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转弯、直线以及

越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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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及运动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蛇形机器人，具体为一种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及

运动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蛇形机器人是一种常见的机器人机构，其具有转向灵活、地面适应能力强等特点，

可以用在医疗、军事、航空航天等领域当中。

[0003] 蛇形机器人的结构设计主要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现有的蛇形机器人在结构上

的主要特点有：连接蛇形机器人模块的关节转动功能以及与外界环境接触的蛇形机器人模

块支撑功能。

[0004] 常见的蛇形机器人按其关节结构特点可分为单自由度转动关节、双自由度转动关

节、三自由度转动关节。其中，单自由度转动关节主要用于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航向运动，双

自由度转动关节主要用于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航向和俯仰运动，三自由度转动关节不但可以

实现机器人的航向和俯仰运动，还能够绕机器人模块的轴线方向进行转动，进而实现机器

人的横滚运动，但三自由度转动关节对电机的输出力矩要求较高，其产生的功耗较大，同时

该结构产生的机器人尺寸也较大。

[0005] 模块支撑组件按其是否存在驱动可分为主动支撑组件和被动支撑组件，主动支撑

组件不仅对模块产生支撑约束作用，还能对模块直接进行驱动，以提高机器人的工作效率，

被动支撑组件主要是对机器人各模块进行支撑。

[0006] 现有蛇形机器人的驱动方式主要是对关节直接进行驱动，从而控制蛇形机器人的

运动姿态，少有对模块进行直接驱动，同时将各模块之间的关节作为被动机构，进而控制蛇

形机器人的运动姿态。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基于陀螺的进动效应提出了一种基于陀螺进动效应

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及运动控制方法。

[0008] 能够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其技术方案包括

多节模块单元以及连接各模块单元的十字万向节单元，所不同的是所述模块单元主要包括

正方体支架、起支撑作用的小轮以及设于正方体支架内部的陀螺转子机构和全向轮驱动单

元。

[0009] 所述陀螺转子机构包括球形支架和设于球形支架内部的陀螺转子，所述陀螺转子

由自带有增量式编码器的转子电机驱动并进行高速旋转；所述全向轮驱动单元包括围绕球

形支架布置并驱动球形支架万向转动的六个全向轮驱动组件，所述全向轮驱动组件主要是

对陀螺转子机构起支撑及驱动的作用，各全向轮驱动组件主要包括由全向轮电机驱动的单

排全向轮以及检测单排全向轮转动角度的绝对式编码器，两两相对的单排全向轮为一组，

三组单排全向轮分别处于正交于球形支架中心的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上，所述全向轮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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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有能够实时检测对应全向轮速度的增量式编码器；基于陀螺的进动效应，所述陀螺转

子机构和全向轮驱动单元能够产生全向陀螺力矩。

[0010] 所述十字万向节单元主要由十字轴和一对直接安装在正方体支架上的万向节叉

组成，所述十字轴与一对万向节叉形成两个轴线相互垂直的旋转副。

[0011] 采用上述蛇形机器人机构的运动控制方案为：

[0012] 1、初始时刻，通过安装在全向轮支架上的绝对式编码器可检测出对应单排全向轮

的位置。

[0013] 2、当驱动安装在模块单元内部的全向轮驱动单元运动时，通过安装在全向轮支架

上的绝对式编码器可检测出对应单排全向轮的转角，由于单排全向轮与球形支架之间的运

动为纯滚动，进而求出球形支架的姿态矩阵。

[0014] 3、当蛇形机器人模块单元需要进行航向、俯仰运动时，基于陀螺力矩的计算方法

以及球形支架的姿态矩阵，通过事先设计的轨迹控制器计算出各全向轮驱动力矩和陀螺转

子驱动力矩，蛇形机器人的六个全向轮和陀螺转子将按照控制器计算出的力矩进行驱动。

[0015] 4、基于陀螺的进动效应，当陀螺转子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力矩时，陀螺转子会产

生对球形支架的陀螺力矩；由于球形支架与全向轮存在滚动约束，同时全向轮安装在全向

轮支架上，全向轮支架安装在正方体支架上，经过一系列力的相互作用，陀螺转子会产生实

现各模块单元航向以及俯仰运动的全向陀螺力矩。

[0016] 5、通过各模块单元航向、俯仰运动的合成，可以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转弯、直线以及

越障等运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结构中，蛇形机器人正方体支架、全向轮驱动组件、陀螺转子机构均采用

对称分布，这种对称分布的方式能够降低附加不平衡力矩的产生。

[0019] 2、本发明结构中，在陀螺转子的两端都安装自带有增量式编码器的转子电机，而

实际工作过程中仅需一个转子电机就能实现陀螺转子的自转运动，这样可以提升陀螺转子

机构的性能。

[0020] 3、本发明结构中，当陀螺转子发生自转时，驱动安装在正方体支架内部的一组三

个旋转轴线两两垂直的全向轮驱动组件，可以实现蛇形机器人模块单元的航向以及俯仰运

动，进一步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转弯、直线以及越障等运动，而实际安装有两组三个旋转轴线

两两垂直的全向轮驱动组件，这样就能达到冗余备份的效果，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0021] 4、本发明结构中，蛇形机器人工作过程中，驱动陀螺转子以及全向轮驱动单元进

行运动，可以产生提高蛇形机器人防侧翻能力的侧向陀螺力矩，进而提高蛇形机器人机构

的稳定性。

[0022] 5、本发明结构中，在模块单元的底部以及顶部安装有小轮，实际工作过程中，不管

是顶部小轮或底部小轮支撑模块单元都可以实现蛇形机器人的各种运动轨迹。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实施方式中十字万向节单元组装结构图。

[0025] 图3为图1实施方式中模块单元的组装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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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4(a)为图1实施方式中模块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b)为图4(a)中的A-A剖视图。

[0028] 图5为图3模块单元中全向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十字万向节单元；2-模块单元；3-万向节叉；4-十字轴；5-十字轴承；6-小

轮；7-正方体支架；8-小轮轴；9-绝对式编码器；10-全向轮支架；11-全向轮；12-球形支架；

13-陀螺转子；14-转子轴承；15-全向轮电机；16-转子电机；17-转接板；18-大节轮；19-轴

套；20-小节轮；21-全向轮底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31] 本发明基于陀螺进动效应的蛇形机器人机构包括多节模块单元2以及连接各模块

单元2的十字万向节单元1，如图1所示。

[0032] 所述模块单元2包括正方体支架7、小轮6以及安装于正方体支架7内部的陀螺转子

机构、全向轮驱动单元；所述小轮6通过小轮轴8安装在正方体支架7的顶部与底部，主要是

对模块单元2起支撑作用，所述陀螺转子机构包括球形支架12和设于球形支架12内部的陀

螺转子13，所述陀螺转子13由自带有增量式编码器的转子电机16驱动并进行高速旋转，陀

螺转子13通过转子轴承14安装在球形支架12上，转子电机16通过转接板17安装在球形支架

12上，所述正方体支架7的中心、球形支架12的球心和陀螺转子13的中心同心；所述全向轮

驱动单元包括围绕球形支架12布置并驱动球形支架12万向转动的六个全向轮驱动组件，所

述全向轮驱动组件主要由单排全向轮11、全向轮支架10、绝对式编码器9以及自带有增量式

编码器的全向轮电机15所组成，各单排全向轮11通过对应全向轮支架10安装且各支架上安

装有检测对应单排全向轮11转动角度的绝对式编码器9，两两相对的单排全向轮11为一组，

三组单排全向轮11分别处于正交于球形支架12中心的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上，全向轮电机

15直接安装在全向轮支架10上，所述单排全向轮11主要由全向轮底板21、大节轮18、小节轮

20、轴套19所组成，大节轮18、小节轮20交错圆周均布分布，如图3、图4(a)、图4(b)、图5所

示。

[0033] 所述十字万向节单元1主要由十字轴4、十字轴承5以及一对直接安装在正方体支

架7上的万向节叉3组成，所述十字轴4与一对万向节叉3形成两个轴线相互垂直的旋转副，

如图2所示。

[0034] 采用上述蛇形机器人机构的运动控制方案为：

[0035] 1、初始时刻，通过安装在全向轮支架10上的绝对式编码器9可检测出对应单排全

向轮11的位置。

[0036] 2、当驱动安装在模块单元2内部的全向轮驱动单元运动时，通过安装在全向轮支

架10上的绝对式编码器9可检测出对应单排全向轮11的转角，由于单排全向轮11与球形支

架12之间的运动为纯滚动，进而求出球形支架12的姿态矩阵。

[0037] 3、当蛇形机器人模块单元2需要进行航向、俯仰运动时，基于陀螺力矩的计算方法

以及球形支架12的姿态矩阵，通过事先设计的轨迹控制器计算出各全向轮11驱动力矩和陀

螺转子13驱动力拒，蛇形机器人的六个全向轮11和陀螺转子13将按照控制器计算出的力矩

进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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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4、基于陀螺的进动效应，当陀螺转子13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力矩时，陀螺转子13

会产生对球形支架12的陀螺力矩；由于球形支架12与全向轮11存在滚动约束，同时全向轮

11安装在全向轮支架10上，全向轮支架10安装在正方体支架7上，经过一系列力的相互作

用，陀螺转子13会产生实现各模块单元2航向以及俯仰运动的全向陀螺力矩。

[0039] 5、通过各模块单元2航向、俯仰运动的合成，可以实现蛇形机器人的转弯、直线以

及越障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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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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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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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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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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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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