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44093.5

(22)申请日 2016.09.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6673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30

(73)专利权人 苏州哈工易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展业

路8号中新科技工业坊3栋

(72)发明人 邰文涛　芮鹏　杨雪峰　霰学会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睿昊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77

代理人 伍见

(51)Int.Cl.

B25J 9/00(2006.01)

B25J 9/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048180 U,2017.03.29,

CN 1307956 A,2001.08.15,

CN 205005151 U,2016.01.27,

CN 105114444 A,2015.12.02,

CN 104265831 A,2015.01.07,

CN 104162890 A,2014.11.26,

JP 2016-83705 A,2016.05.19,

何凯杰.“施釉机器人结构分析与优化设

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信息

科技辑》.2016,(第3期),

审查员 严冬明

 

(54)发明名称

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

器人，包括基座、固定在基座上的旋转座、与旋转

座连接的多关节臂，多关节臂与旋转座的连接关

节、以及多关节臂自身的各关节处均通过旋转关

节轴转动连接，每个旋转关节轴上均设有用于抵

消扭矩、实现悬停的配重平衡机构，配重平衡机

构包括配重杆和重量能够调节的配重块，配重杆

的一端支于配重块上，其另一端与所述旋转关节

轴转动连接。本发明的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

教机器人，采用配重平衡的方式抵消扭矩的不平

衡，让示教操作更轻便，同时可以调节的配重平

衡使得其能够实现悬停，相较于传统的示教机器

人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阻尼机构通过调节

旋转摩擦力的方式来补偿扭矩差值，使得悬停更

可靠，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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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包括基座、固定在基座上的旋转座、与所述旋转

座连接的多关节臂，多关节臂与旋转座的连接关节、以及多关节臂自身的各关节处均通过

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均设有用于抵消扭矩、实现悬停

的配重平衡机构，

-所述配重平衡机构，其包括配重杆和重量能够调节的配重块，所述配重杆的一端支于

配重块上，其另一端与所述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杆和与之对应的关节臂两者分别设置在当前配重平衡机构

所在的旋转关节轴两侧；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块与其后端的所有关节臂、配重块形成的重量整体在当前配

重平衡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处平衡；

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还固定有用于补偿扭矩差值的阻尼机构；所述阻尼机构包括摩

擦底座、摩擦调节底座和摩擦片，所述摩擦底座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上，所述摩擦调节底座固

定在基座上，与所述旋转关节轴产生相对运动，所述摩擦底座和摩擦调节底座两者相对设

置的面上均设有所述摩擦片，通过一调节螺栓调节两个摩擦片之间的相互摩擦力；

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均固定有用于记录旋转关节轴位姿数据的编码器，所述编码器

与控制系统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当前配重平

衡机构的配重杆和与之对应的关节臂两者分别设置在当前配重平衡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

轴两侧成180度直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重块

包括配重块本体和与之连接的调节块，所述配重块本体和调节块两者通过紧固件能够拆卸

的固定在所述配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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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示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文件CN104162890A公开了一种基于电机助力的手把手示教机器人及其

控制方法，此示教机器人包括底座、多关节臂、多关节臂自身的各关节连接轴、编码器、电

机、操控感知机构、气缸平衡机构等。其原理是按多关节臂所处的位姿，助力运算系统通过

插值法得到各关节轴在正方向或反方向恰好处于静止的临界平衡力矩值，并根据操作者在

操控感知机构上触发的信号缺点关节轴转动方向，由电机向关节提供助力力矩，使多关节

臂易于被操作者拖动进行示教。

[0003] 此专利文件CN104162890A感知机构中的微小触点不能确保精确的反馈，可能出现

信号采集不及时导致的滞后，且其成本较高，不能实现悬停。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采用配

重平衡的方式抵消扭矩的不平衡，让示教操作更轻便，同时可以调节的配重平衡使得其能

够实现可靠的悬停，相较于传统的示教机器人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包

括基座、固定在基座上的旋转座、与所述旋转座连接的多关节臂，多关节臂与旋转座的连接

关节、以及多关节臂自身的各关节处均通过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旋

转关节轴上均设有用于抵消扭矩、实现悬停的配重平衡机构，

[0006] -所述配重平衡机构，其包括配重杆和重量能够调节的配重块，所述配重杆的一端

支于配重块上，其另一端与所述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

[0007]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杆和与之对应的关节臂两者分别设置在当前配重平衡

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两侧；

[0008]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块与其后端的所有关节臂、配重块形成的重量整体在当

前配重平衡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处平衡。

[0009]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还固定有用于补

偿扭矩差值的阻尼机构。

[0010]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杆和与之对应

的关节臂两者分别设置在当前配重平衡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两侧成180度直线。

[0011]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阻尼机构包括摩擦底座、摩擦调节

底座和摩擦片，所述摩擦底座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上，所述摩擦调节底座固定在基座上，与所

述旋转关节轴产生相对运动，所述摩擦底座和摩擦调节底座两者相对设置的面上均设有所

述摩擦片，通过一调节螺栓调节两个摩擦片之间的相互摩擦力。

[0012]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均固定有用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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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旋转关节轴位姿数据的编码器，所述编码器与控制系统电连接。

[0013]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配重块包括配重块本体和与之连接

的调节块，所述配重块本体和调节块两者通过紧固件能够拆卸的固定在所述配重杆。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其一、本发明的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采用配重平衡的方式抵消扭

矩的不平衡，让示教操作更轻便，同时可以调节的配重平衡使得其能够实现悬停，相较于传

统的示教机器人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

[0016] 其二、阻尼机构通过调节旋转摩擦力的方式来补偿扭矩差值，使得悬停更可靠，并

保持。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技术描述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配重平衡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阻尼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基座，2-旋转座，3-配重平衡机构一，4-配重杆一，5-旋转关节轴一，6-阻

尼机构一，7-编码器一，8-J2关节臂，9-旋转关节轴二，10-阻尼机构二，11-编码器二，12-配

重平衡机构二，13-J4旋转轴，14-J3关节臂，15-J4关节臂，16-配重平衡机构三，17-旋转关

节轴三，18-阻尼机构三，19-编码器三，20-J5关节臂，21-J6关节臂，22-J1关节臂；

[0022] a-摩擦底座，b-摩擦调节底座，c-摩擦片，d-调节螺栓；

[0023] e-配重杆，h-配重块，h1-配重块本体，h2-调节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公开了一种手把手拖动可悬停示教机器人，可视为一种向

工业机器人教授有关工作位置数据的教学装置，特别是针对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用于与

其具有1:1结构尺寸的机器人工作位置的数据采集，通过优化结构设计使得末端触点能够

很容易的到达任意一个工作位置，并通过安装在关节处的编码器记录位置，其具体结构如

下：

[0027] 包括基座1、固定在基座1上的旋转座2、与所述旋转座2连接的多关节臂，多关节臂

与旋转座2的连接关节、以及多关节臂自身的各关节处均通过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每个所

述旋转关节轴上均固定有用于记录旋转关节轴位姿数据的编码器，所述编码器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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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每个所述旋转关节轴上均设有用于抵消扭矩、实现悬停的配重平衡机构，每个所述

旋转关节轴上还固定有用于补偿扭矩差值的阻尼机构；

[0028] 所述配重平衡机构包括配重杆e和重量能够调节的配重块h，所述配重杆e的一端

支于配重块h上，其另一端与所述旋转关节轴转动连接；

[0029]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杆和与之对应的关节臂两者分别设置在当前配重平衡

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两侧；

[0030] 当前配重平衡机构的配重块与其后端的所有关节臂、配重块形成的重量整体在当

前配重平衡机构所在的旋转关节轴处平衡。

[0031] 具体的，如图1所示，针对六自由度的机器人适用时，具有六个关节臂，分别为J1关

节臂22，J2关节臂8、J3关节臂14、J4关节臂15、J5关节臂20、J6关节臂21；

[0032] 具有三个配重平衡机构，分别为配重平衡机构一3、配重平衡机构二12、配重平衡

机构三16；

[0033] 具有三个旋转关节轴，分别为旋转关节轴一5、旋转关节轴二9、旋转关节轴三17；

[0034] 具有三个阻尼机构，分别为阻尼机构一6、阻尼机构二10、阻尼机构三18；

[0035] 具有三个编码器，分别为编码器一7、编码器二11、编码器三19；

[0036] 编码器一7和阻尼机构一6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一5上；

[0037] 编码器二11和阻尼机构二10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二9上；

[0038] 编码器三19和阻尼机构三18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三17上。

[0039] 旋转座2固定于基座1上，且可以360°旋转，配重杆平衡机构一3的配重杆一4与J2

关节臂8支于旋转座2的一端，且可以绕旋转关节轴一5旋转，阻尼机构一6与编码器一7固定

在旋转关节轴一5上，且配重杆一4与J2关节臂8分别在旋转座2的两侧，成180度直线，配重

杆一4与J2关节臂8即可绕绕旋转关节轴一5旋转而不与旋转座2、J1关节臂22干涉；

[0040] 配重平衡机构二12与J3关节臂14分别在J2关节臂8的两侧，成180度直线，配重平

衡机构二12与J3关节臂14即可绕旋转关节轴二9旋转而不与J2关节臂8干涉；

[0041] 配重平衡机构三16与J5关节臂20可以绕旋转关节轴三17旋转，配重平衡机构三16

与J5关节臂分别在J4关节臂18的两侧，成180度直线，配重平衡机构三16与J5关节臂即可绕

旋转关节轴三17旋转而不与J4关节臂干涉。

[0042] 配重平衡机构三16与末端的J5关节臂20、J6关节臂21在旋转关节轴三17处平衡；

[0043] 配重平衡机构二12与后端J3关节臂14、J4关节臂15、J5关节臂20、J6关节臂21、配

重平衡机构三16形成的重量整体在旋转关节轴二9处平衡；

[0044] 配重平衡机构一3与后端J2关节臂8、J3关节臂14、J4关节臂15、J5关节臂20、J6关

节臂21、配重平衡机构二12、配重平衡机构三16形成的重量整体在旋转关节轴一5处平衡。

[0045] 如此，本发明完全采用配重平衡的方式来抵消扭矩的不平衡，让示教操作更轻便，

同时可以调节的配重平衡使得其能够实现悬停，相较于传统的示教机器人能够最大程度的

降低成本。

[0046] 阻尼机构通过调节旋转摩擦力的方式来补偿扭矩差值，使得悬停更可靠，并保持。

[0047] 具体的，如图2所示，所述配重块h包括配重块本体h1和与之连接的调节块h2，所述

配重块本体h1和调节块h2两者通过紧固件能够拆卸的固定在所述配重杆e上，可调节重量

的配重块h使得示教机器人整体能够悬停，让示教操作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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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具体的，如图3所示，所述阻尼机构包括摩擦底座a、摩擦调节底座b和摩擦片c，所

述摩擦底座a固定在旋转关节轴上，所述摩擦调节底座b固定在基座上，与所述旋转关节轴

产生相对运动，所述摩擦底座a和摩擦调节底座b两者相对设置的面上均设有所述摩擦片c，

通过一调节螺栓d调节两个摩擦片c之间的相互摩擦力。阻尼机构通过调节旋转摩擦力的方

式来补偿扭矩差值，使得悬停更可靠，并保持。

[0049]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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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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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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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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