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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平台驱动技术领域，尤其

涉及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它

包括电机、液压泵、驱动转轮、驱动转轮腔、驱动

转轴、万向球、驱动球壳、旋转活塞、外框、内框，

其中液压泵泵出的高压液体，进入驱动转轮腔

中，带动驱动转轮转动，驱动转轮又带动驱动转

轴的转动，这样液压泵就把动力通过驱动转轴传

递给车轮，使得车轮运动；外框和内框安装在驱

动球壳上，以及安装在万向球上的旋转活塞，本

发明所述设备通过外框和内框、旋转活塞和内框

的配合使得万向球能在任意角度内转动；使用本

发明所述设备进行驱动时，既可以为车轮提供动

力，又可以完成车轮的转向，还具有减震功能，结

构简单，实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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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驱动机构下支撑、液压

减震器、架体、车轮，其中驱动机构通过驱动机构下支撑安装在架体上，架体上侧安装有液

压减震器，车轮安装在驱动机构上；

上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转轮、驱动球壳、万向球、外框、内框、旋转活塞、转轮凸塞、第一

外框进出口、第一内框进出口、第二外框进出口、第三外框进出口、第二内框进出口、第四外

框进出口、第一内框腔、第一外框腔、第二内框腔、第二外框腔、第一球进出口、第二球进出

口、复位弹簧、方塞、挡环、驱动转轴腔、驱动转轮腔，其中万向球内开有驱动转轴腔和驱动

转轮腔，驱动转轴腔和驱动转轮腔相通，驱动转轮安装在驱动转轮腔中，驱动转轴安装在驱

动转轴腔中，驱动转轴安装在驱动转轮上，车轮安装在驱动转轴上；转轮凸塞安装在驱动转

轮外侧，驱动转轮腔上开有一个槽，两个复位弹簧安装在槽内，方塞安装在槽内，且方塞位

于槽内的一端与复位弹簧一端配合，方塞另一端与驱动转轮外圆面和转轮凸塞外缘面接触

配合；万向球上开有第一球进出口和第二球进出口，第一球进出口和第二球进出口一端开

在万向球外表面，另一端开在驱动转轮腔上；驱动球壳安装在万向球外侧，驱动球壳和万向

球之间具有腔体，该腔体中具有滚珠，挡环安装在驱动球壳边缘端；驱动球壳内球面中间位

置处安装有外框和内框，外框与内框与万向球表面接触，内框滑动安装在外框内部，内框其

中一个框上开有第一内框进出口，另一框上开有第二内框进出口，外框、内框、万向球表面

和驱动球壳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外框腔和第二外框腔；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顶端，且位

于内框内，旋转活塞、内框、万向球表面和驱动球壳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内框腔和第二内框

腔；外框四个角上分别开有第一外框进出口、第二外框进出口、第三外框进出口和第四外框

进出口，且第一内框进出口通过软管从第二外框腔内与第二外框进出口连接；第二内框进

出口通过软管从第一外框腔内与第三外框进出口连接；

上述液压减震器包括减震弹簧、顶盖、液压套、液压柱、液压进出口，其中液压套安装在

液压柱外侧，液压柱安装在架体上；顶盖安装在液压套上侧，减震弹簧安装在架体和顶盖之

间，且安装在液压套外侧；液压柱下侧具有液压进出口；液压进出口通过软管与第三外框进

出口连接，第二外框进出口与大气相通；

上述第一球进出口与第二球进出口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第一外

框进出口与第四外框进出口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其特征在于：上述减

震弹簧为压缩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其特征在于：上述第

一内框腔中安装有弹簧，弹簧一端固定在内框内壁上，另一端安装在与旋转活塞外圆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其特征在于：上述挡

环与万向球之间的间距小于驱动球壳和万向球之间的滚珠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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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平台驱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

驱动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机器人驱动或者汽车车轮驱动领域中，驱动技术主要有气动、热驱动、微电机

驱动、智能材料驱动、能量场驱动和传统的发动机驱动等多种驱动技术，但是仍然存在许多

问题，诸如，能耗大、转向系统不灵活，想要使转向更灵活，就需要更大的投入，那么在不提

高成本的情况下，设计一种转向灵活的机器人平台驱动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3] 本发明设计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解决如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

轮，它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基于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平台驱动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驱动机构下支撑、液

压减震器、架体、车轮，其中驱动机构通过驱动机构下支撑安装在架体上，架体上侧安装有

液压减震器，车轮安装在驱动机构上。

[0006] 上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转轮、驱动球壳、万向球、外框、内框、旋转活塞、转轮凸塞、

第一外框进出口、第一内框进出口、第二外框进出口、第三外框进出口、第二内框进出口、第

四外框进出口、第一内框腔、第一外框腔、第二内框腔、第二外框腔、第一球进出口、第二球

进出口、复位弹簧、方塞、挡环、驱动转轴腔、驱动转轮腔，其中万向球内开有驱动转轴腔和

驱动转轮腔，驱动转轴腔和驱动转轮腔相通，驱动转轮安装在驱动转轮腔中，驱动转轴安装

在驱动转轴腔中，驱动转轴安装在驱动转轮上，车轮安装在驱动转轴上；转轮凸塞安装在驱

动转轮外侧，驱动转轮腔上开有一个槽，两个复位弹簧安装在槽内，方塞安装在槽内，且方

塞位于槽内的一端与复位弹簧一端配合，方塞另一端与驱动转轮外圆面和转轮凸塞外缘面

接触配合；万向球上开有第一球进出口和第二球进出口，第一球进出口和第二球进出口一

端开在万向球外表面，另一端开在驱动转轮腔上；驱动球壳安装在万向球外侧，驱动球壳和

万向球之间具有腔体，该腔体中具有滚珠，挡环安装在驱动球壳边缘端；驱动球壳内球面中

间位置处安装有外框和内框，外框与内框与万向球表面接触，内框滑动安装在外框内部，内

框其中一个框上开有第一内框进出口，另一框上开有第二内框进出口，外框、内框、万向球

表面和驱动球壳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外框腔和第二外框腔；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顶端，

且位于内框内，旋转活塞、内框、万向球表面和驱动球壳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内框腔和第二

内框腔；外框四个角上分别开有第一外框进出口、第二外框进出口、第三外框进出口和第四

外框进出口，且第一内框进出口通过软管从第二外框腔内与第二外框进出口连接；第二内

框进出口通过软管从第一外框腔内与第三外框进出口连接。

[0007] 上述液压减震器包括减震弹簧、顶盖、液压套、液压柱、液压进出口，其中液压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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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液压柱外侧，液压柱安装在架体上；顶盖安装在液压套上侧，减震弹簧安装在架体和顶

盖之间，且安装在液压套外侧；液压柱下侧具有液压进出口；液压进出口通过软管与第三外

框进出口连接，第二外框进出口与大气相通。

[0008] 第一球进出口与第二球进出口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第一外

框进出口与第四外框进出口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

[0009]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减震弹簧为压缩弹簧。

[0010]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第一内框腔中安装有弹簧，弹簧一端固定在内框

内壁上，另一端安装在与旋转活塞外圆面上。

[0011]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挡环与万向球之间的间距小于驱动球壳和万向球

之间的滚珠直径。

[0012] 相对于传统的机器人平台驱动技术，本发明中万向球内开有驱动转轴腔和驱动转

轮腔，驱动转轴腔和驱动转轮腔相通，驱动转轮安装在驱动转轮腔中，驱动转轴安装在驱动

转轴腔中；转轮凸塞安装在驱动转轮外侧，驱动转轮腔上开有一个槽，两个复位弹簧安装在

槽内，方塞安装在复位弹簧和驱动转轮之间第一球进出口和第二球进出口通过液压软管与

液压泵连接，这样设计的作用是，液压泵通过液压软管把高压液体经第一球进出口泵入驱

动转轮腔，带动驱动转轮转动，当旋转凸塞碰到方塞时，方塞压迫复位弹簧，方塞进入槽中，

使得旋转凸塞能够顺利在方塞处旋转过去。而后复位弹簧使方塞弹出，过程中旋转凸塞与

方塞之间空间发生变化，挤压高压液体从第二球进出口流出，从而实现了驱动转轴的转动；

驱动转轴提供的动力传递到车轮上，使得车轮旋转；驱动球壳下端安装有外框和内框，内框

安装在外框内部，且位于外框中间部位，内框上开有第一内框进出口和第二内框进出口，外

框和内框之间有两个腔，分别是第一外框腔和第二外框腔；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下端，且

位于内框内，并把内框分为第一内框腔和第二内框腔，这样设计的作用是：液压泵通过控制

第一外框进出口和第二外框进出口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在外框内的移动；第一内

框进出口通过软管从第二外框腔内与第二外框进出口连接，第二内框进出口通过软管从第

一外框腔内与第三外框进出口连接。

[0013] 架体上侧安装有液压柱，液压柱外侧安装有液压套，顶盖安装在液压柱和液压套

上侧，液压柱上安装有液压进出口，并与第三外框进出口连接；液压泵通过控制第一外框进

出口和第二外框进出口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在外框内的移动；旋转活塞随内框在

外框内移动，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上，这就使得万向球可以左右摆动，改变车轮的运动方

向；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下端，且位于内框内，并把内框分为第一内框腔和第二内框腔，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车轮滚动时，遇到凸起，车轮会向上运动，而旋转活塞会有一个向下的

运动趋势，使得第二内框腔内高压液体流入液压柱中，弹簧拉伸，减小顶盖向上运动的趋

势，减慢高压液体流动速度，使得旋转活塞向下运动的趋势减小，实现了减震作用。第二外

框进出口与大气相通的目的在于能够使旋转活塞顺利的向下运动，保证第一内框腔的空气

不产生负压，对旋转活塞产生阻力。

[0014] 当使用液压减震器时，动力单元中的电机开始工作，带动液压泵开始工作，液压泵

将高压液体通过液压软管泵入第一球进出口，高压液体通过第一球进出口进入驱动转轮

腔，带动驱动转轮转动，驱动转轮带动驱动转轴转动，驱动转轴带动车轮转动，随着驱动转

轮的转动，转轮凸塞和方塞接触，方塞压迫复位弹簧，方塞进入腔内，使得旋转凸塞能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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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方塞处旋转过去；转轮凸塞转过方塞后，方塞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弹出，过程中旋转凸

塞与方塞之间空间发生变化，挤压高压液体从第二球进出口流出，经液压软管又流回液压

泵。液压泵通过控制第一外框进出口和第二外框进出口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在外

框内的移动，转活塞随内框在外框内移动，旋转活塞安装在万向球上，这就使得万向球可以

左右摆动，驱动转轴随着万向球一起左右摆动，带动车轮转向；车轮继续转动，车轮遇到凸

起时，车轮会向上运动，而旋转活塞会有一个向下的运动趋势，使得第二内框腔内高压液体

流入液压柱中，弹簧拉伸，减小顶盖向上运动的趋势，减慢高压液体流动速度，使得旋转活

塞向下运动的趋势减小，实现了减震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驱动机构透视图。

[0016] 图2是驱动机构剖视图图。

[0017] 图3是驱动球壳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万向球框机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驱动转轮透视图。

[0020] 图6是转轮凸塞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万向球内部腔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驱动转轴连接示意图。

[0023] 图9是液压减震器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是液压减震器连接结构透视图。

[0025] 图11是液压减震器安装示意图。

[0026] 图中标号名称：6、驱动机构，18、挡环，24、驱动转轮，25、驱动球壳，26、万向球，27、

外框，28、内框，29、旋转活塞，30、转轮凸塞，31、第一外框进出口，32、第一内框进出口，33、

第二外框进出口，34、第三外框进出口，35、第二内框进出口，36、第四外框进出口，37、复位

弹簧，38、方塞，39、第一内框腔，40、第一外框腔，41、第二内框腔，42、第二外框腔，43、第一

球进出口，44、第二球进出口，45、驱动转轴腔，46、驱动转轮腔，51、驱动机构下支撑，52、液

压减震器，53、架体，54、减震弹簧，55、顶盖，56、液压套，57、液压柱，58、液压进出口，59、车

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9、10、11所示，它包括驱动机构下支撑51、液压减震器52、架体53、车轮59，其

中驱动机构6通过驱动机构下支撑51安装在架体53上，架体53上侧安装有液压减震器52，车

轮59安装在驱动机构6上。

[0028] 如图1、2所示，上述驱动机构6包括驱动转轮24、驱动球壳25、万向球26、外框27、内

框28、旋转活塞29、转轮凸塞30、第一外框进出口31、第一内框进出口32、第二外框进出口

33、第三外框进出口34、第二内框进出口35、第四外框进出口36、第一内框腔39、第一外框腔

40、第二内框腔41、第二外框腔42、第一球进出口43、第二球进出口44、复位弹簧37、方塞38、

挡环18、驱动转轴腔45、驱动转轮腔46，其中如图7所示，万向球26内开有驱动转轴腔45和驱

动转轮腔46，驱动转轴腔45和驱动转轮腔46相通，驱动转轮24安装在驱动转轮腔46中，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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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安装在驱动转轴腔45中，如图8所示，驱动转轴安装在驱动转轮24上，如图9所示，车轮

59安装在驱动转轴上；如图8所示，转轮凸塞安装在驱动转轮24外侧，如图2、5、6所示，驱动

转轮腔46上开有一个槽，两个复位弹簧37安装在槽内，方塞38安装在槽内，且方塞38位于槽

内的一端与复位弹簧37一端配合，方塞38另一端与驱动转轮24外圆面和转轮凸塞外缘面接

触配合；万向球26上开有第一球进出口43和第二球进出口44，第一球进出口43和第二球进

出口44一端开在万向球26外表面，另一端开在驱动转轮腔46上；如图1、2所示，驱动球壳25

安装在万向球26外侧，驱动球壳25和万向球26之间具有腔体，该腔体中具有滚珠，挡环18安

装在驱动球壳25边缘端；如图3、4所示，驱动球壳25内球面中间位置处安装有外框27和内框

28，外框27与内框28与万向球26表面接触，内框28滑动安装在外框27内部，内框28其中一个

框上开有第一内框进出口32，另一框上开有第二内框进出口35，外框27、内框28、万向球26

表面和驱动球壳25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外框腔40和第二外框腔42；如图1、4所示，旋转活塞

29安装在万向球26顶端，且位于内框28内，旋转活塞29、内框28、万向球26表面和驱动球壳

25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内框腔39和第二内框腔41；外框27四个角上分别开有第一外框进出

口31、第二外框进出口33、第三外框进出口34和第四外框进出口36，且第一内框进出口32通

过软管从第二外框腔42内与第二外框进出口33连接；第二内框进出口35通过软管从第一外

框腔40内与第三外框进出口34连接。

[0029] 如图11所示，上述液压减震器52包括减震弹簧54、顶盖55、液压套56、液压柱57、液

压进出口58，其中液压套56安装在液压柱57外侧，液压柱57安装在架体53上；顶盖55安装在

液压套56上侧，减震弹簧54安装在架体53和顶盖55之间，且安装在液压套56外侧；液压柱57

下侧具有液压进出口58；液压进出口58通过软管与第三外框进出口34连接，第二外框进出

口33与大气相通。

[0030] 第一球进出口43与第二球进出口44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第

一外框进出口31与第四外框进出口36组成一组且通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

[0031] 上述减震弹簧54为压缩弹簧。

[0032] 上述第一内框腔39中安装有弹簧，弹簧一端固定在内框28内壁上，另一端安装在

与旋转活塞29外圆面上。

[0033] 上述挡环18与万向球26之间的间距小于驱动球壳25和万向球26之间的滚珠直径。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中万向球26内开有驱动转轴腔45和驱动转轮腔46，驱动转轴腔

45和驱动转轮腔46相通，驱动转轮24安装在驱动转轮腔46中，驱动转轴安装在驱动转轴腔

45中；转轮凸塞安装在驱动转轮24外侧，驱动转轮腔46上开有一个槽，两个复位弹簧37安装

在槽内，方塞38安装在复位弹簧37和驱动转轮24之间第一球进出口43和第二球进出口44通

过液压软管与液压泵连接，这样设计的作用是，液压泵通过液压软管把高压液体经第一球

进出口43泵入驱动转轮腔46，带动驱动转轮24转动，当旋转凸塞碰到方塞38时，方塞38压迫

复位弹簧37，方塞38进入槽中，使得旋转凸塞能够顺利在方塞38处旋转过去。而后复位弹簧

37使方塞38弹出，过程中旋转凸塞与方塞38之间空间发生变化，挤压高压液体从第二球进

出口44流出，从而实现了驱动转轴的转动；驱动转轴提供的动力传递到车轮59上，使得车轮

59旋转；驱动球壳25下端安装有外框27和内框28，内框28安装在外框27内部，且位于外框27

中间部位，内框28上开有第一内框进出口32和第二内框进出口35，外框27和内框28之间有

两个腔，分别是第一外框腔40和第二外框腔42；旋转活塞29安装在万向球26下端，且位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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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8内，并把内框28分为第一内框腔39和第二内框腔41，这样设计的作用是：液压泵通过控

制第一外框进出口31和第二外框进出口33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28在外框27内的移

动；第一内框进出口32通过软管从第二外框腔42内与第二外框进出口33连接，第二内框进

出口35通过软管从第一外框腔40内与第三外框进出口34连接。

[0035] 架体53上侧安装有液压柱57，液压柱57外侧安装有液压套56，顶盖55安装在液压

柱57和液压套56上侧，液压柱57上安装有液压进出口58，并与第三外框进出口34连接；液压

泵通过控制第一外框进出口31和第二外框进出口33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28在外框

27内的移动；旋转活塞29随内框28在外框27内移动，旋转活塞29安装在万向球26上，这就使

得万向球26可以左右摆动，改变车轮59的运动方向；旋转活塞29安装在万向球26下端，且位

于内框28内，并把内框28分为第一内框腔39和第二内框腔41，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车轮59滚

动时，遇到凸起，车轮59会向上运动，而旋转活塞29会有一个向下的运动趋势，使得第二内

框腔41内高压液体流入液压柱57中，弹簧拉伸，减小顶盖55向上运动的趋势，减慢高压液体

流动速度，使得旋转活塞29向下运动的趋势减小，实现了减震作用。第二外框进出口33与大

气相通的目的在于能够使旋转活塞29顺利的向下运动，保证第一内框腔39的空气不产生负

压，对旋转活塞29产生阻力。

[0036] 当使用液压减震器52时，动力单元中的电机开始工作，带动液压泵开始工作，液压

泵将高压液体通过液压软管泵入第一球进出口43，高压液体通过第一球进出口43进入驱动

转轮腔46，带动驱动转轮24转动，驱动转轮24带动驱动转轴转动，驱动转轴带动车轮59转

动，随着驱动转轮24的转动，转轮凸塞30和方塞38接触，方塞38压迫复位弹簧37，方塞38进

入腔内，使得旋转凸塞能够顺利在方塞38处旋转过去；转轮凸塞30转过方塞38后，方塞38在

复位弹簧37的作用下弹出，过程中旋转凸塞与方塞38之间空间发生变化，挤压高压液体从

第二球进出口44流出，经液压软管又流回液压泵。液压泵通过控制第一外框进出口31和第

二外框进出口33内高压液体的进出，控制内框28在外框27内的移动，转活塞随内框28在外

框27内移动，旋转活塞29安装在万向球26上，这就使得万向球26可以左右摆动，驱动转轴随

着万向球26一起左右摆动，带动车轮59转向；车轮59继续转动，车轮59遇到凸起时，车轮59

会向上运动，而旋转活塞29会有一个向下的运动趋势，使得第二内框腔41内高压液体流入

液压柱57中，弹簧拉伸，减小顶盖55向上运动的趋势，减慢高压液体流动速度，使得旋转活

塞29向下运动的趋势减小，实现了减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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