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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

度悬索并联机器人及其移动方法，所述的机器人

包括方形机架，在该方形机架顶面相对的两根横

梁上各安装两个牵引单元，所述的牵引单元包括

绕线滑轮和可以驱动其旋转的电动机；在该方形

机架的四根竖直梁上各安装有一个滑轮单元；在

方形机架内有一悬挂平台，该悬挂平台顶面的四

个顶点各与一根上悬索相连、底面的四个顶点各

与一根下悬索相连。本发明所公开的并联机器

人，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移动时可以始终保持

水平而不会发生倾斜，解决了现有索并联机器人

做业时表面不平稳的难题，在贵重物体搬运、自

动拍摄、天文观测、水下运动稳定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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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方法，使用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器人，所述的机器人包括

方形机架，在该方形机架顶面相对的两根横梁上各安装两个牵引单元，各牵引单元跟机架

顶面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所述的牵引单元包括绕线滑轮和可以驱动其旋转

的电动机；在该方形机架的四根竖直梁上各安装有一个滑轮单元，各滑轮单元跟机架顶面

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所述的滑轮单元包括安装在竖直梁上的底盘，在底盘

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上滑轮、上出线口、下滑轮和下出线口，其中上出线口和下出线口在竖

直方向相互对齐，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与下述悬挂平台竖直梁的长度相等；在方形机架内

有一悬挂平台，该悬挂平台顶面的四个顶点各与一根上悬索相连、底面的四个顶点各与一

根下悬索相连，四根上悬索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上出线口绕过相应的上滑轮，而四根下悬

索则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下出线口绕过相应的下滑轮，而后从同一滑轮单元绕出的上悬索

和下悬索交叉缠绕成一股，该股悬索绕过相邻牵引单元的绕线滑轮后，其末端与配重块相

连接，其特征在于：

通过控制牵引单元电动机的正反转实现绕线滑轮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从而控制与

该牵引单元相连之上悬索和下悬索的同步放出与收回；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一侧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而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另一

侧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来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前后左右的水平移动；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下移，

通过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上移；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一对角线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而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另

一对角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来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水平旋转。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582034 B

2



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器人及其移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位移控制领域，特别涉及该领域中的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

索并联机器人及其移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申请CN102117075A公开了一种悬索牵引摄影摄像机机位的控制方法，包括四

根可调节的牵引索，从而控制摄影机移动。然而，此类机器人因为只有四根单独的牵引索，

导致在实际运用中，摄影机会出现倾斜晃动，不能保持水平。

[0003] 专利申请CN105364911A公开了一种支撑式空间四索超跨度机器人，包括机械支撑

框架、出索机构、运动机构和末端执行器，可以实现机构大范围超跨度的运动。然而，此机构

只有三个自由度，无法实现旋转，并且也不能保持移动时平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

器人及其移动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器人，其改进之处在于：所述的机器人

包括方形机架，在该方形机架顶面相对的两根横梁上各安装两个牵引单元，各牵引单元跟

机架顶面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所述的牵引单元包括绕线滑轮和可以驱动其

旋转的电动机；在该方形机架的四根竖直梁上各安装有一个滑轮单元，各滑轮单元跟机架

顶面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所述的滑轮单元包括安装在竖直梁上的底盘，在

底盘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上滑轮、上出线口、下滑轮和下出线口，其中上出线口和下出线口

在竖直方向相互对齐，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与下述悬挂平台竖直梁的长度相等；在方形机

架内有一悬挂平台，该悬挂平台顶面的四个顶点各与一根上悬索相连、底面的四个顶点各

与一根下悬索相连，四根上悬索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上出线口绕过相应的上滑轮，而四根

下悬索则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下出线口绕过相应的下滑轮，而后从同一滑轮单元绕出的上

悬索和下悬索交叉缠绕成一股，该股悬索绕过相邻牵引单元的绕线滑轮后，其末端与配重

块相连接。

[0007] 进一步的，在方形机架上安装控制牵引单元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盒。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盒安装在方形机架顶面未安装牵引单元的一根横梁上。

[0009] 进一步的，在方形机架上安装为电动机和控制盒供电的电池。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电池安装在方形机架底面的一根横梁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上滑轮和下滑轮的半径相等。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上滑轮和下滑轮的圆心在一条铅垂线上。

[0013] 一种移动方法，使用上述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器人，其改进之处

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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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通过控制牵引单元电动机的正反转实现绕线滑轮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从而控

制与该牵引单元相连之上悬索和下悬索的同步放出与收回；

[0015]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一侧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而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

另一侧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来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前后左右的水平移动；

[0016]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

下移，通过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上

移；

[0017] 通过同步放出与方桶形悬挂平台一对角线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而同步收回与

悬挂平台另一对角面相连的上悬索和下悬索来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的水平旋转。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所公开的机器人，上悬索和下悬索交叉缠绕成一股后末端与配重块相连

接，使上悬索和下悬索始终保持绷直状态；上出线口和下出线口在同一铅垂线上，并且两者

之间的距离与悬挂平台竖直梁的长度相等，使上悬索和下悬索相互平行，在四组平行上悬

索和下悬索的共同拉动下使悬挂平台的竖直梁和方形机架的竖直梁始终保持平行，即悬挂

平台在方形机架内移动时可以始终保持水平而不会发生倾斜，解决了现有索并联机器人做

业时表面不平稳的难题，在贵重物体搬运、自动拍摄、天文观测、水下运动稳定等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景。

[0020] 本发明所公开的移动方法，可以通过同时调整四组上悬索和下悬索的同步放出与

收回，实现悬挂平台在前后，左右，上下和旋转四个自由度的移动，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无法

实现旋转及移动不平稳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所公开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所公开机器人中牵引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所公开机器人中滑轮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5] 实施例1，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

器人，所述的机器人包括方形机架1，在该方形机架顶面相对的两根横梁上各安装两个牵引

单元2，各牵引单元跟机架顶面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如图2所示，所述的牵引

单元包括绕线滑轮9和可以驱动其旋转的电动机8；在该方形机架的四根竖直梁上各安装有

一个滑轮单元3，各滑轮单元跟机架顶面与其相邻的顶点之间的距离均相等，如图3所示，所

述的滑轮单元包括安装在竖直梁上的底盘13，在底盘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上滑轮11、上出

线口16、下滑轮12和下出线口17，其中上出线口和下出线口在同一铅垂线上，，并且两者之

间的距离与下述悬挂平台竖直梁的长度相等；在方形机架内有一悬挂平台5，本实施例中的

悬挂平台为立方体形状，实际需要中还可以变换为长方体或其它形状，并可以在边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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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栏等，该悬挂平台顶面的四个顶点各与一根上悬索14相连、底面的四个顶点各与一根

下悬索15相连，四根上悬索14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上出线口16绕过相应的上滑轮11，而四

根下悬索15则分别经过与其相邻的下出线口17绕过相应的下滑轮12，而后从同一滑轮单元

绕出的上悬索和下悬索交叉缠绕成一股，该股悬索18绕过相邻牵引单元的绕线滑轮9后，其

末端与配重块10相连接。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在方形机架上安装控制牵引单元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盒6。所述的

控制盒安装在方形机架顶面未安装牵引单元的一根横梁上。在方形机架上安装为电动机和

控制盒供电的电池。所述电池安装在方形机架底面的一根横梁上。所述上滑轮和下滑轮的

半径相等。所述上滑轮和下滑轮的圆心在同一铅垂线上，即上滑轮与下滑轮的圆心连线与

方形机架的竖直梁平行。

[0027] 本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移动方法，使用上述含有平行悬索的四自由度悬索并联机

器人：

[0028] 通过控制牵引单元电动机的正反转实现绕线滑轮9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从而

控制与该牵引单元相连之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的同步放出与收回；

[0029]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5一侧面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而同步收回与悬

挂平台另一侧面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来实现悬挂平台在方形机架内前后左右的水

平移动；

[0030]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5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实现悬挂平台5在方形机

架内的下移，通过同步收回与悬挂平台5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实现悬挂平台5在方形

机架内的上移；

[0031] 通过同步放出与悬挂平台5一对角面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而同步收回与

悬挂平台5另一对角线相连的上悬索14和下悬索15来实现悬挂平台5在方形机架内的水平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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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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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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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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