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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

和手术机器人，通过第二传动结构的驱动使小臂

部件摆动，从而实现相对不动点的伸缩运动；通

过第一传动结构的驱动使中臂部件摆动，再通过

第一柔性件使器械部件做同样的摆动，从而实现

绕不动点的摆动运动，即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

械臂实现了伸缩和摆动的双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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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包括：支撑结

构，第一传动结构，第二传动结构和联动结构；

所述支撑结构包括悬吊支撑杆、大臂支撑杆、中臂支撑杆、小臂支撑杆以及器械部件；

其中，所述悬吊支撑杆通过第一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大臂支撑杆通

过第二转轴与所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中臂支撑杆通过第三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

转动连接，所述器械部件包括器械支撑座及布置于所述器械支撑座上的器械安装杆，所述

小臂支撑杆通过第四转轴与所述器械支撑座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的轴线与第二转轴、

第三转轴和第四转轴的轴线垂直；

所述第一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中臂支撑杆摆动；

所述第二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小臂支撑杆摆动；

所述联动结构包括滑块、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及第三传动结构，其中，

所述滑块通过第五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与所述滑块滑动连

接，所述第一连杆的近端侧面经过所述第五转轴，所述第二连杆的近端通过第六转轴与所

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连杆通过第七转轴与所述第三连杆的近端转动连接，所

述第三连杆的远端通过第八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转动连接，且

所述第六转轴、所述第七转轴、所述第八转轴及所述第三转轴的轴心连线为一平行四

边形，

所述第三传动结构包括，第一转轮、第二转轮、第三转轮、第四转轮及第一柔性件，其

中，

所述第二转轮通过第九转轴与所述第二连杆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转轮与所述第一连

杆的远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轮通过第四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一

转轮与所述器械支撑座同步转动，所述第二转轮与所述第一转轮的直径相等，

所述第三转轮与所述第七转轴连接，所述第四转轮与所述第八转轴连接，所述第三转

轮与第四转轮的直径相等，所述第一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一转轮和所述第二转轮套接，并

且所述第一柔性件从所述第三转轮和所述第四转轮的远离所述器械部件的一侧通过；

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轴心距离，与所述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的轴心距离之

间存在第一比例，所述第一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所述第七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轴心

距离，与所述第六转轴和第九转轴的轴心距离之间存在第二比例，所述第二比例被配置为

第一比值；所述第九转轴轴心到所述第一连杆的近端侧面之间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一线段，

所述第四转轴到所述器械安装杆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二线段，所述第一线段长度与所述第二

线段之间存在第三比例，所述第三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

所述第七转轴位于所述第六转轴和所述第九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一连线下方，且所述

第一连线与所述第六转轴和所述第七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二连线形成第一夹角，所述第一

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所述第六转轴位于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三转轴的轴心形成的

第三连线左侧，且第三连线与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四连线形成第

二夹角，所述第二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一经过第四转轴且平行于所述第一线段的平

行线与第二线段之间形成第三夹角，所述第三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且所述平行线顺

时针旋转第一角度值后至所述第二线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结构包括：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618736 B

2



第一动力部件、第十转轴、第五转轮、第六转轮及第二柔性件，其中，

所述第十转轴布置于所述大臂支撑杆近端，所述第五转轮布置在所述第十转轴上，所

述第六转轮通过第二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并与所述中臂支撑杆同步转动，所

述第二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五转轮和所述第六转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动力部件的输出轴

与所述第十转轴连接，以驱动所述第十转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结构还包括

第一制动部件，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制动所述第一传动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安装于

所述第十转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轴设置在所述

大臂支撑杆的近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

臂还包括第二动力部件，所述第一转轴与所述第二动力部件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和/或，

所述机械臂还包括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套接在所述第一转轴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动结构包括：

第三动力部件、第十一转轴、第七转轮、第八转轮及第三柔性件，其中，

所述第十一转轴布置于所述中臂支撑杆的近端，所述第七转轮设置在所述第十一转轴

上，所述第八转轮通过所述第三转轴与所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并且与所述小臂支撑杆

同步转动，所述第三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七转轮和所述第八转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动力

部件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一转轴连接，以驱动所述第十一转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动结构还包括

第二制动部件，所述第二制动部件制动所述第二传动结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结构还包括第四

连杆，所述第四连杆通过第十二转轴与所述第二连杆转动连接，并通过第十三转轴与所述

小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第七转轴、所述第八转轴、所述第十三转轴及第十二转轴的轴心

的连线为一平行四边形。

10.如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

机械臂还包括基座支撑杆，所述基座支撑杆通过第十四转轴与所述悬吊支撑杆转动连接，

且所述第十四转轴的轴线与所述第二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以及所述第四转轴的轴线垂直。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十四转轴的轴线

与所述第一转轴的轴线共面。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比值为1/12～

1/2。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角度值为0～

30°。

14.一种手术机器人，包括工具臂，所述工具臂为如权利要求1-13中任一所述的具有双

自由度的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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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创伤手术机器人和/或手术器械的机械臂，特别涉及一种具有双自

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微创伤手术是指通过小切口将细长的腹腔镜、胸腔镜及手术器械送入患者体内进

行手术的一种新技术。其具有创口小、疼痛轻、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出血少等优点。虽然微

创伤手术相较于传统手术有如此多的优势，但早期的微创伤手术受限于体表的小创口，医

生的操作空间相对减小，另外医生在内窥镜下手持器械操作时，其操作方向与在内窥镜下

观察到的期望方向相反。此缺陷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医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顺

利的操作器械。

[0003] 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早期微创伤手术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世界各国开

始研究机器人辅助微创伤手术技术，微创伤手术机器人问世。手术医生在主操作台处通过

主操作台上的显示设备来观察内窥镜下患者体内的2D/3D画面，画面中显示了手术操作点

及两把手术器械。医生通过操作主控制台上的操作杆，以主从控制的方式遥控从操作机器

人上的机械臂及手术器械完成手术。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微创伤手术能够提高医生的操作精

度，也能使医生以一种和传统手术相同的方式和观感来进行手术，大大减小了微创伤手术

的难度。

[0004]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其中有少数产品已经实现了商品化。

美国Intuitive  Surgical公司的Da  Vinci手术机器人系统是其中代表性的产品。但是其存

在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价格昂贵等缺点。

[0005] 手术机器人能完成微创伤手术的一个约束条件是：从操作机器人在运动的过程

中，其器械臂上安装的手术器械与患者接触的创口部分应是一个不动点。这就要求从操作

机器人的机械臂具有一个不动点机构。

[0006] 具有不动点机构的机械臂构型是手术机器人技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但目前的

研究发明都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如中国专利申请CN201310556341.2，描述了一种采用双

平行四边形机构的机械臂，实现了器械末端的不动点。双平行四边形不动点机构只有一个

自由度，器械只能绕着不动点做一定范围内的摆动运动。中国专利申请CN201010274701.6，

采用了连杆双平行四边形机构，完成了一种大运动空间的机械臂，并使不动点能够发生偏

移，但其器械在不动点的运动仍旧只有一个自由度。

[0007] 上述两个专利所述机械臂构型都采用了双平行四边形来实现远端不动点，其机械

臂和器械在不动点的运动空间只有绕不动点摆动一个自由度。若要实现器械上下伸缩自由

度就需增加上下滑动部件。增大了机械臂的体积，加大了设计难度。

[0008] 因此，本领域需要一种可以相对于不动点伸缩和摆动运动的双自由度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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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人，以解决现有技

术中的机械臂只具有绕不动点摆动即只有一个自由度的问题。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所述具有双自由

度的机械臂包括：支撑结构，第一传动结构，第二传动结构和联动结构；

[0011] 所述支撑结构包括悬吊支撑杆、大臂支撑杆、中臂支撑杆、小臂支撑杆以及器械部

件；

[0012] 其中，所述悬吊支撑杆通过第一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大臂支撑

杆通过第二转轴与所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中臂支撑杆通过第三转轴与所述小臂支

撑杆转动连接，所述器械部件包括器械支撑座及布置于所述器械支撑座上的器械安装杆，

所述小臂支撑杆通过第四转轴与所述器械支撑座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的轴线与第二转

轴、第三转轴和第四转轴的轴线垂直；

[0013] 所述第一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中臂支撑杆摆动；

[0014] 所述第二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小臂支撑杆摆动；

[0015] 所述联动结构包括滑块、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及第三传动结构，其中，

[0016] 所述滑块通过第五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与所述滑块滑

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的近端侧面经过所述第五转轴，所述第二连杆的近端通过第六转轴

与所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连杆通过第七转轴与所述第三连杆的近端转动连

接，所述第三连杆的远端通过第八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转动连接，且

[0017] 所述第六转轴、所述第七转轴、所述第八转轴及所述第三转轴的轴心连线为一平

行四边形，

[0018] 所述第三传动结构包括，第一转轮、第二转轮、第三转轮、第四转轮及第一柔性件，

其中，

[0019] 所述第二转轮通过第九转轴与所述第二连杆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转轮与所述第

一连杆的远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轮通过第四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转动连接，且所述

第一转轮与所述器械支撑座同步转动，所述第二转轮与所述第一转轮的直径相等，

[0020] 所述第三转轮与所述第七转轴连接，所述第四转轮与所述第八转轴连接，所述第

三转轮与第四转轮的直径相等，所述第一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一转轮和所述第二转轮套

接，并且所述第一柔性件从所述第三转轮和所述第四转轮的远离所述器械部件的一侧通

过；

[0021] 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轴心距离，与所述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的轴心距

离之间存在第一比例，所述第一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所述第七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

轴心距离，与所述第六转轴和第九转轴的轴心距离之间存在第二比例，所述第二比例被配

置为第一比值；所述第九转轴轴心到所述第一连杆的近端侧面之间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一线

段，所述第四转轴到所述器械安装杆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二线段，所述第一线段长度与所述

第二线段之间存在第三比例，所述第三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

[0022] 所述第七转轴位于所述第六转轴和所述第九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一连线下方，且

所述第一连线与所述第六转轴和所述第七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二连线形成第一夹角，所述

第一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所述第六转轴位于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三转轴的轴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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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第三连线左侧，且第三连线与所述第二转轴和所述第六转轴的轴心形成的第四连线形

成第二夹角，所述第二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一经过第四转轴且平行于所述第一线段

的平行线与第二线段之间形成第三夹角，所述第三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且所述平行

线顺时针旋转第一角度值后至所述第二线段。

[0023]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传动结构包括：第一动力部

件、第十转轴、第五转轮、第六转轮及第二柔性件，其中，

[0024] 所述第十转轴布置于所述大臂支撑杆近端，所述第五转轮设置在所述第十转轴

上，所述第六转轮通过第二转轴与所述大臂支撑杆转动连接，并与所述中臂支撑杆同步转

动，所述第二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五转轮和所述第六转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动力部件的

输出轴与所述第十转轴连接，以驱动所述第十转轴。

[0025]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传动结构还包括第一制动

部件，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制动所述第一传动结构。

[0026]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安装于所述第十

转轴。

[0027]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转轴设置在所述大臂支撑

杆的近端。

[0028]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还包括

第二动力部件，所述第一转轴与所述第二动力部件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和/或，

[0029] 所述机械臂还包括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套接在所述第一转轴上。

[0030]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二传动结构包括：第三动力部

件、第十一转轴、第七转轮、第八转轮及第三柔性件，其中，

[0031] 所述第十一转轴布置于所述中臂支撑杆的近端，所述第七转轮设置在所述第十一

转轴上，所述第八转轮通过所述第三转轴与所述中臂支撑杆转动连接，并且与所述小臂支

撑杆同步转动，所述第三柔性件分别与所述第七转轮和所述第八转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三

动力部件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一转轴连接，以驱动所述第十一转轴。

[0032]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二传动结构还包括第二制动

部件，所述第二制动部件制动所述第二传动结构。

[0033]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联动结构还包括第四连杆，所述

第四连杆通过第十二转轴与所述第二连杆转动连接，并通过第十三转轴与所述小臂支撑杆

转动连接，所述第七转轴、所述第八转轴、所述第十三转轴及第十二转轴轴心的连线为一平

行四边形。

[0034]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还包括

基座支撑杆，所述基座支撑杆通过第十四转轴与所述悬吊支撑杆转动连接，且所述第十四

转轴的轴线与所述第二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以及所述第四转轴的轴线垂直。

[0035]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十四转轴的轴线与所述第一

转轴的轴线共面。

[0036]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比值为1/12～1/2。

[0037] 可选的，在所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所述第一角度值为0～30°。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手术机器人，所述手术机器人包括工具臂，所述工具臂为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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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的任一种。

[0039] 在本发明提供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人中，通过第二传动结构的驱

动使小臂部件摆动，从而实现相对不动点的伸缩运动；通过第一传动结构的驱动使中臂部

件摆动，再通过第一柔性件使器械部件做同样的摆动，从而实现绕不动点的摆动运动，即所

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实现了伸缩和摆动的双自由度。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剖视示意图；

[004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局部放大图；

[004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0044]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其中，悬吊支撑杆10、大臂支撑杆20、中臂支撑杆30、小臂支撑杆40、器械支撑座

50、器械安装杆51、基座支撑杆60；第一转轴101、第二转轴102、第三转轴103、第四转轴104、

第五转轴105、第六转轴106、第七转轴107、第八转轴108、第九转轴109、第十转轴110、第十

一转轴111；第十二转轴112；第十三转轴113；第十四转轴114；第一转轮201、第二转轮202、

第三转轮203、第四转轮204、第五转轮205、第六转轮206、第七转轮207、第八转轮208；第一

连杆301、第二连杆302、第三连杆303、第四连杆304；第一柔性件401、第二柔性件402、第三

柔性件403；滑块结构501；第一动力部件601、第二动力部件602、第三动力部件603；第三制

动部件701、第四制动部件702；第一轴承801、第二轴承802；不动点D。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手术机器

人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需说明

的是，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

发明实施例的目的。特别的，由于各附图所要突出的内容不同，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比例。

[0047] 以下实施例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远端”是指靠近不动点的一端，“近端”是指远

离不动点的一端。

[0048] 【实施例一】

[0049] 请参考图1至图3，其中，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结构示

意图；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剖视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

一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局部放大图。

[0050] 如图1至图3所示，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包括：起到机械臂支撑作用的支撑

结构，用于驱动机械臂围绕不动点摆动的第一传动结构，用于驱动机械臂相对于不动点做

伸缩运动的第二传动结构和起到关节运动联动的联动结构。通过上述部件组合可以实现所

述机械臂围绕不动点摆动，以及相对于不动点的伸缩运动。

[0051] 具体而言，支撑结构包括悬吊支撑杆10、大臂支撑杆20、中臂支撑杆30、小臂支撑

杆40以及器械部件，所述悬吊支撑杆10通过第一转轴101与所述大臂支撑杆20转动连接，所

述大臂支撑杆20通过第二转轴102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转动连接，所述中臂支撑杆30通过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06618736 B

7



第三转轴103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转动连接，所述器械部件包括器械支撑座50及布置于所

述器械支撑座50上的器械安装杆51，所述小臂支撑杆40通过第四转轴104与所述器械支撑

座50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101的轴线与第二转轴102、第三转轴103和第四转轴104的轴

线垂直。

[0052] 所述悬吊支撑杆10的近端设有第二动力部件602以驱动所述大臂支撑杆20的转

动。这里“近端”是指所述悬吊支撑杆10靠近所述大臂支撑杆20的一端。进一步，所述悬吊支

撑杆10的近端还设有第三制动部件701，所述第三制动部件701用于制动所述大臂支撑杆20

的转动。具体的，所述第三制动部件701与所述悬吊支撑杆10、所述大臂支撑杆20连接，当所

述第三制动部件701处于松开状态时，所述大臂支撑杆20能够与所述悬吊支撑杆10相对运

动，当所述第三制动部件701处于制动状态时，所述第三制动部件701与所述大臂支撑杆20

产生足够的摩擦力，以保证悬吊支撑杆10与大臂支撑杆20不发生相对转动。进一步的，所述

悬吊支撑杆10还包括第一轴承801，以对所述大臂支撑杆20的更好的支撑，减少转动摩擦

力。

[0053] 所述小臂支撑杆40通过所述第三转轴103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连接。进一步，所述

小臂支撑杆40通过所述第三转轴103与第八转轮208固定连接或者直接与第八转轮208固定

连接，使所述小臂支撑杆40与所述第八转轮208同步转动。此外，所述小臂支撑杆40远端设

有第四转轴104与所述器械部件转动连接。

[0054] 所述器械部件包括器械支撑座50及布置于所述器械支撑座50上的器械安装杆51。

所述器械支撑座50通过第四转轴104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转动连接。所述第四转轴104轴心

至所述器械安装杆51轴线的垂线段形成第二线段。显而易见，知道第二线段的位置和长度，

即可知道所述器械安装杆51轴线的位置。

[0055] 第一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中臂支撑杆30摆动。所述第一传动结构包括：第一动

力部件601、第十转轴110、第五转轮205、第六转轮206及第二柔性件402。其中，所述第十转

轴110布置于所述大臂支撑杆10的近端，所述第五转轮205设置在所述第十转轴110上。所述

第六转轮206通过第二转轴102与所述大臂支撑杆20转动连接，并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同步

转动。优选，所述第六转轮206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均与第二转轴102固定连接，或者所述

第六转轮206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直接连接，以实现同步转动。上述所述第二柔性件402分

别与所述第五转轮205和所述第六转轮206固定连接。这里所述“固定连接”是指所述第二柔

性件402围绕于所述第五转轮205和所述第六转轮206，且与所述第五转轮205和所述第六转

轮206之间均没有相对滑动，保证所述第五转轮205和所述第六转轮206能够形成固定传动

比。所述第一动力部件601用以驱动所述第十转轴110，并通过所述第五转轮205、所述第二

柔性件402、所述第六转轮206以及所述第二转轴102，实现对所述中臂支撑杆30的驱动。优

选，所述第一动力部件601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转轴110直接连接，或者所述第一动力部件

601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转轴110通过传动机构连接。进一步，所述第一传动结构还包括第

一制动部件，以使当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处于制动状态时，所述第一传动结构也处于制动状

态。本发明对于所述第一制动部件的安装位置并不做限定，只需保证所述第一制动部件在

制动状态下能够保证所述第一传动结构处于制动状态即可。同样，本发明中第一制动部件

作用的对象也没有特别的限制，其只要实现对于所述第五转轮205、所述第六转轮206和所

述第二柔性件402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件的制动即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制动部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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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十转轴110同轴安装，用于制动第十转轴110。

[0056] 第二传动结构用于控制所述小臂支撑杆40摆动。所述第二传动结构包括：第三动

力部件603、第十一转轴111、第七转轮207、第八转轮208及第三柔性件403。其中，所述第十

一转轴111布置于所述中臂支撑杆30的近端，所述第七转轮207布置在所述第十一转轴111

上。所述第八转轮208通过所述第三转轴103与所述中臂支撑杆30转动连接，并且与所述小

臂支撑杆40同步转动。优选，所述第八转轮208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均与第三转轴103固定

连接，或者所述第八转轮208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直接连接，以实现同步转动。所述第三柔

性件403分别与所述第七转轮207和所述第八转轮208固定连接。这里所述“固定连接”是指

所述第三柔性件403围绕于所述第七转轮207和所述第八转轮208，且与所述第七转轮207和

所述第八转轮208之间均没有相对滑动，以保证所述第七转轮207和所述第八转轮208能形

成固定传动比。第三动力部件603以驱动所述第十一转轴111，同时，通过第七转轮207、第三

柔性件403、第八转轮208以及第三转轴103，实现对所述小臂支撑杆40的驱动。优选，第三动

力部件603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一转轴111直接固定连接，也可以通过传动机构与所述第十

一转轴111连接。进一步，所述第二传动结构还包括第二制动部件，以使当所述第二制动部

件处于制动状态时，所述第二传动结构也处于制动状态。本发明对于所述第二制动部件的

安装位置并不做限定，只需保证所述第二制动部件在制动状态下能够保证所述第二传动结

构处于制动状态即可。另外，本发明中第二制动部件其只要实现对于所述第七转轮207、所

述第八转轮208和所述第三柔性件403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件的制动即可。在本实施例中所

述第二制动部件与所述第十一转轴111同轴安装，用于制动第十一转轴111。所述第三动力

部件603的输出轴与所述第十一转轴111连接，以驱动所述第十一转轴111。

[0057] 所述联动结构包括滑块501、第一连杆301、第二连杆302、第三连杆303及第三传动

结构。其中，所述滑块501通过第五转轴105与所述大臂支撑杆20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

301与所述滑块501滑动连接，且所述第一连杆301经过所述第五转轴105。更具体，所述第一

连杆301具有远离所述器械部件的近端侧面和靠近所述器械部件的远端侧面，在这里为所

述第一连杆301的近端侧面所在的平面经过所述第五转轴105。这里的“滑动连接”，是指所

述第一连杆301与所述滑块结构501组成导轨滑块结构，即所述第一连杆301只能沿着所述

滑块结构501约束的方向移动。所述第二连杆302的近端通过第六转轴106与所述中臂支撑

杆30转动连接，并通过第七转轴107与第三连杆303的近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三连杆303远端

通过第八转轴108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转动连接。这里“近端”显然是指第三连杆303靠近第

二连杆302的一端，“远端”为第三连杆303远离第二连杆302的一端。进一步，第六转轴106、

第七转轴107、第八转轴108与第三转轴103的轴心连线为一平行四边形。

[0058] 所述第二转轴102和所述第六转轴106的轴心距离，与所述第二转轴102和第三转

轴103的轴心距离之间存在第一比例，所述第一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所述第七转轴107

和所述第六转轴106的轴心距离，与所述第六转轴106和第九转轴109之间的轴心距离之间

存在第二比例，所述第二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所述第九转轴109轴心到所述第一连杆

301的近端侧面之间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一线段，所述第四转轴104轴心到所述器械安装杆51

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二线段，所述第一线段长度与所述第二线段之间存在第三比例，所述第

三比例被配置为第一比值。优选，所述第一比值范围为1/12～1/2，更优选为1/6。

[0059] 所述第三传动结构包括，第一转轮201、第二转轮202、第三转轮203、第四转轮204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06618736 B

9



及第一柔性件401。其中，所述第二转轮202通过第九转轴109与所述第二连杆302转动连接，

且所述第二转轮202与所述第一连杆301的远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九转轴109至所述第一连

杆301的近端侧面之间的垂线段形成一第一线段。所述第一转轮201通过第四转轴104与所

述小臂支撑杆40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一转轮201通过所述第四转轴104或直接与所述器械支

撑座50固定连接，以使所述器械支撑座50与所述第一转轮201同步转动。所述第二转轮202

与第一转轮201的直径相等。所述第三转轮203与所述第七转轴107连接，所述第四转轮204

与所述第八转轴108连接，所述第三转轮203与第四转轮204的直径相等。所述第一柔性件

401件分别与所述第一转轮201和所述第二转轮202套接，且相互之间作用力足够大使第一

柔性件401与所述第一转轮201和所述第二转轮202同步运动，不发生相对位移，并且所述第

一柔性件401从所述第三转轮203和所述第四转轮204的远离所述器械部件的一侧通过。

[0060] 这样，所述第一柔性件401离开所述第三转轮203时的切点与进入所述第四转轮

204时形成的切点的连线与所述第三转轮203和所述第四转轮204的轴心的连线相互平行。

即，所述第一柔性件401从所述第三转轮203与所述第四转轮204的一侧通过，并与所述第三

转轮203形成有第一包覆角、与所述第四转轮204形成有第二包覆角，在驱动力作用在滑块

结构501或者第一动力部件601驱动所述第五转轮205、第三动力部件603驱动所述第七转轮

207下，所述第一包覆角的变动值与第二包覆角的变动值数值上相等。

[0061] 请继续参考图1和图2，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连杆302为一折杆。即所述第

七转轴107位于所述第六转轴106和所述第九转轴109的轴心形成的第一连线下方，且所述

第一连线与所述第六转轴106和所述第七转轴107的轴心形成的第二连线形成的第一夹角

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第六转轴106位于所述第二转轴102和所述

第三转轴103的轴心形成的第三连线左侧，且第三连线与所述第二转轴102和所述第六转轴

106的轴心形成的第四连线形成的第二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同时，一经过第四转轴

104且平行于所述第一线段的平行线与第二线段之间的第三夹角被配置为第一角度值，且

所述平行线顺时针旋转第一角度值后至所述第二线段。优选，第一角度值范围为0～30°，更

有选为15°。这样，所述第二转轴102和所述第五转轴105的轴心的连线以所述第二转轴102

为端点顺时针转动所述第一角度值所成的连线与所述器械安装杆51轴线的交点为不动点

D。

[0062]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第三动力部件603的驱动使小臂支撑杆40摆动，就实现相

对不动点D的伸缩运动；通过第一动力部件601的驱动使中臂支撑杆30摆动，再通过第一柔

性件401使器械部件做同样的摆动，从而实现绕不动点D的摆动运动，即所述具有双自由度

的机械臂实现了伸缩和摆动的双自由度。

[0063] 请继续参考图1和图2，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的支撑结

构还包括基座支撑杆60，所述基座支撑杆60通过设置在所述悬吊支撑杆10远端的第十四转

轴114与所述悬吊支撑杆10转动连接，且第十四转轴114的轴线与第二转轴102、第三转轴

103以及第四转轴104的轴线垂直。优选的，所述第十四转轴114的轴线与第一转轴101的轴

线共面。这里的“远端”是指所述悬吊支撑杆10靠近基座支撑杆60的一端。进一步的，所述基

座支撑杆60还设有第二轴承802，所述第二轴承802可以对所述悬吊支撑杆10更好的支撑，

减少转动摩擦力。所述基座支撑杆60还设有第四制动部件702，所述第四制动部件702用于

制动所述悬吊支撑杆10的转动。具体的，当所述第四制动部件702处于松开状态时，所述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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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支撑杆10能够与所述基座支撑杆60相对运动，当所述第四制动部件702处于制动状态时，

所述第四制动部件702与所述悬吊支撑杆10形成足够的摩擦力，保证悬吊支撑杆10与基座

支撑杆60不发生相对转动。

[0064]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悬吊支撑杆10位于所述基座支撑杆60的下方，此时，通常

的，所述大臂支撑杆20、中臂支撑杆30、小臂支撑杆40以及器械部件均位于所述基座支撑杆

60的下方。在本申请的其他实施例中，所述悬吊支撑杆10也可以位于所述基座支撑杆60的

上方(具体可参考图4)，此时，通常的，所述大臂支撑杆20、中臂支撑杆30、小臂支撑杆40以

及器械部件均位于所述基座支撑部杆60的上方。

[0065] 【实施例二】

[0066] 请同时参考图5和图2，本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的差别在于：在本实施例二中，所述

联动结构还包括第四连杆304，所述第四连杆304通过第十二转轴112与所述第二连杆302转

动连接，并通过第十三转轴113与所述小臂支撑杆40转动连接；所述第十二转轴112、所述第

十三转轴113、所述第七转轴107及所述第八转轴108的轴心的连线形成平行四边形。在此，

通过所述第四连杆304可形成具有虚约束的强固结构。进一步的，所述第四连杆304可以位

于所述第二连杆302远离所述器械部件的一侧；或者所述第四连杆304也可以位于所述第二

连杆302靠近所述器械部件的一侧。

[0067]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手术机器人，包括医生端和病人端，其中病人端包括基座，调

整臂，工具臂和手术器械，所述工具臂为上述的具有双自由度的机械臂中的任一种。

[0068]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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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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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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