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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压配电室智能巡检机器人机
构，
具体地说是一种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包
括移动车体底盘及分别固定在移动车体底盘上
的前、
后万向轮和分别转动安装在移动车体底盘
上的前、后转向架，
前、后转向架结构相同 ，
均包
括固定架、
行走轮、
行走轮驱动机构、
第一导向轮
及第二导向轮 ，
固定架与移动车体底盘转动连
接，
行走轮的行走轮轮轴转动安装在固定架上，
并与安装在固定架上的行走轮驱动机构相连，
由
行走轮驱动机构驱动旋转 ，进而带动行走轮旋
转；
第一、
二导向轮对称设置于行走轮的两侧，
第
一导向轮的第一导向轮轮轴及第二导向轮的第
二导向轮轮轴分别与固定架转动连接。
本发明具
有运动平稳、
结构简单以及负载能力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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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移动车体底盘(1)及分别固定在该移
动车体底盘(1)上的前万向轮(2)、后万向轮(3)和分别转动安装在所述移动车体底盘(1)上
的前转向架(4)、后转向架(5) ，
其中前转向架(4)与后转向架(5)结构相同 ，
均包括固定架
(401)、
行走轮(403)、
行走轮驱动机构、第一导向轮(409)及第二导向轮(410) ，
所述固定架
(401)与移动车体底盘(1)转动连接，
所述行走轮(403)的行走轮轮轴(402)转动安装在固定
架(401)上，
并与安装在固定架(401)上的所述行走轮驱动机构相连，
由该行走轮驱动机构
驱动旋转，
进而带动所述行走轮(403)旋转；
所述第一导向轮(409)与第二导向轮(410)对称
设置于行走轮(403)的两侧，
该第一导向轮(409)的第一导向轮轮轴(407)及第二导向轮
(410)的第二导向轮轮轴(408)分别与所述固定架(401)转动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架(401)包括
横梁(4011)、第一连接杆(4012)、第二连接杆(4013)、第一轮架(4014)及第二轮架(4015) ，
该横梁(4011)通过转动关节C(412)与所述移动车体底盘(1)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杆
(4012)及第二连接杆(4013)分别与横梁(4011)的两端固连，
所述第一连接杆(4012)上固连
有第一轮架(4014)，
所述第二连接杆(4013)上固连有第二轮架(4015)。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导向轮轮轴
(407)通过转动关节D(413)与第一轮架(4014)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导向轮(409)与该第一导
向轮轮轴(407)连动；
所述第二导向轮轮轴(408)通过转动关节D(413)与第二轮架(4015)转
动连接，
所述第二导向轮(410)与该第二导向轮轮轴(408)连动。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行走轮驱动机构包
括电机(404)、
减速器(405)及联轴器(406)，
该电机(404)及减速器(405)分别安装在所述固
定架(401)上，
所述行走轮轮轴(402)通过联轴器(406)与所述减速器(405)的输出轴相连。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行走轮轮轴(402)
为阶梯轴，
两端分别通过转动关节B(411)与所述固定架(401)转动连接，
所述行走轮(403)
通过平键与行走轮轮轴(402)连动。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转向架(4)和移
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转向架(5)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的直线与所述前
万向轮(2)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3)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
的直线相平行。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万向轮(2)与后
万向轮(3)结构相同，
均包括第一连接件(201)、第二连接件(202)、
轮轴(203)及轮子(204)，
该第一连接件(201)与所述移动车体底盘(1)固连，
所述第二连接件(202)通过转动关节A
(205)与第一连接件(201)转动连接，
轮轴(203)通过所述转动关节A(205)与该第二连接件
(202)转动连接，
所述轮子(204)与轮轴(203)连动。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万向轮(2)及后
万向轮(3)位于前转向架(4)和后转向架(5)的同一侧，
该前万向轮(2)和移动车体底盘(1)
的连接处与前转向架(4)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的直线与所述后万向轮(3)和移
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3)后转向架(5)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的
的直线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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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配电室智能巡检机器人机构，
具体地说是一种轨道式机器人移动
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配电室是生产、
输送、
分配三大系统的核心之一，
变电系统可以说对整个电力
系统的安全可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巡检方式是依靠巡检人员每天采集大量的
运行数据，
由于巡检人员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会产生很多问题；
而且这种方式劳动强度
大，
危险性高。现有的巡检方式和技术与电力生产的安全性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在
无人值班高压配电室中，
设备巡检和安防工作仅由固定摄像机代替，
不但不能检测站内全
部设备和仪表，
更不能发现设备内部的热缺陷，
这些都会留下故障隐患。机器人代替人工完
成高压配电室巡检任务的优势越发明显。机器人需要在高压室内对所有的开关柜进行检测
和操作，
采用固定式的机器人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因此必须设计移动机构，
将机器人本
体放在移动机构上，
从而完成对所有开关柜的检测和操作任务。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满足高压配电室巡检任务的要求，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轨道式机器人
移动机构。
该轨道式机器人移动机构运动平稳，
结构简单，
负载能力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发明包括移动车体底盘及分别固定在该移动车体底盘上的前万向轮、后万向轮
和分别转动安装在所述移动车体底盘上的前转向架、后转向架，
其中前转向架与后转向架
结构相同，
均包括固定架、
行走轮、
行走轮驱动机构、第一导向轮及第二导向轮，
所述固定架
与移动车体底盘转动连接，
所述行走轮的行走轮轮轴转动安装在固定架上，
并与安装在固
定架上的所述行走轮驱动机构相连，
由该行走轮驱动机构驱动旋转，
进而带动所述行走轮
旋转；
所述第一导向轮与第二导向轮对称设置于行走轮的两侧，
该第一导向轮的第一导向
轮轮轴及第二导向轮的第二导向轮轮轴分别与所述固定架转动连接；
[0006]
其中：
所述固定架包括横梁、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杆、第一轮架及第二轮架，
该横
梁通过转动关节C与所述移动车体底盘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杆及第二连接杆分别与横
梁的两端固连，
所述第一连接杆上固连有第一轮架，
所述第二连接杆上固连有第二轮架；
所
述第一导向轮轮轴通过转动关节D与第一轮架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导向轮与该第一导向轮
轮轴连动；
所述第二导向轮轮轴通过转动关节D与第二轮架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导向轮与该
第二导向轮轮轴连动；
[0007]
所述行走轮驱动机构包括电机、减速器及联轴器，
该电机及减速器分别安装在所
述固定架上，
所述行走轮轮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减速器的输出轴相连；
所述行走轮轮轴为
阶梯轴，
两端分别通过转动关节B与所述固定架转动连接，
所述行走轮通过平键与行走轮轮
轴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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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前转向架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与后转向架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之
间的直线与所述前万向轮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
之间的直线相平行；
[0009]
所述前万向轮与后万向轮结构相同 ，
均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轮轴及轮
子，
该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移动车体底盘固连，
所述第二连接件通过转动关节A与第一连接件
转动连接，
轮轴通过所述转动关节A与该第二连接件转动连接，
所述轮子与轮轴连动；
[0010]
所述前万向轮及后万向轮位于前转向架和后转向架的同一侧，
该前万向轮和移动
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与前转向架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之间的直线与所述后万向轮和移
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后转向架和移动车体底盘的连接处之间的的直线相平行。
[0011]
本发明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2]
1 .本发明可以在弧度较大的弯曲轨道上实现转向，
第一导向轮和第二导向轮位于
轨道前进方向的左右两侧，
当移动机构偏离轨道时，
导向轮与轨道之间产生压力，
这种压力
迫使移动机构回到平衡位置。
[0013]
2 .本发明结构简单、运动平稳可靠，
前、后转向架和前、后万向轮的设计实现四点
支撑，
可以防止移动机构发生倾覆。
[0014]
3 .本发明运动速度快，
前、后转向机构跨骑在轨道上，
行走轮与轨道上表面接触，
在行走轮驱动机构的带动下，
支撑移动机构在轨道上行走，
由于采用轮式行走机构，
因此速
度较快。
[0015]
4 .本发明承载能力高，
由于移动机构实现了四点支撑，
四点共同承受载荷，
因此承
载能力高且结构更加稳固。
[0016]
5 .本发明便于拆装组合，
固定架设计成组装式的结构，
便于将固定架骑跨在导轨
上。
[0017]
6 .本发明结构紧凑，
导向轮置于工字钢轨道上表面下方的中间位置，
由于工字钢
轨道的上表面与地面平行重合，
因此轨道槽的设计宽度相比于将导向轮置于工字钢轨道上
方侧边的轨道槽宽度小。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万向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转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3中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转向架骑跨在轨道上的工作状态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在弯曲轨道上的运行视图；
[0024]
其中：
1为移动车体底盘，
2为前万向轮，
201为第一连接件，
202为第二连接件，
203
为万向轮轮轴，
204为轮子，
205为转动关节A，
3为后万向轮，
4为前转向架，
401为固定架，
4011为横梁，
4012为第一连接杆，
4013为第二连接杆，
4014为第一轮架，
4015为第二轮架，
402为行走轮转轴，
403为行走轮，
404为电机，
405为减速器，
406为联轴器，
407为第一导向轮
轮轴，
408为第二导向轮轮轴，
409为第一导向轮，
410为第二导向轮，
411为转动关节B，
412为
转动关节C，
413为转动关节D，
5为后转向架，
6为地面，
7为轨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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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26]
如图1所示，
本发明包括移动车体底盘1、
前万向轮2、后万向轮3、
前转向架4及后转
向架5，
其中前万向轮2和后万向轮3分别与移动车体底盘1固连，
前转向架4和后转向架5分
别通过转动关节与移动车体底盘1连接。前转向架4和后转向架5跨骑在轨道7上，用于提供
支撑力并且保证移动车体不脱离轨道。前万向轮2和后万向轮3用于提供支撑力，
增加移动
车体的稳定性。
[0027]
移动车体底盘1呈方形，
前、后万向轮2、3与前、后转向架4、5分别位于方形移动车
体底盘1的四角。前万向轮2及后万向轮3位于前转向架4和后转向架5的同一侧，
该前万向轮
2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前转向架4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的直线与后万向
轮3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3后转向架5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之间的的
直线相平行。前转向架4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转向架5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
之间的直线与所述前万向轮2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连接处与后万向轮3和移动车体底盘1的
连接处之间的直线相平行。
[0028]
如图2所示，
前万向轮2与后万向轮3结构相同，
均包括第一连接件201、第二连接件
202、
轮轴203及轮子204，
该第一连接件201与移动车体底盘1固连，
第二连接件202通过转动
关节A205与第一连接件201转动连接，
轮轴203通过转动关节A205与该第二连接件202转动
连接，
轮子204与轮轴203连动。
[0029]
如图3所示，
前转向架4与后转向架5结构相同，
均包括固定架401、
行走轮轮轴402、
行走轮403、
行走轮驱动机构、第一导向轮轮轴407、第二导向轮轮轴408、第一导向轮409及
第二导向轮410，
固定架401与移动车体底盘1转动连接，
行走轮403的行走轮轮轴402通过转
动关节B411转动安装在固定架401上，
并与安装在固定架401上的行走轮驱动机构相连，
由
该行走轮驱动机构驱动旋转，
进而带动行走轮403旋转。第一导向轮409与第二导向轮410对
称设置于行走轮403的两侧，
该第一导向轮409的第一导向轮轮轴407及第二导向轮410的第
二导向轮轮轴408分别通过转动关节D413与固定架401转动连接。行走轮轮轴402为阶梯轴，
两端分别通过转动关节B411(本发明的转动关节B可为角接触球轴承)与固定架401转动连
接，
行走轮403通过平键与行走轮轮轴402连动。行走轮驱动机构包括电机404、
减速器405及
联轴器406，
该电机404及减速器405分别安装在固定架401上，
行走轮轮轴402通过联轴器
406与减速器405的输出轴相连。
[0030]
如图4所示，
固定架401包括横梁4011、第一连接杆4012、第二连接杆4013、第一轮
架4014及第二轮架4015，
该横梁4011通过转动关节C412(本发明的转动关节C可为向心推力
组合轴承)与移动车体底盘1转动连接，
第一连接杆4012及第二连接杆4013分别与横梁4011
的两端固连，
第一连接杆4012上固连有第一轮架4014，
第二连接杆4013上固连有第二轮架
4015。第一导向轮轮轴407通过转动关节D413与第一轮架4014转动连接，
第一导向轮409与
该第一导向轮轮轴407连动；
第二导向轮轮轴408通过转动关节D413与第二轮架4015转动连
接，
第二导向轮410与该第二导向轮轮轴408连动。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32]
如图5所示，
前转向架4跨骑在工字钢轨道7上(即第一导向轮409与第二导向轮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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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工字钢轨道7前进方向的左右两侧、
并分别与工字钢轨道7的两侧抵接) ，
其中工字钢轨
道7的上表面与地面6重合，
行走轮403与工字钢轨道7的上表面接触；
行走轮403在伺服电机
404的驱动下与工字钢轨道7的上表面之间产生摩擦力，
从而驱动移动机构运动。后转向架5
和前转向架4一样跨骑在工字钢轨道7上，
后转向架5的行走轮403也会与工字钢轨道7的上
表面之间产生摩擦力，
为移动机构提供驱动力。前万向轮2和后万向轮3都具有被动转动关
节(即转动关节A205) ，
两个万向轮都可以相对于移动车体底盘1自由转动，
从而两个万向轮
起到辅助支撑和稳定的作用。
[0033]
如图6所示，
当移动机构行走至轨道7弯曲处时，
前转向架4的第一、二导向轮409、
410与轨道7之间产生压力，
前转向架4随着轨道7发生转动，
移动机构的方向发生改变，
驱使
移动机构沿着轨道行走；
同时，
前转向架4和后转向架5与移动机构底盘1之间均发生相对转
动。
随着移动机构沿着轨道7继续行走，
后转向架5的第一、
二导向轮409、
410与轨道7之间产
生压力，
后转向架5随着轨道7发生转动。不管移动机构在轨道7上移动至何处，
都能保证前
转向架4和移动机构底盘1连接处与后转向架5和移动机构底盘1连接处之间的距离保持不
变，
从而避免移动机构在轨道上发生卡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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