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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直流伺服电机的上端与手柄齿轮箱连接，
下端与
手柄控制箱连接，
齿轮力反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
馈压板B的一端均插设于手柄齿轮箱内 ，
且分别
设置有齿轮A及齿轮B，
齿轮B与直流伺电机上端
的输出轴连接，
齿轮A通过轴系可相对转动地安
装在手柄齿轮箱内，
并与齿轮B相啮合，
齿轮力反
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的另一端为夹持端，
在齿轮力反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的另一
端中间设有安装在手柄齿轮箱上的角度限位板；
手柄控制箱内分别容置有磁旋转编码器、
手柄控
制器及手柄驱动器，
直流伺服电机下端的输出轴
连接有与磁旋转编码器对应设置的磁体。
本实用
新型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灵活性及适应性强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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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其特征在于：
包括手柄齿轮箱(5)、
齿轮力反馈压板A(2)、
角度限位板(3)、齿轮力反馈压板B(4)、
直流伺服电机(7)、手柄控制箱(8)、
磁体(10)、磁旋
转编码器(11)、
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动器(13) ，
其中直流伺服电机(7)的上端与手柄齿
轮箱(5)连接，
下端与手柄控制箱(8)连接，
所述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
(4)的一端均插设于手柄齿轮箱(5)内，
且分别设置有齿轮A(15)及齿轮B(16)，
该齿轮B(16)
与所述直流伺服电机(7)上端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齿轮A(15)通过轴系(6)可相对转动地安
装在手柄齿轮箱(5)内，
并与所述齿轮B(16)相啮合，
所述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
馈压板B(4)的另一端为夹持端，
在该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4)的另一端
中间设有安装在所述手柄齿轮箱(5)上的角度限位板(3) ；
所述手柄控制箱(8)内分别容置
有磁旋转编码器(11)、
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动器(13)，
所述直流伺服电机(7)下端的输
出轴连接有与磁旋转编码器(11)对应设置的磁体(10) ；
所述直流伺服电机(7)通过齿轮A
(15)、齿轮B(16)的啮合驱动齿轮力反馈压板A(2)、齿轮力反馈压板B(4)开合，
所述磁体
(10)随直流伺服电机(7)下端的输出轴旋转，
通过所述磁旋转编码器(11)采集齿轮力反馈
压板A(2)、
齿轮力反馈压板B(4)的开合角度。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控制箱(8)的上
端与直流伺服电机的下端相连，
手柄控制箱(8)的下端连接有手柄下安装板(14) ，
该手柄下
安装板(14)的上表面安装有铜柱(17) ，
所述磁旋转编码器(11)、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
动器(13)由上至下分别安装于该铜柱(17)上。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控制器(12)、手
柄驱动器(13)及直流伺服电机(7)顺序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直流伺服电机(7)下
端的输出轴通过磁体转接轴(9)与磁体(10)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齿轮箱(5)的上
端安装有手柄上安装板(1)，
下端与所述直流伺服电机(7)的上端相连，
所述轴系(6)的两端
分别安装于手柄上安装板(1)及手柄齿轮箱(5)的底板上，
所述齿轮A(15)转动安装在该轴
系(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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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力反馈控制技术、
主从遥操作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单自由度力
反馈手柄，
主要用于远程诊疗急救、
远程运动再现与力反馈等远程操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
多自由度机器人在一些特殊的要求和环境下能够顺利
完成复杂的任务，
如装配、焊接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并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控制；
但在核辐
射、火灾及反恐作战现场等非结构环境、多样化任务作业中，
仍很难实现机器人的自动作
业，
仍需要人员参与控制，
主从遥操作是最常用的操作方法。但现有遥操作系统中主手端手
柄处多采用控制按钮触发控制指令，
无法对从手末端工具夹持角度进行控制，
更无法感知
从手末端工具的真实操作力，
对远程遥操作控制的直观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造成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遥操作系统采用控制按钮触发控制指令存在的上述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包括手柄齿轮箱、
齿轮力反馈压板A、角度限位板、齿轮力反馈压板B、
直流伺服电机、
手柄控制箱、
磁体、
磁旋转编码器、
手柄控制器及手柄驱动器，
其中直流伺服
电机的上端与手柄齿轮箱连接，
下端与手柄控制箱连接，
所述齿轮力反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
馈压板B的一端均插设于手柄齿轮箱内，
且分别设置有齿轮A及齿轮B，
该齿轮B与所述直流
伺服电机上端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齿轮A通过轴系可相对转动地安装在手柄齿轮箱内，
并与
所述齿轮B相啮合，
所述齿轮力反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的另一端为夹持端，
在该齿轮
力反馈压板A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的另一端中间设有安装在所述手柄齿轮箱上的角度限位
板；
所述手柄控制箱内分别容置有磁旋转编码器、
手柄控制器及手柄驱动器，
所述直流伺服
电机下端的输出轴连接有与磁旋转编码器对应设置的磁体；
所述直流伺服电机通过齿轮A、
齿轮B的啮合驱动齿轮力反馈压板A、
齿轮力反馈压板B开合，
所述磁体随直流伺服电机下端
的输出轴旋转，
通过所述磁旋转编码器采集齿轮力反馈压板A、齿轮力反馈压板B的开合角
度；
[0006] 其中：
所述手柄控制箱的上端与直流伺服电机的下端相连，
手柄控制箱8的下端连
接有手柄下安装板，
该手柄下安装板的上表面安装有铜柱，
所述磁旋转编码器、
手柄控制器
及手柄驱动器由上至下分别安装于该铜柱上；
[0007] 所述手柄控制器、
手柄驱动器及直流伺服电机顺序连接；
[0008] 所述直流伺服电机下端的输出轴通过磁体转接轴与磁体连接；
[0009] 所述手柄齿轮箱的上端安装有手柄上安装板，
下端与所述直流伺服电机的上端相
连，
所述轴系的两端分别安装于手柄上安装板及手柄齿轮箱的底板上，
所述齿轮A转动安装
在该轴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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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1] 1 .本实用新型有效避免了传统手柄采用按钮触发控制指令的弊端，
不仅使操作者
对末端工具的夹持角度进行实时控制，
同时操作者可感知从手末端工具操作力，
实现末端
工具的真实力再现，
提高主从遥操作的直观性、
可靠性与稳定性。
[0012] 2 .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
重量轻、灵活性与适应性强，
可广泛应用于远程诊疗急
救、
远程运动再现与反馈等遥操作技术领域。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内部剖视图；
[0015] 其中：
1为手柄上安装板，
2为齿轮力反馈压板A，
3为角度限位板，
4为齿轮力反馈压
板B，
5为手柄齿轮箱，
6为轴系，
7为直流伺服电机，
8为手柄控制箱，
9为磁体转接轴，
10为磁
体，
11为磁旋转编码器，
12为手柄控制器，
13为手柄驱动器，
14为手柄下安装板，
15为齿轮A，
16为齿轮B，
17为铜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0017] 如图1、
图2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手柄上安装板1、手柄齿轮箱5、齿轮力反馈压板
A2、角度限位板3、
齿轮力反馈压板B4、
直流伺服电机7、
手柄控制箱8、
磁体转接轴9、
磁体10、
磁旋转编码器11、手柄控制器12、手柄驱动器13及手柄下安装板，
其中手柄上安装板1与手
柄齿轮箱5上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直流伺服电机7的上端与手柄齿轮箱5的下端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
直流伺服电机7下端的法兰与手柄控制箱8的上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手柄控制
箱8的下端与手柄下安装板14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8] 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4均呈“L”形，
一端均插设于手柄齿轮箱5
内，
且分别设置有齿轮A15及齿轮B16，
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4的另一端为
夹持端，
在该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4的另一端中间设有固定在手柄齿轮箱
5上的角度限位板3，用于限定力反馈压板开合角度。齿轮B16与直流伺服电机7上端的输出
轴通过紧定螺钉固定连接，
安装于手柄齿轮箱5内部。齿轮A15通过轴系6(包括转轴和轴承)
可相对转动地安装在手柄齿轮箱5内，
并与齿轮B16相啮合；
轴系6的两端分别安装于手柄上
安装板1及手柄齿轮箱5的底板上，
齿轮A15转动安装在该轴系6上。齿轮A15与齿轮B16对称
布局，
且通过啮合带动齿轮力反馈压板A2与齿轮力反馈压板B4开合运动。磁体10通过紧定
螺钉与磁体转接轴9的下端固定连接，
该磁体转接轴9的上端通过紧定螺钉与直流伺服电机
7下端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0019] 手柄控制箱8内分别容置有磁旋转编码器11、
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动器13，
手柄
下安装板14的上表面安装有铜柱17，
磁旋转编码器11、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动器13由上
至下分别安装于该铜柱17上，
手柄控制器12、
手柄驱动器13及直流伺服电机7顺序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单自由度力反馈手柄可作为独立的力反馈操作模块使用，
也可以与
其他上肢外骨骼配合使用。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手柄控制器12及手柄驱动器13均为现有技术。
4

CN 208358829 U

说

明

[0022]

书

3/3 页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23] 本实用新型利用电机堵转特性使齿轮力反馈压板A2和齿轮力反馈压板B4处于张
开状态，
利用对称布置的齿轮A15与齿轮B16结构复现操作者手指啮合动作，
利用磁旋转编
码器11采集手指啮合指令，用于控制从手末端工具动作，
同时利用从手末端工具的力矩传
感器检测末端工具操作力，
利用电流环控制实现主手端手部实时力反馈。
具体为：
[0024] 直流伺服电机7通过齿轮A15、
齿轮B16的啮合驱动齿轮力反馈压板A2、
齿轮力反馈
压板B4开合，
磁体10随直流伺服电机7下端的输出轴旋转，
通过磁旋转编码器11采集齿轮力
反馈压板A2、齿轮力反馈压板B4的张开角度，
由手柄驱动器13将磁旋转编码器11采集到的
这个信号发送至从端，
控制从端的机械手开合。从端有力反馈信号，
反回到手柄控制器12，
手柄控制器12再用手柄驱动器13驱动直流伺服电机7转动，
手指有个角度的开合传到从端，
从端有个力反馈传到主端，
这样就有位置和力这么一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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