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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爬行运动为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基本运动模式之一．以机器人爬行运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两栖
机器人爬行运动机理，并建立了其典型驱动单元的运动学模型；根据机器人不同爬行运动状态，提出了基于轮桨
和足板不同步态形式的运动规划策略；采用虚拟样机技术，对不同爬行状态下的步态规划效果进行了仿真试验分
析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在规划的步态下，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具有良好的爬行稳定性、转向机动性和越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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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awling movement is one of basic motion modes of the wheel-propeller-legged amphibious robot. The
crawling movement is presented as the object in this paper. The motion principle of crawl is analyzed, and the kinematic
model of typical driving mechanism is set up. According to various modes of crawl, different motion strategies expressed by
kinds of gait are created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wheel-propellers and legs. In order to test the effects
of gait planning in different crawling modes, the simulation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by using virtual prototype of the robo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prove that the wheel-propeller-legged amphibious robot be endowed with good performance in
stability of crawl, flexibility of turning and ability of obstacle negotiation following the planned gaits.
Keywords: amphibious robot; wheel-propeller-leg integration; crawling movement; gai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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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海洋与陆地衔接的极浅水、碎浪带和滩涂地带

成为近年来海洋科学研究、环境监测和调查等应用
的敏感区域 [1] ，常规的水下机器人和陆地移动机器
人无法满足在该区域的灵活运动和作业需求．两栖
机器人对多变的滩涂地形和复杂的水下环境具有一
定的适应能力，是一种能够在陆地和水中实现特定
运动或作业的特种移动机器人．轮桨腿复合式驱动
机构是一种实现两栖机器人多运动模式的有效驱动
方式，能够满足两栖非结构环境下，机器人在速度、
越障、机动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综合运动性能要求
[2]

；利用多目标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对机器人爬行

和浮游运动性能进行综合优化，可得到轮桨腿一体
两栖机器人驱动机构和载体的结构形式及其几何参
数，其三维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载体模型
Fig.1 Model of wheel-propeller-legged amphibious
robot

爬行和浮游是两栖机器人 2 种典型的运动模
式．在陆地上，两栖机器人的运动可视为六足爬行，
即在图 2(a)所示的状态下通过轮桨和足板的协调转
动实现．在水中，两栖机器人通过浮力调节可实现
爬行或浮游运动：爬行运动与陆地爬行相同，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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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采用轮桨和足板推进的方式，即在图 2(b)所示
的状态下，轮桨的旋转和足板的周期性摆动可产生
机器人前进所需的推力．可见，在两栖机器人结构
形式和几何参数确定后，机器人的爬行和浮游为相
对独立的运动形式，且两种运动模式具有不同的运
动机理和运动实现形式．

(a) 爬行运动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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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浮游运动

图 2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运动模式
Motion modes of wheel-propeller-legged amphibious
robot

本文以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为研究对象，研
究其爬行状态下轮桨与足板的协调运动，即步态规
划问题．分析了两栖机器人爬行运动机理，建立了
机器人典型驱动单元的运动学模型；分别对两栖机
器人直线爬行、转向爬行和越障爬行运动进行了步
态规划研究，提出适于不同爬行状态的运动步态；
通过基于虚拟样机技术的运动学仿真试验，对不同
爬行状态下的步态规划效果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
表明：在规划的步态下，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具
有良好的爬行稳定性、机动性和越障能力，体现了
其对非结构环境的适应能力．
⎡ − Sα Cγ − Cα C β Sγ
⎢ Cα Cγ − Sα C β Sγ
0
TP = 0T1 1T2 2TP = ⎢
⎢
− S β Sγ
⎢
0
⎣

(a) 两栖机器人运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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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 行 运 动 机 理 （ Motion principle of
crawl）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在陆地上的运动可视
为六足爬行，此时，两栖机器人的轮桨主要发挥轮
式腿的功能，足板则可认为是具有单自由度的摆动
腿．本文中的两栖机器人各轮桨和足板分别采用独
立的驱动装置驱动，通过对轮桨和足板转动周期、
相位和角速度的控制，可以使各驱动执行机构在支
撑相和悬空相之间有规律地切换，形成基于某一或
某些运动性能最优的爬行步态，实现机器人的爬行
运动．所谓的步态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步行者（人、
动物或机器人）的运动执行机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协调关系．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的爬行运动就是
通过在某种步态规则下的轮桨和足板的周期性转动
实现的．
运动学分析是两栖机器人爬行运动规划的基
础．根据两栖机器人驱动装置对称性的构形特点，
机器人爬行的运动学分析可选择典型的驱动单元为
研究对象．在载体关节的作用下，机器人前轮桨模
块的运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两栖机
器人前右轮桨单元为运动学分析对象，如图 3(a)中
椭圆形虚线标出处，它相当于一个具有三个自由度
的机械臂，每个关节都是一个转动副．以载体关节
处为基础坐标系，利用 D-H 方法建立如图 3(b)所示
的坐标系，经坐标变化运算得到轮桨末端坐标变换
矩阵的表达式，如式(1)所示．
−Cα S β
− Sα S β
Cβ
0

− Sα Sγ + Cα C β Cγ
Sα C β Cγ + Cα Sγ
S β Cγ
0

Px ⎤
Py ⎥⎥
Pz ⎥
⎥
1⎦

(1)

(b)右前轮桨模块坐标变换

图 3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运动机构模型图
Fig.3 Structure modes of wheel-propeller-legged amphibious robot

上式中， P = [ Px , Py , Pz ]T 为两栖机器人前右轮
桨末端点 P 在基础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其表达式

如式(2)所示．其中，各个关节的转角分别为 α、β
和 γ，各连杆的长度分别为 a、b、c、d 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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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 = aCα + cSα − dCα S β − rCα C β Sγ − rSα Cγ
⎪
⎨ Py = aSα − cCα − dSα S β + rCα Cγ − rSα C β Sγ
⎪ P = b + dC β − rS β Sγ
⎩ z

(2)

两栖机器人前右轮桨末端工作空间是指机器人
在关节限位下末端参考点能达到的空间点的集
合．机器人工作空间的大小代表了机器人的活动范
围，是衡量机器人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运动学指
标．基于两栖机器人轮桨腿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2]，
并结合机器人主体的尺寸信息，在MATLAB下对机
器人前右轮桨工作空间进行分析，得到的仿真结果
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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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它上一个节点的状态信息，并以落后于上一个节
点一拍的相位重复上一节点的运动；
规则 4：图 3(a)所示的结构图中，R1 比 L1 的
相位落后 ( N − 2) 拍， N 是机器人平均落地足的个
数，即步态数，取值范围为[3,6)，这条规则决定了
两侧轮桨腿之间的相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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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栖机器人“3＋3”步态规划示意图
Fig.5 “3＋3” gait planning of the amphibious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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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栖机器人前右轮桨工作空间
Operating space of the right front wheel-propeller

爬行步态规划（Gait planning of crawling
movement）

基于轮桨和足板驱动的两栖机器人爬行运动，
需要综合考虑机器人运动的合理性、完备性、稳定
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综合评价指标．机器人在
不同的爬行状态下采用最优的步态规划策略，实现
机器人各驱动机构的协调运动．

3.1

直线爬行步态

直线爬行运动是两栖机器人最简单、最常用的
运动方式，根据自然界六足爬行动物的运动特点，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在直线爬行时采用具有节律
运动特点的规则步态．为实现机器人爬行运动时的
稳定性，本文参考六足爬行机器人的三角步态，提
出基于节律性神经网络步态的“3＋3”规则步态．
节律性神经网络步态的具体规则如下：
规则 1：每执行单元末端（轮桨的每个离散腿
或足板）的动作以前摆、支撑直到返回原先位置（相
对于躯干）为一个动作循环，此动作循环一旦开始，
就不会被打断，直至该循环完成；
规则 2：图 3(a)所示的结构图中，L1 中某一离
散腿按照前摆－支撑－前摆的规律循环运动，且作
为整个网络的节律运动的初始状态；
规则 3：每个执行单元的末端作为一个节点接

“3＋3”规则步态，即 L1-R2-L3 和 R1-L2-R3
各为一组按照规则构成的节律性步态，如图 5 所
示．其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周期内的步态图以状如斑
马线的形式表示，其中，轮桨 L1、L3、R1 和 R3
各均布 3 个离散腿，分别以 1、2 和 3 标识，阴影部
分表示各轮桨离散足或足板的支撑相，其中有荷因
数为 0.4．通过对机器人直线爬行几何模型的分析，
可以得到机器人在规划的“3＋3”步态下，以机器
人质心在垂直方向的位移变化量来表示的机器人稳
定性表达式，如式(3)所示．
ΔH = R[1 − cos(πβi / n)]/ 2cos(πβ i / n) +
R − R cos[(1 − 2βi )π / 2n]

3.2

(3)

转向爬行步态
两栖机器人前后轮桨单元分别由独立的回转关

节驱动，因此，两栖机器人的转向爬行运动可通过
轮桨回转关节的辅助实现．同直线爬行运动类似，
两栖机器人的转向爬行仍为平面运动．为了保证机
器人运动的稳定性，运动过程中采用直线爬行时的
“3＋3”规则步态，可以实现机器人定点转向的运
动要求．
图 6 为两栖机器人分别实现以 r 为回转半径和
原地转向运动（以右转为例）的运动示意图．图(a)
所示的转向运动，各执行单元的末端旋转方向一致，
仍按照直线爬行时“3＋3”规则步态实现转向爬行
（可忽略内外执行机构侧转速相同而引起的位移
差）；图(b)所示的原地转向运动中，同侧的执行单
元具有相同的旋转方向，此时“3＋3”步态的规则
不变，即仍按照图 5 的节律性规则步态运动，需要
调整的仅是内侧执行单元的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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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差为1拍的爬行步态．其在1个完整的运动周期
内（假设该时间段的时长大于1个运动周期）的步态
如图8所示．

(a) 以半径 r 为回转半径
图 8 “2＋2”基本越障步态示意图
Fig.8 “2＋2” basic obstacle negotiation gait

(2) 机器人重心升高至障碍物高度，即足板抵达
障碍物位置：足板发挥支撑－爬行的作用，机器人
恢复直线爬行时的“3＋3”规则步态，完成越障动
作．
(b) 原地转向
图 6 两栖机器人转向爬行运动示意图
Fig.6 Turning movement of the amphibious robot

3.3

越障爬行步态

越障性能体现两栖机器人对非结构环境的适应
能力，越障高度和越障时的稳定性是衡量轮桨腿一
体两栖机器人越障性能的 2 个主要指标．根据载体
关节是否参与越障，将机器人越障爬行步态划分为
基本越障步态和高级越障步态．

3.3.1 基本越障步态
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驱动机构的结构形式能
够满足机器人对较低障碍物（本文中将障碍物简化
为具有一定高度的垂直障碍）的跨越要求．基本越
障步态是指机器人载体关节不参与越障，仅通过轮
桨和足板的协调运动实现对相对较低障碍物的跨
越，如图 7 所示．此时两栖机器人载体可视为刚体，
其最大越障高度可通过几何分析得到：

H max = h + R sin( β / 2)

(4)

β

Fig.7

图 7 两栖机器人基本越障状态示意图
Basic obstacle negotiation of the amphibious
robot

根据机器人的越障过程，其基本越障步态规划
如下：
(1) 前轮桨遇到障碍物至足板遇到障碍物：随着
机器人重心的升高，足板无法支撑地面，此时机器
人主要采用基于前后轮桨的四足爬行，定义此时的
步态为“2＋2”越障步态，即L1-R3和R1-L3的两组

3.3.2 高级越障步态
当遇到垂直高度较大的障碍物时，两栖机器人
需要在载体关节的辅助下，完成对障碍物的跨越，
如图 9，称此时的爬行步态为高级越障步态．在此
状态下，可将机器人的两前轮腿视为具有“攀登”
功能的工作臂，机器人整体的稳定性主要通过后四
足实现．通过几何分析可知，此时机器人最大越障
高度为

H Max = h + a sin α + R sin( β / 2)

(5)

β

α

Fig.9

图 9 两栖机器人高级越障状态示意图
Advanced obstacle negotiation of the amphibious
robot

根据机器人的越障过程，高级越障步态规划如
下：
(1) 前轮桨接触障碍物至攀登到障碍物之上：
机器人在载体关节的驱动下“抬起”两个前轮桨攀
登障碍物，中间一对足板与后两轮桨支撑机器人的
主体，形成“4＋2”越障步态，即两前轮腿采用相
同相位的旋转步态；后四足以“2＋2”步态，即 L2-R3
和 R2-L3 相位差为 1 拍的爬行步态运动．其中前后
轮腿的运动周期一致，但较 L3 相位相差 1/2 拍．其
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周期内（假设该时间段的时长大
于一个运动周期）的步态图如图 10 所示．
(2) 前轮桨攀登至障碍物上后：机器人载体关
节反方向旋转使两个前轮桨发挥支撑作用，机器人
整体呈“足弓”形状，在向前的牵引力作用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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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以“2＋2”步态前行至足板，跨越到障碍物上，
机器人恢复直线爬行时的“3＋3”规则步态，完成
越障行为．

图 10 “4＋2”高级越障步态示意图
Fig.10 “4＋2” advanced obstacle negotiation gait

4

虚拟样机试验（Experiment of virtual
prototype)

(a) “3＋3”直线爬行步态的稳定性

(b) 定点转向爬行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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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AMS 软件环境下建立轮桨腿一体两栖机
器人的虚拟样机模型及其仿真环境，对机器人在步
态规划下的爬行性能进行仿真试验研究．
直线爬行状态下，机器人采用基于节律性神经
网络的“3＋3”规则步态，旨在保证机器人爬行运
动的稳定性．在试验中，机器人的稳定性以虚拟样
机质心在垂直方向的变化量来表示，其在 2 个运动
周期内的仿真结果见图 11(a)．可见，基于“3＋3”
步态规划的机器人直线爬行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图
11(b)为两栖机器人以回转半径为 1.1 m 进行定点转
向爬行运动的仿真结果．结果表明在规则步态和回
转关节的辅助下，机器人可以灵活完好的实现定点
转向运动；图 11(c)～(d)分别为基本越障步态和高级
越障步态下，两栖机器人的相对越障高度及其越障
过程中稳定性的仿真试验结果：在保证机器人稳定
性良好的前提下，机器人能够跨越相对高度分别为
140 mm 和 280 mm 的垂直障碍物．

5

结论（Conclusion）

爬行运动是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能够实现
的基本运动模式之一．本文以轮桨腿一体两栖机器
人为研究对象，对基于轮桨和足板的陆地六足爬行
运动规划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栖机器人爬行
运动的机理，建立了两栖机器人典型驱动单元的运
动学模型；分别对两栖机器人基本爬行运动和越障
爬行运动进行了步态规划研究，提出适于不同爬行
状态的运动步态；采用基于虚拟样机技术的运动学
仿真试验方法，对不同爬行状态下的步态规划效果
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在规划的步态下，轮
桨腿一体两栖机器人具有良好的爬行稳定性和越障
能力，体现出了其对非结构环境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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