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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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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经典的Ｓｃｈａｔｚ机构为基础单元提出了一种新概念爬行移动机器人．基于Ｓｅｈａｔｚ机构的
结构特点与运动分析，提出将两个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组合成移动机器人的构型方案，对杆件的外形及电

机的安装位置进行设计．通过分析将其置于平面内的移动机理，提出通过控制两个电机的相位差来
控制其移动的控制方案，使用动力学仿真软件建立虚拟样机在设定的场地内进行仿真实验，探索移
动规律．基于移动规律验证控制其移动的控制方案的可行性，进而研究控制机器人完成定点运动
的控制策略，通过实验验证了设计制作样机理论分析及研究的正确性．
关键词：爬行机器人；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空间６Ｒ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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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机构形式多样、结构紧凑、运动形式灵活，

机构．刘超等…５研制了一种基于空间ＲＣＣＲ四杆机

将其应用于移动机器人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与发展

构的内外双足型式的步行机器人．田耀斌等蚓６研制

潜力．文献［１—３］作者研制一种步行机器人，组成其

了一种单自由度概率翻转移动连杆机构，该机构为

腿部机构的是平行四边形机构，其足端可在垂直平

一种空间八杆机构，其外形为几何学上的双三角锥．

面内作平移运动．Ｌｉｕ等Ｈ Ｊ研制以滚动的方式实现

郝艳玲等【７ Ｊ研制了一种基于空间十四杆机构外形

移动的平面四杆机构、球面四杆机构和空间Ｂｅｎｅｔｔ

为４个四边形机构空间正交的滚动机器人．Ｇｉｆｆｏｒ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１７５０３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１６８）；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２０１ ３０００９１ １００３０）
作者简介：姚燕安（１９７２一）男，河北唐山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机构学与机器人．ｅｍａｉｌ：ｙａｙａｏ＠ｂ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竺！塑

竺童窒篁！翌兰竺兰塑望竺至塑堂尘

１３

等旧Ｊ设计了一种基于空间二十六杆机构的多面体

移，即转动副Ｊ１的角位移，称其为动力位移．

移动机器人，并在越障性能方面显示出优势．上述
基于连杆机构的机器人移动方式新颖，但是控制其

图１所示状态中，Ｓｃｈａｔｚ机构处于初始状态，ｙ
轴正方向指向地面，此时动力角位移０为０．用Ｃ和

移动的方式方法较为复杂．

Ｄ表示转动副Ｊ３和Ｊ４的位置，使用ＤＨ法得到其

本文作者探索将Ｓｃｈａｔｚ机构应用于移动机器
人．Ｓｃｈａｔｚ机构是一种经典的空间连杆机构恻９，最早
由Ｓｃｈａｔｚ提出，Ｂｒａｔ［１０］、Ｂａｌ【ｅｒ［１１］和Ｌｅｅ等［１２－１６］对

相对于坐标系Ｏｘｙｚ的位置坐标

（Ｇ，Ｇ，ｅ）：（譬Ｌ１ｃ若日，雩Ｌ１ｓｉｎ曰ｃｏｓ口，

其进行了分析，物料混合机是该机构的成功工业应

等以了五丽＋Ｌ２）

（Ｄｘ“蚴＝（凰＋黼，

用案例．本文作者将两个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组合成一款具

（３）

訾１ ３ｓｉｎ２０，志心）（４，

备爬行能力的移动机器人，研究其构型方案、移动规
律及控制策略．该机器人构型新颖、控制方式方法
简单．

’九了磊而１Ⅵ／

十

１构型方案与移动原理

”７

当ｑ＜０且Ｂ＞ｏ时，Ｓｃｈａｔｚ机构以Ｄ点为支
１．１构型方案

点，即

经典的Ｓｃｈａｔｚ机构是由６个杆件和６个转动副

瞄

Ｌ ｐｍ 口

组成的单自由度空间连杆机构［９］９，将各个杆件和转

臼 ＜０

（５）

动副命名如图１所示．转动副，】和Ｊ６的转动轴向
相互平行，其余相邻转动副两两垂直．变量Ｌｌ～Ｌ６
分别表示杆１～杆６的长度，可得［９］

垣２拈卜一 Ｌ一＋ ｐ一３ ｍ一０

堕∞

口一ｍ

口『 ＞０

此时０满足

．压

Ｌ３＝Ｌ４＝Ｌ５＝等Ｌ１

（１）

Ｌ２＝Ｌ６

（２）

在物料混合机的经典应用案例中，将Ｓｃｈａｔｚ机

以７（＋—车＜０＜咒７ｃ十丌，行为整数

（６）

当Ｃ。＞０且Ｄ。＜０时，Ｓｃｈａｔｚ机构以Ｃ点为支
点，即

构的杆１用作机架，用物料桶替换杆４，杆２在电机

ｌ等Ｌ１ｓｉｎ

的驱动下绕转动副．，２轴线高速转动，使物料桶在空
间翻滚，将物料混合．

０ｃｏｓ ０＞０

＜一

ｌ丝１黑３ｓｉ掣ｎｚ０＜ｏ

（７）

、。

【

＋

此时口满足

咒７ｃ＜０＜要＋，ｚ丌

（８）

可知当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的日从０增长到７ｃ时，其完
成一个运动周期．
现将两个Ｓｃｈａｔｚ机构通过连接杆件的方式组
合，如图２所示．将两个Ｓｃｈａｔｚ机构分别称为闭环
Ｉ和闭环Ⅱ，由电机Ｉ和电机Ⅱ直接驱动的杆件分
别称为驱动杆１和驱动杆２，同时这两个电机作为
两个闭环的两个转动副，其他转动副命名如图２（ａ）
所示．将该组合中两个在空间作翻滚运动的杆件称
图１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简图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ａｔｚ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如图１，在转动副，，的中心位置建立坐标系
Ｏｘｙｚ．其ｚ轴轴线与杆１平行，ｚ轴轴线与杆２平
行，其方向如图１所示，通过右手螺旋定则确定Ｙ
轴轴线和方向．用０来表示杆２相对于杆１的角位

为足１和足２，如图２（ｂ）所示．在闭环１的驱动杆１
处建立坐标系ＯｏｚｏＹｏｚｏ，坐标原点ｏｏ位于转动副
中心，ｚｏ轴正方向与驱动杆１的方向平行，ｚｏ轴正
方向如图２（ｂ）所示，ｙｏ轴正方向可通过右手螺旋定
则确定．驱动杆１与驱动杆２相对于坐标系
ＯｏｚｏＹｏｚｏ中的相对角位移分别为０１和臼２．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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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１＝自２，即两个电机输出的转速相等，方向相同
工
足ｌ

以
正
ｊ；

电机Ｉ
驱动ｆ

图３机器人仿真模型

Ｊ

Ｆｉｇ．３

表１

ａ）三维模型
Ｔａｂ．１

妪动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机器人仿真模型尺寸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零件名称

足１

足２

驱动杆１

长度／ｍｍ

２１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７

质量傀０．１３

驱动杆２

以艿＝０时机器人的移动轨迹为例，说明仿真
数据的含义．在５０个移动周期之后，该机器人沿向
左弯曲的弧线ＡＢ，从Ａ点出发行进到Ｂ点，将其

弧动杆２

移动轨迹用虚线标出，如图４所示．通过测量可得

（ｂ）机构简图

到虚线的圆弧半径ｒ、Ｓ、转向角度口，以及行进的起

图２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器人方案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ａｗｌ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ｂａｓｅｄ

始点之间的距离ｄ（Ａ与Ｂ之间的距离），将艿取不

ｏｎ

同值时机器人的移动轨迹数据记录并分析，如表２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ｃｈａ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所示．
１．２移动机理

足１和足２在电机的驱动下在空间翻滚，产生
带动机器人移动的动力．当臼，和臼２取不同数值时，
闭环所处的姿态不同，足１和足２产生驱动力的大
小和方向也不同，所以当臼】和臼２之差取不同值时，
机器人的运动轨迹也不同，称臼】和臼２之差为相位
差占，即
艿＝０ｌ一０２

（９）

将该机器人按照图２（ｂ）所示姿态置于地面，即
Ｙｏ轴正方向垂直地面向下．其运动时，足１和足２
作翻滚运动，其杆件的两端会与地面产生碰撞和摩
擦，即会有对地面相对滑动的趋势，进而产生作为动
力的摩擦力．由于占取不同值时，足１和足２产生
的动力不相同，因而拟采取仿真实验的方法，建立仿
真模型，探索其在艿取不同值时的移动规律．

２虚拟样机仿真实验研究
仿真环境中建立机器人仿真模型，如图３所示．
将动摩擦系数和静摩擦系数均设为１，驱动杆１和
驱动杆２的转速为３０ ｒ／ｍｉｎ，各个杆件材料均匀密
度相同．机器人仿真模型其他尺寸参数如表１所示．
在点００处建立方向向量ｓ，与ｚｏ轴正方向相同．

图４机器人移动轨迹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为了便于分析仿真实验数据，定义两个参数．
１）为了鉴别机器人移动轨迹与直线的相似程
度，定义直行系数Ａ为

Ａ＝孚

（１０）

式中：ｄ ７为计算距离；Ｚ为轨迹圆弧长度．当机器人

在实验中行进方向转动角度不超过１８０。时，ｄ ７＝ｄ；
当其行进方向转动角度超过１８０。时，ｄ ７＝２ｒ．机器
人移动轨迹与直线的接近程度与Ａ成正比．
２）为了分析该机器人的转向效果，定义在单位
时间内机器人行进方向改变的角度为单位转角口
ｐ＝ａ／ｔ

（１１）

仿真实验中机器人的移动轨迹会根据相位差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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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为半径不同的向左或向右弯曲的圆弧或直线．
表２机器人仿真数据
Ｔａ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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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方法与策略
通过仿真实验研究，发现机器人的移动轨迹随
着相位差ｄ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因此可以采用控
制驱动两个闭环的电机之间艿的方法实现控制其
在平面内行进和转向．

由于该机器人需在平面内完成移动，并完成到

弯曲路径圆弧的最大值Ｏ．９８，此时移动轨迹与直线
的契合度最高，所以选择１２０。为控制其向右行进的
相位差；同理，选择２０。为控制其向左沿弧线行进的
相位差．

基于以上分析，制定基于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
器人的控制流程图如图５所示，其移动过程分为４
个步骤．

达指定目标点的任务，将其控制策略分为两个阶段，
调整行进方位和行进．
１）在调整行进方位的阶段中，主要目的是尽可
能快地控制其调整行进方向向量ｓ，使其指向目标
位置点．通过表２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电机转速一
定的前提下，当３＝５０。，／１最大，达到了１１．２４。，此
时其转向速度最大．此外，当相位差艿取５０。时其移
动路径圆弧的半径最小，说明此时移动装置在最小
的空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行进方向．所以，选择
５０。为调整行进方位的相位差值．
２）在控制机器人行进的阶段中，主要目的是驱
动其尽快到达目标位置点．虽然沿直线行进是最快
的方式，但是仿真实验中当其沿直线行进时，其行进
方向并不与其行进方向矢量ｓ重合，在实际控制中
存在很大问题隐患，所以选择通过控制其沿一对最
接近于直线的弯曲方向相反的轨迹递进向前，完成
行进任务．
控制机器人沿一对弯曲方向相反的轨迹曲线行
进，包括控制其向右沿弧线行进和向左沿弧线行进．

图５机器人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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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向右沿弧线行进的方式，通过对仿真数据

１）获取机器人与目标点的距离ｄ，判定ｄ是否

的分析和对比，可以看出当艿取１２０。时，Ａ达到同向

为０：是则到达目标点，完成任务，反之进行步骤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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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获取机器人当前方向向量ｓ．判定方向向量
ｓ是否指向目标点：是则进行步骤４），反之进行步骤
３）．

３）控制该机器人调整自身方位，然后返回步骤
２）．

．／‘

４）判定目标点与方向向量ｓ的相对位置：若目
标点在ｓ的左侧，则控制其向左行进，到达目标点与
直行起点连线和轨迹弧线的交点，然后返回步骤
１）；反之，若目标点在ｓ的右侧或ｓ指向目标点，则
控制其向右行进，到达目标点与直行起点连线和轨
迹弧线的交点，然后返回步骤１）．

４实例分析
如图６所示，将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器人放置
于出发点Ａ，Ｂ点为目标点，锯齿状线条为该机构
质心的轨迹曲线，用来表示其整体移动轨迹．

（ｃ）向右沿弧线
行进位姿

（ｄ）向７－吲｝９Ⅱ线
行进位姿

（ｅ）最终位姿

图７机器人移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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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样机
设计制作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器人样机如图８

所示．通过将其中两个零件底面设计成圆柱面的方
法，降低机身与地面的摩擦系数．此外，将足１和足
２的两端边缘设计为直角构造，该设计可以提高其
与地面的摩擦系数．样机其余各尺寸参数见表３．
电机选用２４ Ｖ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１２ ｒ／ｍｉｎ．
图６机器人移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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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调整位姿．初始位姿如图７（ａ）所示．首先获
取行进方向向量ｓ，目标点Ｂ在ｓ的左侧，将相位差
艿调整为５０。，如图７（ｂ）所示．电机驱动该机器人移
动向左沿弧线移动改变方向向量方向ｓ到达中间点
Ｍ，ｓ逆时针旋转，当其到达点Ｍ时，ｓ指向Ｂ．
２）行进．当目标点Ｂ不在ｓ的左侧，则控制两
图８机器人样机

个电机相位差艿达到１２０。，如图７（Ｃ）所示．该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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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右沿弧线行进到达目标点Ｂ与直行起点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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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轨迹弧线的交点Ｎ．此时机器人位姿如图７（ｄ）

当两个电机之间的相位差取不同值时，物理样

所示，再次判断其方位，目标点Ｂ在方向向量ｓ的

机同样可以沿不同参数的圆弧行进，物理样机的实

左侧，则将相位差艿降低到２０。，如图７（ｅ）所示．此
时，机器人向左沿弧线行进到达目标点Ｂ，完成移动

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双Ｓｃｈａｔｚ机构爬行机

任务．

转向的功能．

器人可实现地面移动和在其移动路径任意一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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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机器人样机尺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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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的动力系统被简化，降低了控制系统的复杂度，
并且在低成本、高可靠性方面具有优势，期望此种机
器人能够成为移动机器人家族中具有发展潜力的一
个新成员．但该机器人会因地面环境的不同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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