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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果（按照项目研究工作计划逐一对照填写）

项目进展情况 （ √ ）按计划进行、（ ）进度提前、（ ）进度滞后

主要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研究内容 完成情况

2021年 3月至

2021 年 6 月
底盘结构设计 完成

2021年 3月至

2021 年 6 月
踢球方案及机构设计 完成

项目研究成果（已取得的成果）

序号 项目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1 底盘结构设计图纸 图纸

2 踢球方案及结构设计图纸 图纸、文档



二、项目季度报告（项目执行的进展情况，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以及在项目

的开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进展情况：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按照总进度的安排，目前已经完成了底盘结构和踢球机构的设计，

以下为项目汇报内容：

（一）底盘结构设计

底盘模块主要是轮系结构的设计，将传统的万向轮系修改以后分成驱动结构和转向结构两

部分

1.驱动结构

图 1-1-1 驱动轴系结构 图 1-1-2 三维结构图

如图 1-1-1 所示，电机经过自带的减速箱变速之后通过传动螺栓将扭矩和转速传递至与轮

毂固定连连的法兰盘上，轴系采用双支点结构，加强结构刚度的同时降低了电机轴所受的径向

载荷。

2.转向结构

转向结构方案有如下表

表 转向方案

传动形式 特点

齿轮传动 结构紧凑，传动比准确，效率高，

功率范围广，但要求较高的安装精度，

不适宜远距离传动

同步带传动 具有良好的挠性，能够缓冲吸震，

需要张紧结构

链传动 安装精度要求低，传动平稳性较

差

从上表比较可以知道，底盘轮系转向结构对底盘运动精度影响较大，且空间小，适宜采用

齿轮传动。



图 1-2-1 轮系俯视图 图 1-2-2 轮系仰视图

如图 1-2-1 所示，驱动结构整体通过支座安装在回转支承的活动端，回转支承的固定端则

安装在底板上，实现了转向的自由度。如图 1-2-2 所示，大齿轮与回转支承的活动端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转向电机通过自带的减速箱后驱动小齿轮，完成轮子的转向功能。

常见的回转支承因为精度高，承载能力强，所以一般价格较贵。所以在初版决定自行设计

简单的回转支承来完成功能测试。

图 1-2-3 回转支承结构

上、下夹板与底板通过螺栓固连，形成一圈滚道，深沟球轴承通过螺栓与上压板和大齿轮

连接形成转动体，而尼龙套筒则实现了大齿轮与下夹板的轴向定位，在大齿轮与下夹板之间套

了一圈钢柱作为滚动体以减小摩擦。

图 1-2-4 底盘总装



（二）踢球方案设计

该模块设计的目的则是将橄榄球踢进球门。核心动作则是驱动执行机构将放在场地上的橄

榄球击打进球门。基于此，将动作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加速阶段和复位阶段。

1、需求分析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绿茵争锋）要求设计两台机器人，一台机器人

需要完成从球架上取下橄榄球并传给另外一台机器人，接下来则完成踢橄榄球的任务。球门形

状为“H”型，中间横梁离地高度为 1.5m，宽度为 1m。踢球区是一个长 10m，宽 2.5m 的矩形

区域，其中长度方向 10m 划分了三个踢球的分区。5分区长度为 5m（离球门最近），10 分区

长度为 2.5m，20 分区长度为 2.5m（离球门最远）。在相应区域踢球进门则会得到相应的分数。

在完成比赛任务的要求且基于制胜的比赛策略下，提出如下的设计指标：

踢球区域在 20 分区，具体范围：离球门水平距离约 7m~8.5m，球在飞跃球门时离地高度

必须大于 1.5m；

结构稳定可靠，重复性 95％；

已知踢球最远距离 S=8.5m，踢球高度 h=0.2m，球门高度 H=1.5m， 球门两侧杆高 L=3.0m，

橄榄球长轴半径 r=0.14m。

分析：在不考虑空气阻力情况下，踢球后球在空中飞行轨迹如下

图 2-1-1 橄榄球飞行轨迹

竖直方向上：

21= sin
2

h v t gt  
(1-1)

水平方向上：

coss v t  (1-2)

其中：

：竖直方向位移量

v：球的飞出速度

：球的飞出速度与水平方向夹角

t：球飞出到进球门运动时间

满足进球门的条件为 h H+r-h  ，即 h 1.56m  。



利用 MATLAB的函数功能求解不等式，得到以下满足橄榄球飞跃球门的速度和角度条件：

图 2-1-2 橄榄球进球门的速度和角度要求

显然图中曲线以上（红色的区域）均满足橄榄球进球门的要求，其最低要求为弧度

0.85~0.9rad，速度 10m/s以上，为留有足够裕度，设计弧度范围为 0.6~1rad，对应速度范围

为 10~12m/s。
2.执行末端分析

在比赛中，橄榄球（图 2-2-2）需摆放在比赛场地的球座（图 2-2-1）上，球座的位置可

自行布置，规则中对踢橄榄球的限制是踢球面仅限于一个平面或一个凸面。

图 2-2-1 球座 图 2-2-2 橄榄球

对球座进行分析，主要起稳定橄榄球作用的有四个球面支撑点，四个支撑点中两对不等高，

橄榄球的实际形状为近似椭球形，在球座上的摆放形式可见下表 2-2-1 的分析

图 2-2-3 摆球方案



现定义球座支撑点高的朝向球门时方向为球座朝前，反之球座朝后两种形式；橄榄球相对

球座的摆放姿态有竖直摆放，水平摆放、倾斜摆放。

表 2-2-1 橄榄球姿态方案

摆放姿态 优点 缺点

竖直摆放 踢球接触面积较大 球的支撑面积最小，

摆放不稳定

倾斜摆放 球的支撑面积最大，

最稳定的摆放形式

踢球接触面积最小，

意味着裕度最小

水平摆放 球的支撑面积最大，

踢球接触面积最大

球的质心最低，理想

踢球点与球座

球座朝前与球座朝后唯一区别是在踢球时球座对球的阻碍作用不一样。由于橄榄球的形

状，其表面曲率在球表面与长半轴相交处最大，而与短半轴相交处最小。当橄榄球与球座相配

合时，与球座支撑点形成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图 2-2-4）。

图 2-2-4 橄榄球和球座的配合 图 2-2-5 下限角示意

该角度在踢球方向的投影角度为 40°，踢球时尽可能减少球座对橄榄球的阻力影响，该

角度则为踢球角的下限值。如图 2-2-5 所示，球座朝后和橄榄球水平摆放时，该踢球角下限值

约为 37°，相比其他摆球方案，此方案在踢球角的选择上会有更大裕度。

图 2-2-6 踢球面分析

踢球末端仅限于一个凸面或一个平面，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图 2-2-6）。这两种形式

区别在于凸面的曲率趋于无限小的时候则会变成一个平面，因为比赛过程中，橄榄球本身限定

在一定的气压范围，当踢球末端与橄榄球相互作用时，在踢球末端线速度一定的前提下，球的

形变是有限的。所以在曲率由大变小的过程中，踢球末端与橄榄球的接触面积应该是逐渐增大

然后基本不变的变化趋势。最理想情况应该是用平面踢球。所以综上所述，踢球末端设计为一

个平面与橄榄球直接接触。



（三）踢球结构设计

1、蓄能机构

（1）蓄能原理

蓄能原理灵感来自于一种复位机构，其原理图如下：

图 3-1-1 蓄能原理图

首先连接 AB 之间是弹簧力，两个圆代表的是驱动结构，只允许单向转动。当 C圆顺时针

转动时，固连于 C圆上的 B会随之运动，则弹簧力在增大，该过程为储存能量；当 B点运动至

AC 的连线上即大圆的顶部，结构处于死点位置，当驱动源即 D 继续转动，此时经过死点，弹

簧拉动圆 C顺时针快速运动复位，该过程为释放能量过程。

（2）蓄力源

蓄能机构可以就是用具有弹性的柔性体经过一定的形变作为能量来源，释放后形变恢复从

而释放能量驱动机构动作。具有弹性的柔性体有非常多种类，常见的有弹簧类、橡皮筋类等材

料，但由于橡皮筋类材料其拉伸形变过程是非线性的，而且不同的橡皮筋其力学性能几乎不一

样，只能够通过不断试验拟合数据才能较为准确得到其力学性能；而因为弹簧类的都能够使用

胡克定律得到其力学性能曲线，显然弹簧类作为蓄力源比较合适。弹簧分别有拉伸弹簧、压缩

弹簧、扭转弹簧、蜗卷弹簧等，压缩弹簧的储能过程和拉伸弹簧是相反的，而压缩弹簧其储能

过程会存在压杆稳定性，使用时需要设计限位结构，增加了结构的复杂型，采用拉伸弹簧则可

以简化该结构；涡卷弹簧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转动多圈才能够达到所需要的能量，但在本方案中，

踢球执行末端旋转要求是在一圈以内完成，故涡卷弹簧不合适。综上所述，蓄力源选择拉伸弹

簧设计。

图 3-1-2 拉伸弹簧 图 3-1-3 蜗卷弹簧

（3）传动机构

在整个原理中，弹簧力的释放是驱动整个踢球机构完成最终的踢球过程，而传动机构需要

完成将弹簧拉伸至死点附近完成蓄能过程。常见的传动机构如下：



表 3-1-1 常见传动机构

传动机构 优点 缺点

齿轮传动 传动稳定高效，可传递功

率范围大

制造精度和安装精度要

求高，不适于远距离传动

蜗轮蜗杆传动 传动比大，结构紧凑 轴向力较大、效率低

同步带传动 适于远距离传动、高效

率、可缓冲吸震，成本低

结构力较大、需要设计张

紧装置

链传动 制造精度和安装精度要

求较低

传递平稳性较齿轮和带

传动差

图 3-1-4 齿轮传动 图 3-1-5 同步带传动

由于传动机构需要将弹簧拉伸，其传递的扭矩较大，同时需要控制其能够到达死点附近，

即其传动间隙要求较高，所以不能选用链传动；而实际结构中，由于踢球的结构以及弹簧的存

在，传动的中心距不能离太近，但齿轮或者蜗轮蜗杆传动若设计成远距离传动则使得结构尺寸

增大，所以综上所述，选用带传动机构完成该功能。

具体踢球模块整体结构如下图：

图 3-1-6 踢球模块结构图



电机通过带传动拉动弹簧伸长的同时，踢球杆向上摆动，当弹簧拉杆上的弹簧端处于旋转

中心和弹簧固定端的反向延长线上时到达死点位置附近，电机停止转动，由于单向转动结构，

旋转轴在脱离电机驱动后不会反向转动，此过程为储存能量阶段；当电机继续驱动旋转轴转动

时，经过死点后，由于单向转动，弹簧随着转动方向复位的同时拉动旋转轴快速转动，通过带

传动驱动踢球杆完成踢球任务，此过程为弹簧释放能量踢球阶段。

为实现单向转动，转轴在脱离电机驱动以及弹簧力作用下不产生反向运动，需要设计特殊

的单向运动结构，如下图 3-1-7：

图 3-1-7 单向转动结构 图 3-1-8 原理图

在蓄能过程，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驱动图中同步带轮 1顺时针转动，由于图中单向轴承的

内圈相对外圈只能顺时针转动，所以同步带轮 1可以通过单向轴承 1驱动转轴 1顺时针转动，

当弹簧拉伸至死点前附近时，电机停止驱动，此时弹簧力拉动同步带轮 2有逆时针转动的趋势，

此时由于支座里面的单向轴承 2（图 3-1-8）和单向轴承 1一样，内圈只能相对外圈顺时针转

动而使得转轴 1静止不能逆时针转动；在释放能量过程中，电机只需要继续驱动同步带轮 1顺

时针转过死点位置，弹簧力拉动同步带轮 2变成顺时针转动，由于轴承作用，使得转动在弹簧

释放能量时始终是顺时针转动，后面的过程则循环往复以上动作。

（四）项目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1.弹簧、驱动电机的选型、部分结构尺寸暂未确定：

踢球机构的弹簧参数、驱动电机，以及部分结构的尺寸暂未进行确定。

应对措施:

首先利用仿真软件搭建虚拟样机，在虚拟样机模型上进行仿真实验，并根据踢球轨迹等条

件，初步确定各机构的具体尺寸，之后制作实物样机，在进一步样机实验的基础上对机器进行

优化和修改。



三、经费使用明细情况

项目获批总经费： 20000 元
已使用项目研究经费： 6000 元

已报销金额： 0 元 未报销金额： 6000 元

项目经费开支情况

名目 用途 金额 备注

论文版面费

专利申请费

调研、差旅费

打印、复印费

资料费 购置相关参考资料 1000

试剂等耗材费 购买碳板等用于加工底盘的材料 3000

元器件、软硬件测试、

小型硬件购置费
购买电机和传感器 2000

其它

四、项目后期具体工作计划

下阶段主要任务：

对踢球机构和底盘进行仿真，依据仿真结果进行弹簧和电机等模块的选型，确定底盘和踢

球机构的具体尺寸，进行摆球模块的结构设计。

整个项目按以下计划表执行

时间 内容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 需求分析

2020 年 8 月至 2020 年 9 月 原理方案收集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 方案评估及选择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

方案结构具体设计、虚拟样机仿

真实验、实物样机实验、零件计

算选型和校核、图纸绘制

制作、调试机器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5 月 编写设计说明书



五、指导教师意见：（包括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度、预期效果、经费使用等情况）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六、学校审核意见： 季度检查结果类别

（请在对应结果中打“√”）

通过

限期整改

不合格

填表说明

1．本表应填写完整、内容详实、表达准确，认真如实填写表中所

列各项。

2．该表根据各课题预计研究周期计算季度报告填报次数，每年填

写 4次，请各单位审核后，由项目负责人分别于 3月、6 月、9 月、12

月的月底前，登陆江西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平台（网址：

hhttp://192.168.128.240）填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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