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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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3

月

项目方案评估和选择 完成

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3

月

底盘结构设计 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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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方案评估报告 文档

2 底盘轮系结构图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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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完成了方案的评估和选择，并已经开

始了底盘结构的具体设计，以下为项目汇报内容：

（一）底盘方案评估

我们对机器人的底盘模块进行了细致考虑，对足式底盘和各类轮式底盘进行了评估，并最

终确定了使用舵轮底盘来作为机器人的底盘模块，主要理由如下：

1.足式底盘是科研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控制难度、对驱动力的要求很高，且足式底盘的运

动机构设计相比轮式而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足式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一般作为单独的课题进行

设计和研究），因此不适合用于本项目

2.轮式底盘：采用各种轮结构实现运动，根据轮胎的类型主要可分为：全向轮底盘、麦轮

底盘、舵轮底盘等，根据安装方式和使用轮胎的个数又可分为：三轮全向底盘、四轮全向底盘、

正交底盘、正方形底盘、X型底盘、米字形底盘等等，轮式底盘种类丰富，具有结构紧凑、运

动稳定可靠、运动精度高、价格经济、控制较为简单等优势，更加符合我们机器人的设计要求，

故相比于足式底盘，轮式底盘是更佳的选择。

3.三种轮式底盘的分析、比对及方案选择：

（1）麦克纳姆轮底盘

优点：易于实现全方向移动、稳定性较好、承载能力强、抓地性强、可平行安装，较容易

保证安装精度、团队对麦轮的使用控制有借鉴和实践。

缺点：轮子本身重量较重、由四轮的速度合成实现全向移动，横向移动时会损失一部分速

度，运动效率不高，且无法在崎岖地形进行全向移动、滚子容易磨损。

（2）全向轮底盘

优点：易于实现全方向移动、不同的安装方式可实现结构的简化、可达到不同的需求。

缺点：全向轮无法平行安装、对安装的准确性较高，且承载能力较差。

（3）舵轮底盘

优点：准确性高、速度快。

缺点：速度和灵活性相比全向轮和麦轮更高，但需要单独的电机来控制实现转向，结构复

杂，控制难度较高。

（4）底盘方案选择

三者均能够实现底盘的全向移动，且都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考虑到所设计的机器人需要达

到高速度、高灵活性的要求，决定选择舵轮底盘作为机器人的底盘方案。

图 1-1 舵轮底盘



（二）踢球方案评估

根据比赛的需要，踢球机构需要完成将橄榄球踢出，使其射入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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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旋转踢球方案

图 2-1 电机

该方案基本原理为电机经过减速以后带动旋转臂加速踢球。加速过程有以下的对比：

方案原理 优点 缺点

整周旋转加速 加速过程稳定 由于橄榄球摆放位置固定，

整周旋转加速不容易控制踢球

时间，而且需要处理整周旋转所

导致的线路缠绕问题

非整周旋转加速 加速度大，加速

时间短

加速度大，在加速时可能会

剧烈晃动，影响机构的稳定性

在机构设计中考虑到若踢球机构的模块尺寸过大，则容易与其他的功能机构发生干涉问

题，所以选择此方案则仅考虑非整周旋转加速的原理。

2.气缸直推踢球方案

图 2-2 气缸

气缸直推结构较为简单，但由以上分析可知橄榄球踢出速度要达到 10m/s 以上，而标准的

气缸直线速度为 50~500mm/s。在一定气压工作的情况下，缸径和负载越大，则气缸杆的直线

速度越小，需设计相应的增速机构，但由于竞赛机器人的尺寸限制，直线加速的行程过长则不

符合竞赛要求，而且气缸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爬行的现象，影响踢球的稳定性。



3.弹簧蓄能踢球方案

拉伸弹簧其优点在于可以再极短时间内释放出非常大的能量，即其功率非常大，其缺点在

于其工艺性的问题，普通弹簧的正常工作行程很小，即其能储存的能量不多，所以需要使用多

根弹簧配合工作完成蓄能踢球任务。

4.摩擦轮踢球方案

使用一对摩擦轮，利用球面和摩擦轮之前的摩擦力，将球射出。

其优点在于：摩擦轮的重复性很好，且能够提供较大的推出力。

缺点在于：摩擦轮和球面的接触是一个曲面，不易计算所需转速，且必须保证球的入摩擦

轮时的姿态是确定的，因此可能需要额外设计姿态纠正的机构，而橄榄球的纠正存在不确定性。

5.踢球方案选择

综上，基于经济成本以及能效等因素，选择弹簧蓄能踢橄榄球方案作为机械结构设计方案。

（三）踢球方案评估

由于比赛中需要获得球权后才能进行踢球任务，意味着获得球权后需要将橄榄球摆放

到踢球区合适位置，进而完成踢球任务。完成这一过程规则中允许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1.人工摆放橄榄球

2.机器自动摆放橄榄球

规则中明确了选择第一种方法的限制是当申请多个橄榄球时则需要同时摆放到场地内不

同点，机器人需要将所有橄榄球踢完才能进行下一任务；而选择第二种方法则由机器人的设计

特性，可以将橄榄球逐一放在同一个点完成踢球任务。

3.摆球方案选择

从上述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踢球点可以是多个或者一个，但考虑到比赛的对抗性

质以及机器特性，选择第二种即机器自动摆放橄榄球对其重复性有更好的保证，所以目标是选

择第二种方式进行设计完成这一任务。

（四）摆球原理评估

1.摆球原理分析

由于橄榄球本身体积较大，而设计目标是能够同时存放三个橄榄球和三个球座，所以总体

摆球方案思路是从对象开始构思，设计合适的摆放结构。主要的原理有两种：

图 4-1 摆球原理图

2.摆球原理选择

由于摆球的稳定性对踢球的效果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所以首要条件是保证稳定性。所以

选择第二种原理进行设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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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驱动轴系结构 图 5-1-2 三维结构图

如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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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轮系俯视图 图 5-2-2 轮系仰视图



如图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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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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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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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目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1.底盘的控制和设计缺少实验平台：

由于团队成员对舵轮底盘的接触比较少，因此在其设计和算法控制上需要进行较多学习工

作，而实物底盘样机的设计制作需要较多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底盘的设计和控制算法的验证

不宜使用实物样机平台。

应对措施:

学习仿真软件，利用仿真软件搭建虚拟样机，在虚拟样机模型上进行算法和结构的仿真，

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节约学习时间和实验成本，仿真所得结果可以作用于底盘的设计以及电

机的选型。

2.橄榄球的姿态问题：

橄榄球的摆放姿态会影响摆球的效率以及踢球的效率，因此必须橄榄球的摆放姿态进行详

细的分析。

应对措施：

考虑橄榄球的所有可能的摆放方式，并寻找用于评估摆球效率和踢球效率的变量，从而再

对橄榄球的所有姿态进行评估，最后选出最佳的橄榄球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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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试剂等耗材费 购买碳板等用于加工底盘的材料 0.3

元器件、软硬件测试、

小型硬件购置费
购买电机和传感器 0.2

其它

四、项目后期具体工作计划

下阶段主要任务：

首先对球的摆放方式进行仔细考虑，确定球摆放时的姿态。寻找和学习仿真软件，利用仿真软件建立

虚拟样机，以进行底盘结构设计以及控制算法的开发工作，同时，也对各大模块开展具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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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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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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