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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当今世界暴力与恐怖事件频发袁反恐防暴越来越需要科技的支持.反恐防暴机器人将高机动尧多维侦察尧高隐

身性尧定位识别尧远程遥控等功能相结合袁能对突发性强破坏性的恐怖事件有很好的应急处理能力.本文以反恐防暴机
器人为研究对象袁结合虚拟建模袁对反恐防暴机器人进行一种概念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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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袁军事的发展已使得高科技融入到单兵甚至班尧排装备中.现在兴起的特战小组袁更是将高科
技装备运用得无所不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无人飞行器渊UAV冤研发种类达上千余种[1-2].其中有
大型的无人飞行器袁这些大型飞行器袁重达 7 kg 左右袁以燃油机作为动力袁用于监视尧军事勘探袁可搭载杀伤
性载荷曰也有研制出来小型无人飞行器袁如院Honeywell 微型飞行机器人[3]袁从长远来看袁预期会存在一种足够
小且很难被发现的机器人袁可以用来收集情报袁甚至可以飞入窗孔和通风管道.用于军事用途的机器人附加
了特殊的传感器后可以为民用的天气预报尧保安尧环境监测尧法律执行服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利用
3DMAX 软件概念化的设计了一种将四轴飞行器和四足机器人相结合的无人飞行反恐防暴机器人[4-14].

1

反恐防暴机器人的概念化设计

设计的四轴四足反恐防暴机器人系统平台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院主体结构尧旋桨部分尧姿态检测部
分尧无线传输遥控部分尧四足机构部分尧武器系统部分组成袁见图 1.其中机械结构大部分采用工程塑料袁以
减轻整体质量.
另外袁四轴飞行器具备 4 个对称旋翼袁它起降方便袁结构简单袁运动性好袁其模型如图 2 所示袁其 4 个旋
翼位于对称十字结构的端点上袁 分为对称前后左右 2 组. 因每个旋翼离中心点距离相等袁2 组旋转方向相
反袁即可相互抵消扭矩袁因此飞行过程中只需改变 4 个旋翼转速即可实现各种复杂运动.

图1

总体结构模型

图2

四轴飞行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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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原理如图 3 所示袁当 4 个旋翼的转速相等时袁旋翼旋转所产生的总升力大于直升机的重力时袁直升
机处于垂直上升状态曰当总升力小于直升机的重力时袁直升机处于垂直下降状态曰而当两者相等时袁直升机
处于悬停状态.当其中一个旋翼转速增大或减小时袁对角线上旋翼转速等量的减小或增大时袁直升机将向
转速减小的一侧倾斜袁产生俯仰运动或者滚转运动曰当其中一组旋翼转速变化相等而另一组转速不变时袁
直升机将产生偏航运动.
1.1 主机体模块结构设计
主机体上有几处可以装卸的榫槽袁方便加装武器系统模块尧无线视频传输模块袁与此相对应的袁武器系
统模块尧视频传输模块袁以及待开发的模块同样需要能与之对接安装的接头.主机体呈流线型袁使得其在飞
行中减少空气阻力袁同时避免雷达侦测袁在表面涂装隐形漆料袁反射敌方雷达的电磁波. 如图 4 所示.

渊a冤左偏航

渊c冤向上飞

图3

1.2

渊b冤右偏航

渊d冤向右

图4

主机体模型

四轴飞行器飞行原理

旋桨模块设计

旋桨的 4 个桨体动态根据动力学设计要求袁 保持桨叶的桨矩角和
旋桨轴不变袁且旋翼轴均与机体平面垂直袁只需控制每个旋桨的旋转速
度即可.其设计采用对角线的 2 组桨旋转方向相同袁而相邻的 2 个桨桨
叶旋转方向相反的正反桨设计方法袁使整个机体转矩平衡袁这样正常飞
行时对角线与相邻 2 个桨之间转矩抵消袁避免飞行器打转.使机身旋转
时只需改变正浆或反浆的转速袁 以此来改变总的转矩袁 从而改变偏航
角袁旋转的桨体如图 5 所示.
图 5 旋桨的桨体
1.3 无线视频传输模块
当反恐防暴机器人到达现场空中或地面区域后袁 对现场状况进行
瞄准和制导镜头
Aiming and Gui dance Camera
图像采集并进行无线图像传输袁将现场状况实时反馈到控制端袁如图 6
所示. 为了便于采集数据的无线传输袁 采用芯片内自带压缩算法的
COMS 无线彩色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袁数据传输应用于军事时袁需将频
段为保密考虑调至超高频袁同时防止干扰.现场图像经解调解压接收后
处理成 PAL 的图像袁再由图像采集卡将 PAL 图像数据串行加载到 USB
监制头
通信协议上袁 上位机读取 COM 口数据并将实时现场状况显示到上位
Camera
机渊一般是电脑或者工作站冤界面上.
图 6 无线视频传输模块
1.4 四足轮机构模块设计
足轮结构既有多足爬行的全地形行走能力袁也拥有轮式驱动在较平坦地形的快速机动能力袁而且在转
向时袁由于 4 个轮子是单独驱动的袁可以有很小的转弯半径袁如图 7 所示.足轮机构分为足轮一体结构袁足
轮分离结构.在这里采用足轮一体结构袁这样就可以在特殊环境下切换轮式运动模式或是足式运动模式袁
同时可以在行进转向时利用足轮运动结合使得转向半径减小.
1.5

武器系统模块设计

针对战场环境和主要敌方势力的要害袁可以有针对地加装 EMP渊电磁脉冲冤弹发射器袁高射速无壳弹机

枪袁小型榴弹发射器袁压制反器材狙击枪.相应的袁有不同弹药的弹夹和送弹机袁参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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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足轮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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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武器系统模型

步态的概念化设计
在平坦路面袁由于足底安装驱动轮袁机器人以轮式运动实现较高的运动速度曰在非平坦路面袁机器人主

要以四足行走方式为主.目前袁大多数学者公认的以负荷因数 茁渊即单腿在地面支撑时间和四条腿作一次循

环时间的比值冤的取值范围来进行步态分类袁负荷因数 茁 越小袁则机器人的行进速度越快袁分为 3 类院淤

Gallop(茁<0.5)袁于 Pase or trot(0.5 臆 茁 <0.75)袁盂 Crawl(茁 逸 0.75).
当前科学技术水平袁四足机器人暂且不能

达到 Gallop 状态袁 本文以间歇步态行走模拟
机器人在非平坦路面上行走 [6]袁当其中一腿抬

起时袁机器人重心必须在其它 3 个腿所形成的
三角形区内袁步态规划如图 9 所示.按步态规
划袁首先躯体不动袁腿 4 首先抬起作为摆动腿袁

渊a冤

渊b冤

渊e冤

渊f冤

渊c冤

渊d冤

向前摆动一个步距袁如图 9渊a)曰继而腿 2 向前

摆动一个步距冤曰 随后四条腿同时支撑躯体向
前移动袁如图 9渊c冤曰接着腿 3 向前摆动一个步

距袁如图 9渊d冤曰而后腿 1 向前摆动一个步距袁

渊g冤

渊h冤

如图 9 渊e)曰 最后四条腿同时支撑躯体向前移
动袁如图 9渊f)曰即完成一个步态周期袁回到初始
姿态袁随后开始下一个周期步行.

3

渊j冤

优越性对比

图9

渊k冤

渊m冤

茁 等于 5/6 的间歇爬行步态

渊n冤

四足轮结构+四轴飞行器概念化仿真设计的反恐防暴机器人相对于国内外主流的反恐防暴机器人如

履带式尧轮式尧轮履式尧轮腿式尧飞行式等在适应空间尧灵活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袁如表 1 所示袁可执

行侦察尧巡逻和火力攻击等任务.

表1

概念化机器人的优越性

概念化机器人

地面式机器人

直升机式机器人

水中式机器人

空中，
范围广：
地面，

洞穴、
范围大：
地面、

楼梯、
洞穴等

特殊可爬楼梯等

受限空间

水中

水中
空中、

洞穴等
地面、

空中

灵活性

灵活

较灵活

灵活

较灵活

重量

轻

重

轻

较轻

速度

快

较快

快

一般

便携性

方便

不方便

方便

较方便

适应 空间

仅空中
范围窄：

范围一般：水中或平坦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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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分析和评述了四轴飞行器和四足机器人在未来的发展前景.首先袁以四足动物爬行步态分析研究为基

础曰其次袁针对非平坦路面间歇爬行步态袁规划了不同环境下机器人的稳定行走步态曰再次袁建立反恐防暴
机器人的模块化模型袁提出的模块化实施将带来的便利和实效曰最后袁对比说明本论文所设计的反恐防暴
机器人在适应空间尧灵活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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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errorism and riot robot concept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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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violent and terrorist incidents appear frequently, the anti-terrorism and anti-riot increasingly need

the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ti -terrorism riot robot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high mobility,
multidimensional reconnaissance, high stealth, location recognition, and remote control functions. And aiming at

sudden strong destructive terrorist incident, it has the good capacity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design of anti-terrorism and riot robot based on the virtual modeling.
Key words: robot曰anti-terror work曰all space曰quadruped robot曰concep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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