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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包
括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
电机壳体前端盖、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输出轴、
谐波减速器、
无框电
机、
电机轴、
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及走线套管，
无框
电机定子通过压紧环夹紧固定于电机壳体中，
无
框电机转子通过定子压紧环夹紧固定于电机轴
上；
电机轴后端装有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用于检
测电机转速，
电机轴输出端与谐波减速器波发生
器连接；
输出轴与谐波减速器柔轮连接，
输出关
节转矩和转速 ；
输出轴上装有单圈绝对式编码
器、用于检测关节位置。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紧
凑、
故障率低、
中空走线，
可实现关节速度和位置
的高控制精度，
密封封装到关节壳体中充油进行
压力补偿可实现全海深工作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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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1)、
电机壳体
前端盖(6)、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输出轴(8)、谐波减速器、
无框电机、
电机轴(14)、多圈增量
式编码器及走线套管(18) ，
其中电机壳体的前后两端分别连接有电机壳体后端盖(1)和电
机壳体前端盖(6) ，
所述输出轴(8)与电机轴(14)分别转动安装于由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
端盖(1)和电机壳体前端盖(6)围成的空间内，
所述走线套管(18)安装于电机壳体后端盖
(1)上，
并由所述输出轴(8)、
电机轴(14)穿过；
所述无框电机的无框电机定子(13A)压紧于
电机壳体内表面，
与电机壳体保持相对固定，
该无框电机的无框电机转子(13B)驱动所述电
机轴(14)旋转；
所述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钢轮(11A)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谐波减速器波
发生器(11B)连接在电机轴(14)上，
该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柔轮(11C)安装于所述输出
轴(8)的一端，
输出轴(8)的另一端设有检测关节位置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所述谐波减速
器波发生器(11B)随电机轴(14)旋转，
该电机轴(14)将转矩传递到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
(11B)上，
所述谐波减速器柔轮(11C)输出经减速后的转矩至输出轴(8) ，
通过该输出轴(8)
输出关节转矩；
所述无框电机集成有用于检测其速度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框电机的两侧分别设
有转子压紧环(19)及连接于电机壳体上的定子压紧环(3) ，
所述无框电机定子(13A)通过定
子压紧环(3)压紧到电机壳体上，
所述无框电机转子(13B)通过转子压紧环(19)压紧固定于
电机轴(14)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
圈绝对式编码器定子(7A)固定在电机壳体前端盖(6)上，
该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绝对
式编码器转子(7B)固定在所述输出轴(8)的另一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的多
圈增量式编码器定子(16B)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该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
转子(16A)随所述电机轴(14)旋转。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出轴(8)通过十字交
叉滚子轴承(10)转动安装于所述空间内，
该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0)的一侧设有固接在所述
输出轴(8)上的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9) ；
所述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0)的外圈与电
机壳体配合，
并通过所述电机壳体前端盖(6)预紧，
所述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0)的内圈通过
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9)预紧。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轴(14)通过电机轴
前轴承(12)及电机轴后轴承(17)转动安装于所述空间内，
该电机轴后轴承(17)的一侧设有
套设在电机轴(14)上的轴承垫圈(20) ；
所述电机轴前轴承(12)的外圈与电机壳体配合，
该
电机轴前轴承(12)的内圈与所述电机轴(14)配合；
所述电机轴后轴承(17)的外圈与电机壳
体后端盖(1)配合，
该电机轴后轴承(17)的内圈与所述电机轴(14)配合，
并通过所述轴承垫
圈(20)预紧。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壳体分为电机壳体
A段(2)、
电机壳体B段(4)及电机壳体C段(5) ，
在电机壳体A段(2)与电机壳体B段(4)之间设
有定子压紧环(3) ，
所述电机壳体后端盖(1)、
电机壳体A段(2)、定子压紧环(3)、
电机壳体B
段(4)、
电机壳体C段(5)及电机壳体前端盖(6)依次紧固相连。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壳体A段(2)的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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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部设有凸台，
所述无框电机定子(13A)的外圈被压紧固定在该凸台上；
所述谐波减速器
的谐波减速器钢轮(11A)同轴固定于所述电机壳体B段(4)的一侧。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轴(14)、谐波减速
器及输出轴(8)均为空心结构，
供所述走线套管(18)穿过，
该走线套管(18)也为中空结构，
为前一个驱动模块提供走线通道。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出轴(8)另一端的端
部沿圆周方向均布有多个向被驱动部件输出转矩的螺纹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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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下机器人工程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可应
用于水下机械手、
水下驱动装置等水下装备的研制。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驱动具有体积重量小、
功耗低、
控制精度高，
通过压力补偿可实现全海深作业
等优点，
因此电机驱动装置在水下机器人工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3] 由于处于深海的特殊环境，
水下驱动装置要求具有耐高压、
结构紧凑等要求；
针对
水下机械手要求结构紧凑、
高精度控制等需求，
研制出性能可靠、
结构紧凑，
可高精度控制
的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满足深海特殊环境对水下驱动装置的要求，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水下关节驱动模块。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
电机壳体前端盖、单圈绝对式编码
器、输出轴、谐波减速器、
无框电机、
电机轴、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及走线套管，
其中电机壳体
的前后两端分别连接有电机壳体后端盖和电机壳体前端盖，
所述输出轴与电机轴分别转动
安装于由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和电机壳体前端盖围成的空间内，
所述走线套管安装
于电机壳体后端盖上，
并由所述输出轴、
电机轴穿过；
所述无框电机的无框电机定子压紧于
电机壳体内表面，
与电机壳体保持相对固定，
该无框电机的无框电机转子驱动所述电机轴
旋转；
所述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钢轮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连接在
电机轴上，
该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柔轮安装于所述输出轴的一端，
输出轴的另一端设
有检测关节位置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所述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随电机轴旋转，
该电机轴
将转矩传递到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上，
所述谐波减速器柔轮输出经减速后的转矩至输出
轴，
通过该输出轴输出关节转矩；
所述无框电机集成有用于检测其速度的多圈增量式编码
器；
[0007] 其中：
所述无框电机的两侧分别设有转子压紧环及连接于电机壳体上的定子压紧
环，
所述无框电机定子通过定子压紧环压紧到电机壳体上，
所述无框电机转子通过转子压
紧环压紧固定于电机轴上；
[0008] 所述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定子固定在电机壳体前端盖上，
该单
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转子固定在所述输出轴的另一端；
[0009] 所述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定子固定在电机壳体上，
该多圈增量
式编码器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转子随所述电机轴旋转；
[0010] 所述输出轴通过十字交叉滚子轴承转动安装于所述空间内，
该十字交叉滚子轴承
的一侧设有固接在所述输出轴上的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
所述十字交叉滚子轴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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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圈与电机壳体配合，
并通过所述电机壳体前端盖预紧，
所述十字交叉滚子轴承的内圈
通过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预紧；
[0011] 所述电机轴通过电机轴前轴承及电机轴后轴承转动安装于所述空间内，
该电机轴
后轴承的一侧设有套设在电机轴上的轴承垫圈；
所述电机轴前轴承的外圈与电机壳体配
合，
该电机轴前轴承的内圈与所述电机轴配合；
所述电机轴后轴承的外圈与电机壳体后端
盖配合，
该电机轴后轴承的内圈与所述电机轴配合，
并通过所述轴承垫圈预紧；
[0012] 所述电机壳体分为电机壳体A段、
电机壳体B段及电机壳体C段，
在电机壳体A段与
电机壳体B段之间设有定子压紧环，
所述电机壳体后端盖、
电机壳体A段、定子压紧环、
电机
壳体B段、
电机壳体C段及电机壳体前端盖依次紧固相连；
[0013] 所述电机壳体A段的内表面中部设有凸台，
所述无框电机定子的外圈被压紧固定
在该凸台上；
所述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钢轮同轴固定于所述电机壳体B段的一侧；
[0014] 所述电机轴、
谐波减速器及输出轴均为空心结构，
供所述走线套管穿过，
该走线套
管也为中空结构，
为前一个驱动模块提供走线通道；
[0015] 所述输出轴另一端的端部沿圆周方向均布有多个向被驱动部件输出转矩的螺纹
孔。
[0016]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7] 1 .性能稳定：
本实用新型应用了谐波减速器传动，
谐波减速器具有承载能力高，
传
动精度高、
传动效率高，
运行平稳等优点。
[0018] 2 .结构紧凑：
本实用新型采用无框电机和轴承轴向尺寸小，
与谐波减速器高度集
成，
大大减小轴向尺寸。
[0019] 3 .本实用新型可实现高精度双闭环控制，
电机端集成有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用于
反馈电机速度信息，
输出端集成有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用于反馈关节位置信息，
两种编码器
具有很高的精度。
[0020] 4 .本实用新型选用的电机、
编码器等元器件均能够在全海深压力油液环境中工
作，
关节驱动模块密封封账到关节壳体中，
充油进行压力补偿可在全海深环境中工作。
[0021] 5 .本实用新型调试、
维护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剖视图；
[0023] 其中：
1为电机壳体后端盖，
2为电机壳体A段，
3为定子压紧环，
4为电机壳体B段，
5
为电机壳体C段，
6为电机壳体前端盖，7A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定子，
7B为单圈绝对式编码
器转子，
8为输出轴，
9为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
10为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1A为谐
波减速器钢轮，
11B为谐波减速器发生器，
11C为谐波减速器柔轮，
12为电机轴前轴承，
13A为
无框电机定子，
13B为无框电机转子，
14为电机轴，
15为垫块，
16A为多圈增量式编码器转子，
16B 为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定子，
17为电机轴后轴承，
18为走线套管，
19 为转子压紧环，
20为
轴承垫圈，
21为螺纹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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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1、
电机壳体前端盖6、
单圈
绝对式编码器、输出轴8、谐波减速器、
无框电机、
电机轴14、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及走线套管
18，
其中电机壳体的前后两端分别连接有电机壳体后端盖1和电机壳体前端盖6，
输出轴8与
电机轴14分别转动安装于由电机壳体、
电机壳体后端盖1和电机壳体前端盖6围成的空间
内，
走线套管18安装于电机壳体后端盖1上，
并由输出轴8、
电机轴14穿过；
无框电机的无框
电机定子 13A压紧于电机壳体内表面，
与电机壳体保持相对固定，
该无框电机的无框电机
转子13A驱动电机轴14旋转；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钢轮11A连接于电机壳体上，
谐波减
速器波发生器11B连接在电机轴 14上，
该谐波减速器的谐波减速器柔轮11C安装于输出轴8
的一端，
并输出关节驱动模块转矩，
输出轴8的另一端设有检测关节位置的单圈绝对式编码
器。无框电机集成有用于检测其速度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
电机轴14、
谐波减速器及输出轴
8均为空心结构，
供走线套管 18穿过；
该走线套管18也为中空结构，
为前一个驱动模块提供
走线通道。输出轴8另一端的端部沿圆周方向均布有多个螺纹孔21，
可通过螺纹孔21向被驱
动部件输出转矩。
[0026] 本实用新型的电机壳体分为电机壳体A段2、
电机壳体B段4及电机壳体C段5，
在电
机壳体A段2与电机壳体B段4之间设有定子压紧环3，
电机壳体后端盖1、
电机壳体A段2、
定子
压紧环3、
电机壳体B段4、
电机壳体C段5及电机壳体前端盖6依次紧固连接。
电机壳体B段4上
固定有谐波减速器钢轮11A，
电机轴14与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11B紧定连接，
为谐波减速器
输入转矩。
[0027] 无框电机的两侧分别设有转子压紧环19及定子压紧环3，
无框电机定子13A通过定
子压紧环3压紧到电机壳体A段2上，
无框电机转子13B通过转子压紧环19压紧固定于电机轴
14上。
电机壳体A段 2的内表面中部设有凸台，
无框电机定子13A的外圈通过定子压紧环 3
被压紧固定在该凸台上。
电机轴14最外圈左端和转子压紧环19配合使用，用于压紧固定无
框电机转子13B，
无框电机转子13B将转矩传递到电机轴14上。
[0028]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定子7A固定在电机壳体前端盖6上，
该单
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转子7B固定在输出轴8的另一端。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转子7A的内圈与输出轴8 同轴配合，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定子7B的外圈与电机壳体前端盖6
同轴线配合，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反馈关节位置信息。
[0029] 多圈增量式编码器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定子16B固定在电机壳体A段2上，
该多圈
增量式编码器的多圈增量式编码器转子16A固定在转子压紧环19上，
并随电机轴14旋转。多
圈增量式编码器转子 16A的内圈与转子压紧环19同轴心配合，
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定子16B
的外圈与电机壳体A段2同轴心配合，
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反馈电机轴转速信息。
[0030] 本实用新型的无框电机、
多圈增量式编码器和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均能在全海深油
压环境中工作。
[0031] 输出轴8通过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0转动安装于空间内、
与电机壳体C段5转动连接，
该十字交叉滚子轴承10的一侧设有固接在输出轴8上的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9。十
字交叉滚子轴承10 的外圈与电机壳体C段5配合，
并通过电机壳体前端盖6预紧，
十字交叉
滚子轴承10的内圈通过十字交叉滚子轴承内圈紧定件9预紧。
[0032] 电机轴14通过电机轴前轴承12及电机轴后轴承17转动安装于空间内，
电机轴前轴
承12与电机壳体B段4转动连接，
电机轴后轴承17与电机壳体后端盖1转动连接。
电机轴后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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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17的一侧设有套设在电机轴14上的轴承垫圈20。
电机轴前轴承12的外圈与电机壳体B段4
配合，
该电机轴前轴承12的内圈与电机轴14的右端配合；
电机轴后轴承17的外圈与电机壳
体后端盖1配合，
该电机轴后轴承 17的内圈与电机轴14的左端配合，
并通过轴承垫圈20预
紧。本实用新型的电机轴14为阶梯轴，
从左至右依次和电机轴后轴承17、轴承垫圈20、转子
压紧环19、垫块15、
无框电机转子13B、
电机轴前轴承12、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11B同轴心配
合。本实用新型的电机前轴承12及电机轴后轴承17均为深沟球轴承。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为市购产品，
购置于以色列 NetZer(内策尔)公
司，
型号为VLX-60；
谐波减速器为市购产品，
购置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型号
为LCD-17-XXX-P-I ；
无框电 机为市购产品 ，购置于河北宇捷电 机科技有限公司，
型号为
TBSM60-13A50；多圈增量式编码器为市购产品 ，购置于斯洛文尼亚的 RLS公司，
型号为
MB064。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35] 采用无框电机和谐波减速器方式进行关节驱动，
无框电机定子 13A夹紧固定到电
机壳体中，
无框电机转子13B夹紧固定到电机轴14 上输出转矩。
电机轴14转矩传递到谐波
减速器波发生器11B上，
谐波减速器柔轮11C输出经减速后的转矩，
谐波减速器柔轮11C和输
出轴8紧固连接，
输出轴8输出关节转矩。无框电机13后端集成有多圈增量式编码器，
用于检
测无框电机13速度；
输出轴8集成有单圈绝对式编码器7，
用于检测关节位置。
[0036] 本实用新型具有性能稳定、
结构紧凑、
可实现高精度双闭环控制，
可在高压环境中
工作、调试维护方便等优点。本实用新型中应用了谐波减速器传动，
谐波减速器具有承载能
力高，
传动精度高、传动效率高，
运行平稳等优点；
本实用新型采用无框电机和轴承轴向尺
寸小，
与谐波减速器高度集成，
大大减小轴向尺寸；
本实用新型的电机端集成有多圈增量式
编码器，用于反馈电机速度信息，
输出端集成有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用于反馈关节位置信
息，
两种编码器具有很高的精度；
本实用新型选用的电机、编码器等元器件均能够在全海深
压力油液环境中工作，
关节驱动模块密封封账到关节壳体中，
充油进行压力补偿可在全海
深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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