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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a new multi-function powered wheelchair is introduced, in which the driven mechanics are two sets of 

hybrid planetary wheels, each of them are consisted of one powered wheel and two free wheels. This wheelchair can work in three 
modes: stair-climbing mode, powered wheelchair mode and manual mode. In stair-climbing mode, an assistant can control the 
wheelchair to climb up and down stairs easily. In powered wheelchair mode, the user can control the motion of the wheelchair through a 
wheelchair controller. In manual mode, the wheelchair can be pushed conveniently by an assistant. Moreover,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user, a special mechanism which is driven by an electric linear actuator is designed. The stair-surmounting capability, 
demand of motor torque and intensity of transmission shaft are also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is new 
multi-function powered wheelchair are also confirmed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a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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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采用行星轮驱动的新型多功能电动轮椅，其行星轮由一个轮毂电机和两个自由轮组成，可以分别实现上

下楼梯、电动轮椅、普通轮椅三种功能。当工作于上下楼梯状态时，辅助人员可以很容易地控制轮椅上下楼梯；当工作于电动轮椅状

态时，使用者可以通过电动轮椅控制器控制轮椅移动；而当工作在普通轮椅状态时，辅助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对轮椅进行推行。此外，

为了保证安全和便于操作，该电动轮椅还安装了采用电动推杆驱动的防前倾支架结构。本文对该新型电动轮椅的爬楼梯能力、电机扭

矩需求和传动轴强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实验对新型多功能电动轮椅样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  电动轮椅，行星轮，上下楼梯  

1．引言 
轮椅作为年老体弱者以及下肢伤残者的代步工具，在老年

人和残障人士的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对

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的福利日益重视，无障碍设施以及电

梯得到广泛普及，普通轮椅已经可以在很多场所方便地出

入。然而，在许多老式建筑或者室外公共场合，楼梯——

甚至很少的几级楼梯，仍是普通轮椅难以逾越的障碍。因

此，国内外研究者对爬楼梯轮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

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1-7][11]

。 
根据爬楼梯的运动方式不同，爬楼梯轮椅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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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连续型和间歇型两类[11]；而根据上下楼梯运动机构

的具体实现方式不同，爬楼梯轮椅又可分为腿足式、履带

式、行星轮式、腿轮复合式、履带—轮复合式、曲柄式，

等等。 

在腿足式爬楼梯轮椅的代表性工作中，Chun-Ta Chen

等提出了关节臂结构，其主要缺点是轮椅结构复杂，宽度

尺寸太大[1]；R. Morales 等提出的腿轮复合式结构可以通

过可驱动的四连杆机构使座椅始终保持水平，但其结构和

控制方式均比较复杂
[2]
；Jianjun Yuan 和 Shigeo Hirose

设计的 Zero Carrier I 型轮椅采用 8个可以在垂直方向伸

缩滑动的腿轮复合结构，通过腿部的交替伸缩和驱动轮的

滚动完成攀爬楼梯的动作
[3][4][5]

，但其总体效率不高，难以

实用。 

履带式爬楼梯轮椅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已有多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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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产品。德国PERFEKTA 公司的爬楼梯电动轮椅车的楼梯攀

爬能力可达35度；Suyang Yu 等人设计的一种基于可变形

履带的楼梯攀爬机构[6]也可以很好地实现楼梯攀爬功能。

但此类爬楼梯轮椅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其结构尺寸和重量

较大，履带与楼梯边缘为线接触，摩擦力较大，容易破坏

楼梯。此外，履带式爬楼梯轮椅的用途比较单一，难以作

为电动轮椅单独使用，因而其使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 

行星轮式爬楼梯轮椅具有结构紧凑，运动灵活，可以

兼顾平地行走和攀爬楼梯功能等优点，得到了许多研究人

员的重视。美国的iBOT 系列轮椅是行星轮爬楼梯轮椅的代

表性产品，但该产品结构复杂，成本很高，实用性较差，

因此已经停止生产[7]。Giuseppe Quaglia 等人提出了一种

使用采用前后 4 组行星轮的爬楼梯结构，并开发了实验样

机[8]，但该产品同样存在着体积大、成本高等的问题，也

未能进入实用阶段。李荣标研制开发的爬楼梯轮椅可以实

现上下楼梯功能，并可以作为普通轮椅推行，但该轮椅的

适应性较差，并且不具备电动轮椅功能[12]。 

本文设计并开发了一种采用行星轮驱动的新型多功能

电动轮椅，其行星轮由一个轮毂电机和两个自由轮组成，

可以分别实现上下楼梯、电动轮椅、普通轮椅三种功能。

当工作于上下楼梯状态时，辅助人员可以通过对翻转驱动

电机的控制轻松实现轮椅上下楼梯功能；当工作于电动轮

椅状态时，使用者可以通过电动轮椅的控制摇杆对轮椅的

运动进行控制；而当工作在普通轮椅状态时，辅助人员可

以很方便地对轮椅进行推行。此外，为了保证安全和便于

操作，该新型电动轮椅还安装了采用电动推杆驱动的防前

倾支架结构。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 2 节介绍了爬楼梯轮椅的机

械系统总体结构、行星轮组和防前倾机构的设计；第 3 节

对新型爬楼梯轮椅进行了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第 4 节介

绍了该爬楼梯轮椅的工作模式以及控制系统设计；第 5 节

介绍了研制开发的实验样机和实验结果；第 6 节给出了本

文的结论。 

 

 
图 1 爬楼梯轮椅结构设计图 

2．机械系统设计 
2.1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轮椅的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当翻转电机驱动两个行星轮组绕其安装轴翻转时，轮

椅即可实现上下楼梯功能，而采用电动推杆驱动的防前倾

支架结构在上下楼梯过程中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轮椅的行星轮由一个轮毂电机和两个自由轮组成。当

行星轮处于不同位置时，轮椅可以有三种工作模式： 
1) 手动模式：轮毂电机处于悬空位置，两个自由轮

之一着地。此状态下轮椅可以作为普通轮椅自由

推动。 
2) 电动轮椅模式：轮毂电机着地，乘坐者通过安装

于轮椅扶手上的电动轮椅控制器调节左右两个轮

毂电机的旋转速度，从而实现对轮椅的前进、后

退、加减速、转弯和停止控制。 
3) 爬楼梯轮椅模式：将各行星轮用电磁抱闸锁住，

由翻转电机驱动行星轮交替翻转，以实现轮椅上

下楼梯的功能。同时，电动推杆伸出，将防前倾

支架打开并固定于一定角度，起到保护作用。 
2.2  行星轮组结构设计 

轮椅攀爬楼梯是依靠行星轮组的交替翻转实现的，因

此行星轮组的设计也是整个结构设计的重点环节。 
行星轮的主要结构尺寸包括行星轮半径 r、行星轮中心

到传动轴中心距离 m 以及轴心处结构所允许的最大尺寸

Rmax。其中行星轮半径 r 为轮毂电机的半径，行星轮中心到

传动轴中心距离 m 应在满足攀爬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小，

以减小爬楼梯轮椅的尺寸重量，使之适于在室内环境中使

用。 
为实现攀爬功能，在行星轮交替翻转过程中，位于轴

心位置的力矩电机和法兰盘结构应与楼梯踏步边缘保持适

当距离，以免发生运动干涉，影响轮椅使用安全。因此，

需要计算在不发生干涉前提下，该处结构允许的最大直径

Rmax。如图 2 所示。 
由图可知： 

 22 2 2
2 2SO BO BS r h r                   (1) 

 
图 2   行星轮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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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楼梯模数协调标准》（GBJ101－87），假设

楼梯踏步的宽度 b 取为 260mm，高度 h 取为 160mm，以此

作为设计参照。因此，在考虑到轮椅结构限制前提下，选

取能够实现攀爬功能且行星轮互不干涉的 m 值为 m＝

124mm。 
将 124 105 160m mm,r mm,h mm   代入(4)计算可得： 

20 5.    
因此： 30 50 5.    。 

进一步求得： 

2 2
2 2 2 22

103 6

maxR OS

OO SO OO SO cos
. mm





  



           (5) 

即在此情况下，传动轴中心位置的结构尺寸最大不应超过

半径为 Rmax的圆，才能够保证轮椅爬楼梯时不会与楼梯边

缘发生干涉。 
2.3  防前倾机构设计 

  虽然攀爬楼梯是在有人员辅助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但由于楼梯本身的高度、轮椅与乘坐者的较大重量以 
及不可预知的意外情况等原因，万一发生跌落时将对轮椅

乘坐者或其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生命危险。因此， 爬
楼梯轮椅被认为是安全至上系统（safety-critical system）。

在实现爬楼梯功能的同时，必须严格保障乘员的安全性。 
在行星轮翻转攀爬楼梯时，轮椅本体应向后倾斜一定

角度，以保证整体重心位于行星轮在楼梯上的支撑点附近， 

 
图 3 防前倾机构设计 

从而减少爬楼梯动作对电机扭矩的要求，并使得轮椅不会

突然倾翻，保持在一个较为安全的姿态。本方案设计了一

套由电动推杆驱动的防前倾辅助机构，以进一步保证在发

生操作者脱手等意外情况时，轮椅仍可以安全地停留在楼

梯表面，而不会向前跌落，以至于对乘坐者或他人造成严

重的伤害。 
防前倾辅助机构的设计如图3所示。电动推杆、防前倾

支架分别与轮椅框架铰接。平地行走时，推杆处于收缩状

态，防前倾支架收起；攀爬楼梯时，推杆伸出，防前倾支

架向下摆动，末端小轮接近楼梯表面，以防止在意外发生

时轮椅向前跌落。此外，当轮椅准备开始爬楼操作之前，

电动推杆可以推动防前倾支架打开，使得轮椅后仰至一定

角度并锁定，为随后进行的翻转爬楼动作做好准备。 

3．运动学与动力学分析 
3.1  越障能力分析 

行星轮机构的越障能力决定了爬楼梯轮椅能够适应的

楼梯高度范围。理论上，行星轮机构能够跨越障碍的最大

高度为[9][10]： 
3maxh r m                            (6 ) 

但是，爬楼梯轮椅不同于月球车等其他行星轮结构，

其特殊性在于：行星轮在攀爬楼梯时，轮外圆必须与楼梯

踏步的上表面相接触以支撑力为反作用力，而不能仅仅与

楼梯直角边缘线接触以摩擦力为反作用力，这样在行星轮

翻转时才不会打滑，从而保证轮椅可靠完成上下楼梯的运

动。图 4 所示为行星轮越障的一般情况。 
由图可知，楼梯高度为： 

23h m ( r s t )                              (7) 
其中： 
s——行星轮 2 距离楼梯垂直面的距离 
t——行星轮 1 轴心距离楼梯垂直面的水平距离 
显然，当 s＝t＝0 时，行星轮越障的最大值为： 

2 23maxh m r                             (8) 

当 124 105m mm,r mm  时，代入(8)可得： 
187 4maxh . mm  

 

图 4 行星轮越障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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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楼梯的高度一般不超过 190mm，因此按该尺寸设

计的行星轮机构能够满足大多数楼梯的要求。并由公式(8)
可知，为了提高行星轮的越障能力，一方面可以增大行星

轮摇臂的长度，另一方面可以减小单个行星轮的直径。考

虑到室内应用环境和使用的便利性，行星轮摇臂可增加的

长度非常有限。而本方案之所以采用直径较大的轮毂电机

直径，没有优先考虑采用小尺寸电机以增加越障能力，是

因为当作为电动轮椅使用时，较大的轮毂电机具有更好的

转向性能和运动平滑性，而小尺寸电机轮的功率和性能均

不足以满足电动轮椅的要求。 
3.2  电机扭矩计算 

在 2.3 节中对行星轮越障的极限能力的分析，是基于

结构几何尺寸进行的，而没有考虑电机的输出转矩问题。

即相当于在电机转矩无穷大条件下，行星轮可以攀爬的台

阶最大高度。下面通过分析轮椅攀爬时的受力情况，确定

翻转电机减速器端所需的输出扭矩。 
假设轮椅重心位置不变，分析轮椅的爬楼梯过程易知，

当行星轮的转臂处于水平状态时，轮椅重心距离行星轮在

楼梯上的支撑点最远，所需要的电机扭矩也最大。如图 5
所示。 

由力和力矩的平衡关系有： 
0F G N                   (9) 

1 2 0Fl Gl M                     (10) 
0T N                       (11) 

0Tm M                        (12) 
辅助方程为： 

N N           (13) 
M M           (14) 

式中： 
G——轮椅和乘坐者的总重量 
F——辅助人员对轮椅的作用力 
N，N'——电机轴转动副的法向力 
M，M'——电机扭矩与反扭矩 
T——楼梯面对行星轮的法向力 

 
图 5 受力分析 

l1，l2——力 F，G 对电机轴心的力臂 
上述方程联立求解可得： 

1
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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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由结果可知，当力臂 l1 增大时，M 和 F 值均减小，即

延长轮椅靠背扶手，有利于减少操作者受力和电机扭矩；

当力臂 l2 增加时，M 和 F 值也同样减小，即轮椅重心越靠

后，操作者受力和电机输出扭矩也越小。而当 l1，l2 不变时，

增大行星轮中心到传动轴中心距离 m 将使得 M 和 F 均增

加，反之亦然。因此，通过增加靠背扶手长度，减小行星

轮中心到传动轴中心距离，或将爬楼梯轮椅的重心设计得

尽量靠后，均有利于降低电机功率需求，并使得辅助人员

更易于操作轮椅。 
设轮椅设计重量为 45.5kg，并假设乘坐者重量为

100kg，则总重量： 145 5G . kg 。在 SolidWorks 软件中，

使轮椅处于攀爬位置，估算重心位置并测量可得： 
1 2500 80l mm,l mm   

代入(15)、(16)计算可得： 
167 198F N ,M Nm   

即电动机减速器输出额定扭矩应不小于 200Nm。 
因此，为了减少电动机减速器输出额定扭矩，需要采

取必要措施，增加 l1和 l2 或减少 m。 
3.3  设计强度校核 

SolidWorks Simulation（即原 COSMOSWorks）是无缝

集成于 SolidWorks 设计软件中的有限元分析软件，提供了

单一屏幕解决方案来进行应力分析、频率分析、扭曲分析、

热分析和优化分析。本文用使用 Simulation 软件对爬楼梯

轮椅的传动轴强度进行校核。 
在爬楼梯过程中，传动轴既要承受翻转电机的驱动扭

矩，又要承受轴端部楼梯表面对行星轮作用的支持力，是

最为关键的零部件，其破坏因素主要是扭曲应力、扭曲变

形、弯曲应力和弯曲变形。由 2.4 节的计算结果，可设定

电机键槽处为固定端，并分别在轴端施加 100Nm 的扭矩和

811N 的切向载荷，使用 simulation 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

得到结果如图 6 所示。图中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应力和

变形量，红色为最大值，蓝色为最小值。 
由分析结果可知，扭曲应力和弯曲应力最大处为轴端

侧的第一个阶梯根部，均小于材料屈服力，不会造成失效；

传动轴的扭曲变形和弯曲变形的最大处为轴端部，其中最

大扭曲合位移为 2.7mm，最大弯曲合位移为 0.1mm，属可

接受的变形。因此，应力与位移变形量均符合强度和变形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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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设计强度校核 

4. 控制系统设计 

除了手动模式，爬楼梯轮椅可以在控制系统的作用下

以电动轮椅和爬楼梯轮椅两种模式运行。考虑到爬楼梯运

行过程有辅助人员参与，其控制功能分别由两套相互独立

的控制系统来完成。控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7所示。 
在电动轮椅模式下，中控模块的主控芯片采用 TI公司

的面向数字控制的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 TMS320LF2406

为核心，并由相应软件实现人机交互操作、电源模块管理、

计算平滑控制曲线、向驱动模块发送控制指令等功能。电

源管理模块完成电池电量的管理。人机接口模块接受操纵

杆及按键的输入，并显示当前电量和轮椅设定速度。驱动

模块通过 PWM 方式驱动左右轮毂电机。故障诊断模块对控

制摇杆安装、电磁制动器连接、驱动电机电流、控制器温

度等状态进行实时故障检测。当出现控制摇杆连接错误、

电磁制动器连接错误、驱动电路过流、控制器温升过高等 

 

 
图 7 控制系统框图 

情况时，故障诊断模块将使控制器停止运行，并发出警告

和显示故障类型。 

在爬楼梯轮椅模式下，中控模块由DSP TMS320LF2407A

和相应软件实现，接受控制按键输入，显示当前运行状态

并向驱动模块发指令，驱动电动推杆伸出或缩回，以及翻

转电机的正反向翻转。当准备攀爬楼梯时，辅助人员首先

通过控制电动推杆的伸出，使得防前倾支架张开；防前倾

支架将轮椅前端抬起，使乘坐者后仰至特定角度并固定。

辅助人员站在后方扶住轮椅，翻转电机驱动行星轮交替翻

转，实现轮椅的上下楼梯功能。在上下楼梯过程中，防前

倾支架始终保持张开状态，从而在轮椅发生突然前倾状态

时起到支撑和保护功能。 
 

5．系统实现与实验验证 

我们依据本文所述方案设计并制作了一台具有上下楼

梯功能的电动轮椅样机，如图 8 所示。该轮椅样机具有与

普通电动轮椅相近的体积和重量，平时可作为普通电动轮 
椅使用，而当遇到楼梯障碍时，可以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实

现攀爬楼梯的功能。 
图 8 为该样机的攀爬楼梯实验。多次实验证明，该轮

椅能够顺利实现上下普通室内/室外楼梯的功能，并可以作

为普通电动轮椅使用。当攀爬楼梯时，防前倾机构能够在

辅助人员不慎脱手时使轮椅停留在楼梯上，有效防止意外

跌落而造成的人身伤害。 

 
图 8 轮椅样机攀爬楼梯实验 

  
6．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具有上下楼梯功能的新型电动轮椅。

由于采用了紧凑的结构设计，该轮椅的尺寸、重量均与普

通电动轮椅相近。该轮椅既可作为普通电动轮椅使用，又

具有攀爬楼梯的功能，并可以通过特别设计的防前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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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楼梯过程中有效保障轮椅乘坐者的安全，具有比较

广泛的使用范围。我们正在不断完善该新型电动轮椅的技

术细节，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下肢残障者的实际需要，并

希望能够尽早得到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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