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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数据仿真平台以及视
包括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
景仿真系统，
且各个系统之间通过高速以太网交
换机互联，
所述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用以模拟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真实结构，
包括与实艇一致的
整体外观尺寸、舱内环境及操作系统 ；
所述数据
仿真平台用以产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各类传感
器所获取的传感检测数据，
为仿真本体的舱内控
制系统提供一个仿真的数字环境；
所述视景仿真
系统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所拍摄的海底真
实影像为基础，
通过计算机建模构建海底热液喷
口活动区、
海底山脉区海盆多金属结核分布区三
类海底仿真视景环境，
并可通过舱内控制系统的
运动指令实现海底视景的移动与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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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通过以太网交换机互联的载人潜水器
仿真本体、
视景仿真系统以及数据仿真平台；
所述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用以模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真实结构，
包括仿真外壳、载
人舱及舱内控制系统；
所述视景仿真系统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所拍摄的海底真实影像为基础，
通过计算
机建模构建海底仿真视景环境，
并与舱内控制系统相连，
接收舱内控制系统的运动指令实
现海底视景的移动与变换；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用以产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上传感器所获取的传感检测数据，
为载
人潜水器仿真本体舱内控制系统提供一个仿真的数字环境。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
还包括分别与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作业系统、观通模拟系统、水声通信模拟系统和生命支
持模拟系统，
且在载人舱前部设置有观察窗；
所述作业系统包括采样篮、
机械手、
模拟推进器、
模拟抛载机构以及液压源；
所述观通模拟系统包括摄像照明设备和舱内视频监控系统；
所述水声通信模拟系统包括舱内水声通信计算机、
模拟水声电话、
话筒及音箱；
所述生命支持模拟系统包括舱内供氧系统模型、备用供氧系统模型、二氧化碳滤除罐
模型、
舱内环境监测面板模型、
生命支持显控面板模型以及应急呼吸面罩模型。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舱内控制系统包括航
行控制模拟模块和综合显控模拟模块，
且所述航行控制模拟模块、
综合显控模拟模块通过
以太网与水声通信模拟系统、
视景仿真系统和数字仿真平台相连。
4 .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视景仿真系统包
括设置在观察窗前方的环形投影柱幕、
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及图形加速卡、
投影机组以及
用以实时显示设定训练区域视景的电子海图模块；
所述电子海图模块生成并显示模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所在海底区域坐标定位数据
并根据定位数据产生模拟温度、
盐度、
深度、
高度、
对底速度数据发送给舱内控制系统，
高性
能计算机工作站调用电子海图模块视景信息，
并经过图形加速卡运算后由投影机组投影到
环形投影柱幕进行显示。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环形投影柱幕采用半
径大于5m的120度无缝拼接柱幕。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包括与
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推进器系统数据模拟模块、液压系统数据模拟模块、压载与纵倾调节
模拟模块和电池系统数据模拟模块；
舱内控制系统接收电子海图模块发送的载人潜水器定
位数据并根据定位数据产生模拟温度、
盐度、
深度、
高度、
对底速度数据；
所述推进器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接收载人舱内操作系统的航行操作手柄控制量并
据此产生模拟推进器电流与反馈数据，
同时根据载人潜水器动力学模型计算载人潜水器模
拟速度与加速度数据；
所述液压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产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模拟液压系统压力、
电流
和油箱温度数据；
所述压载与纵倾调节模拟模块用以产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模拟压载抛载指令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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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水银液位纵倾调节传感数据；
所述电池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模拟潜水器系统的主蓄
电池、
副蓄电池、
备用蓄电池的电压与电流数据。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还包括
载人潜水器故障数据库，
所述故障数据库包含的故障信息包括：
故障发生时间、
故障发生的
变量条件、
故障涉及变量列表、
所涉及变量的时间-数值变化以及故障消除条件。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与舱内
控制系统实现数据交互，
交互内容包括：
载人潜水器大地坐标位置、
载人潜水器姿态与运动
速度、
载人潜水器可调压载系统数据、
潜水器深度、
高度、
CTD数据、
舱内生命支持系统数据、
避碰声纳数据、潜水器蓄电池电流电压能耗、母船位置、母船运动速度、潜水器相对母船位
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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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模拟系统，
尤其涉及一种载人潜水器的模拟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载人潜水器是指由搭载人员驾驶操作，
具有生命支持配套和辅助系统，
具备水下
作业能力的可移动潜水装置。载人潜水器不仅可用于水下试验，
还可用于水下地质地貌和
资源勘探、
水下科学考察、
水下工程施工、
水下救援等工作用途，
目前已在我国深海地质、
生
物等领域的科学考察和海底资源勘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载人潜水器作为一种安全、
高效
的水下运载平台，
能够搭载潜航员、
工程技术人员或科学家开展水下作业活动。
[0003] 载人潜水器所搭载的下潜人员以及载人潜水器水面指挥人员均需要经过系统的
培训，
潜航员的训练首先是在常规条件下掌握载人潜器的操纵和作业技巧，
实艇的海上训
练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
然而海上实艇训练需要大型船舶和其它配套设备，
并且海上操纵
训练需要选择合适海区，
训练周期长，
深潜实艇训练一次动辄花费数十万近百万元；
同时，
载人深潜需要大量频繁的操纵训练，
依靠实艇训练人力物力是无法估量的，
无法实现长期
低成本高效率培训。
[0004] 目前尚未有针对载人潜水器研发的驾驶操纵模拟器或模拟系统，
因而需要提出一
种方案为提高潜航员及相关人员的载人潜水器实艇操作技术技能提供重要平台。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
提出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用于模
拟载人潜水器，
将舱内环境、
运行数据和海底视景相结合，
为载人潜水器潜航员陆上模拟培
训提供所需的技术装备。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包括通过
以太网交换机互联的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视景仿真系统以及数据仿真平台；
所述载人潜
水器仿真本体用以模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真实结构，
包括仿真外壳、载人舱及舱内控制
系统；
所述视景仿真系统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所拍摄的海底真实影像为基础，
通过计
算机建模构建海底仿真视景环境，
并通过舱内控制系统的运动指令实现海底视景的移动与
变换；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用以产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上传感器所获取的传感检测数据，
为
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舱内控制系统提供一个仿真的数字环境。
[0007] 进一步的 ，
所述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还包括分别与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作业系
统、观通模拟系统、水声通信模拟系统和生命支持模拟系统，
且在载人舱前部设置有观察
窗；
所述作业系统包括采样篮、
机械手、
模拟推进器、
模拟抛载机构以及液压源；
所述观通模
拟系统包括摄像照明设备和舱内视频监控系统；
所述水声通信模拟系统包括舱内水声通信
计算机、模拟水声电话、话筒及音箱；
所述生命支持模拟系统包括舱内供氧系统模型、
备用
供氧系统模型、
二氧化碳滤除罐模型、
舱内环境监测面板模型、
生命支持显控面板模型以及
应急呼吸面罩模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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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
所述舱内控制系统包括航行控制模拟模块和综合显控模拟模块，
且所
述航行控制模拟模块、
综合显控模拟模块通过以太网与水声通信模拟系统、视景仿真系统
和数字仿真平台相连。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视景仿真系统包括设置在观察窗前方的环形投影柱幕、
高性能计
算机工作站及图形加速卡、投影机组以及用以实时显示设定训练区域视景的电子海图模
块；
所述电子海图模块生成并显示模拟载人潜水器相对于母船的位置、潜水器在大地坐标
系中的位置、
潜水器的姿态（包括航向、
深度、
纵倾、
高度、
速度、
避碰等）、
潜水器相对于作业
目标的位置，
并根据定位数据产生模拟温度、
盐度、
深度、
高度、
对底速度数据发送给舱内控
制系统；
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根据电子海图模块调用视景信息，
所述视景信息包含根据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拍摄的海底录像制作的数字化海底仿真视景资料，
视景信息经过图形加速
卡运算后由投影机组投影到环形投影柱幕进行显示。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环形投影柱幕采用半径大于5m的120度无缝拼接柱幕，
可覆盖载人
舱观察窗最大视野。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包括与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推进器系统数据模拟模
块、
液压系统数据模拟模块、
压载与纵倾调节模拟模块和电池系统数据模拟模块；
舱内控制
系统接收电子海图模块发送的载人潜水器定位数据并根据定位数据产生模拟温度、
盐度、
深度、
高度、
对底速度数据；
所述推进器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接收载人舱内操作系统的航
行操作手柄控制量并据此产生模拟推进器电流与反馈数据，
同时根据载人潜水器动力学模
型计算载人潜水器模拟速度与加速度数据；
所述液压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产生载人潜水
器仿真本体的模拟液压系统压力、
电流和油箱温度数据；
所述压载与纵倾调节模拟模块用
以产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模拟压载抛载指令与前后水银液位纵倾调节传感数据；
所述
电池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以模拟潜水器系统的主蓄电池、副蓄电池、备用蓄电池的电压与
电流数据。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还包括载人潜水器故障数据库，
通过控制上述数据
的变化模拟载人潜水器相关系统的故障发生与故障恢复，
所述故障数据库包含的故障信息
包括：
故障发生时间、
故障触发生的变量条件、
故障涉及变量列表、
所涉及变量的时间-数值
变化以及故障消除条件。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与舱内控制系统实现数据交互，
交互内容包括：
载人
潜水器大地坐标位置、
载人潜水器姿态与运动速度、
载人潜水器可调压载系统数据、
潜水器
深度、
高度、
CTD数据、
舱内生命支持系统数据、
避碰声纳数据、
潜水器蓄电池电流电压能耗、
母船位置、
母船运动速度、
潜水器相对母船位置数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综合了载人潜水器驾驶与操纵模拟技
术、海底作业过程模拟技术、突发故障模拟技术以及深海环境视景模拟技术等系列关键技
术，
形成了一套本体结构、
舱内环境、
深海视景、作业流程、
故障响应、
实物、
半实物与数字仿
真结合的全功能多任务动态模拟系统，
可以实现潜水器从起吊入水、下潜作业到甲板回收
全流程驾驶与操作模拟为载人潜水器潜航员陆上模拟培训提供所需的技术装配及软件系
统，
作为潜航员实艇操纵之前的基本操纵培训手段，
可重复进行操纵培训，
模拟训练费用
低，
安全性高，
可实施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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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模拟系统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
特征和优点，
下面结合附图及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8] 本实施例公开一种载人潜水器模拟系统，
参考图1，
包括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数
据仿真平台以及视景仿真系统，
且各个系统之间通过高速以太网交换机互联，
所述载人潜
水器仿真本体用以模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真实结构，
包括与实艇一致的整体外观尺寸、
舱内环境与操作系统；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用以产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各分系统传感器所获
取的传感检测数据，
为仿真本体的舱内控制系统提供一个仿真的数字环境；
所述视景仿真
系统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所拍摄的海底真实影像为基础，
通过计算机建模构建海底热
液喷口活动区、海底山脉区海盆多金属结核分布区三类海底仿真视景环境，
并可通过舱内
控制系统的运动指令实现海底视景的移动与变换。
[0019] 本实施例中涉及的视景仿真系统、
数据仿真平台构建等技术目前已经模块化且较
为常用，
本实施例中涉及的视景仿真系统、
数据仿真系统为市售集成芯片，
本实施例中部分
描述用功能模块来限定产品或零部件，
但是并没有包含对计算机程序本身的改进，
所提出
的涉及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方式在现有技术中早已公开，
且为本领域公知常识。本实施例中，
由视景仿真系统、数据仿真平台等组成一个新的潜水器模拟系统，
该模拟系统保护的是系
统的线路构造，
该线路构造的连接关系根据描述的每个功能模块各自的目的以及该系统整
体目的都是确定的，
形成了一套本体结构、
舱内环境、
深海视景、作业流程、
故障响应、
实物、
半实物与数字仿真结合的全功能多任务动态模拟系统，
可以实现潜水器的全程模拟，
可实
施性强。
[0020] 具体方案的实现如下：
[0021] 一、
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
[0022] 本实施例提出的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包括仿真外壳、
载人舱、
舱内控制系统，
以及
与分别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作业系统、观通模拟系统、水声通信模拟系统和生命支持模拟
系统。
[0023] 1）、
仿真外壳：
包括主框架、
仿真轻外壳、
仿真稳定翼和仿真坐底支架，
载体框架是
潜水器的骨架，
所述主框架进行轻量化设计，
采用钢制材料焊接的形式搭建主框架结构，
满
足仿真本体部件安装、支撑承重和运输吊放要求，
所述仿真轻外壳采用高强度工程塑料制
作，
所述稳定翼采用木质材料制作与实物一致的稳定翼；
所述载人舱前部设置有观察窗，
观
察窗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包括一个直径为200毫米的观察窗和两个为直径120毫米的观察
窗。
[0024] 2）、
载人舱为内径为2 .1m的球体结构，
由78mm的钛合金材料制作，
载人舱的上部设
置还有直径为480mm的出入舱口。观察窗设置在载人舱的前下部，
且在载人舱的后下部还设
置有一个电缆贯穿件盘，
舱内布局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基本一致，
包括舱内接线箱、支架、
导流板、
座椅、
操作台、
VHF、
喇叭、
显控计算机、
显示器、
舱内灯光和录像机等；
使用有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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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水声电话，
实现语音功能的模拟，
观察窗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其中直径200毫米的观察
窗1个，
直径120毫米的观察窗2个，
在模拟载人舱球壳中，
保持内径2 .1m不变，
采用10mm左右
厚度的钢板冲压成两个半球，
再焊接成一个整体球壳，
出入舱口与实际尺寸一致，
焊接到相
应位置，
再设置一舱口盖，
形成与实物一致的出入舱口结构。载人舱内设置有航行操作手
柄、
控制面板、
综合显控计算机、
航行控制计算机、
水声通信计算机、
水下摄像机及照相机显
示器及其操作手柄，
结合载人舱球壳、
简化舱口盖、
舱内支架、
导流板、
座椅、
操作台、
地板能
够形成一个与真实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载人舱一致的舱内环境；
[0025] 3）、
舱内控制系统：
包括航行控制模拟模块与综合显控模拟模块，
两者通过以太网
与水声通信模拟系统、
视景仿真系统和数字仿真平台相连。
[0026] 所述航行控制模拟模块用以实现控制设备信号的采集和控制功能，
并将所采集到
的信息提供给综合显控模拟模块；
航行控制模拟模块是载人潜水器实现模拟运动和模拟航
行控制的系统，
其所模拟的主要功能包括运动手操、
自动定向控制、
自动定高控制、
自动定
深控制、
无动力下潜与上浮、
悬停定位等功能，
具体实现是通过操纵载人舱内控制面板实现
潜水器的运动控制和姿态控制，
利用潜水器上的工具、仪器等，
完成潜水器巡航、观察和作
业等目的。为了再现载人潜水器在海洋中的运行状况，
航行控制模拟模块通过数据接口向
视景仿真系统发送潜水器运动控制数据，
由该视景仿真系统基于运动学方程进行载人潜水
器运动数据模拟解算，
通过解算不同海洋环境下的不规则波谱密度函数，
计算出潜水器各
坐标空间运动分量、得到运行过程中的位置和姿态，
并通过数据接口实时传送给航行控制
模拟系统，
实现了载人潜水器在海洋中的运动模拟。
[0027] 航行控制模拟模块主要由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其硬件系统包括航行控制计算
机、
舱内交换机、
硬件接口设备等，
软件系统主要实现使命规划以及底层控制算法和虚拟及
实体硬件设备的控制功能，
且其硬件信号传输设备RS-232串口服务器、
RS-485/422串口服
务器、I/O节点控制器及I/O模块的选型与实艇控制系统设备选型一致，
模拟操纵控制系统
与训练指挥系统之间有数据接口协议，
进行潜水器运动、
控制状态的反馈及指挥指令、
故障
产生指令等信息的传递。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控制信息从航行控制计算机获得，
由航行
控制计算机控制命令控制模拟推进器产生推动力，
根据模拟推进器在载人潜水器上的布置
位置，
可以求得载人潜水器的推力分配矩阵，
然后载人潜水器在推力矩阵、
海流以及流体动
力学的作用下可以计算出它当前的位置以及姿态，
根据它的位置和姿态，
虚拟的各种导航
传感器、
声纳传感器、
以及其它传感器将反馈信息发送给航行控制计算机，
完成一个工作循
环继续下一个工作循环，
周而复始运行。
[0028] 所述综合显控模拟模块是操作指挥人员与舱内控制系统的信息交流的接口，
操作
员通过该界面获取潜水器、
母船、作业工具等工作状态，
所述综合显控系统通过以太网与导
航定位模块相连，
实时显示潜水器的各项信息。具体包括传感器信息检测模块、信息处理与
融合模块、信息显示与报警模块、
故障诊断与分析模块、
电气设备操作与检测模块、
电气设
备控制模块及数据记录模块；
所述传感器信息检测模块载人舱外传感器组和载人舱内传感
器组，
载人舱外传感器组包括实现模拟推进器电流或转速、CTD数据、
各个耐压罐的泄漏报
警、充油式容器的补偿报警、
水银液面高度、
可调压载水舱液面高度、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
和回油压力、
液压系统温度、
各种电气设备温度、压载释放状态、
110V供电电压与电流、24V
供电电压及电流、备用电池电压及电流等传感器信息检测的各类传感器；
载人舱内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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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括实现航向、
纵倾、横倾、速度、3个轴向加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舱内温度、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等传感器信息检测各类传感器；
信息显示与报警模块包括综合信息
显示屏、用以声光报警的显示面板和电池组参数显示面板，
所述综合信息显示屏按照操船
模式进行显示，
并带有可翻页显示和显示模式设定的功能操作键；
所述电气设备操作与检
测模块设有各种设备的操作面板，
负责检测操作面板操作信息，
并将操作结果实时传输给
舱内控制系统；
所述电气设备控制模块控制信号驱动电气设备运作，
根据驱动信号类型分
为开关量输出和可调模拟量输出，
并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驱动电路。
[0029] 4）、
作业系统：
包括采样篮、机械手、模拟推进器、模拟抛载机构以及液压源；
所述
模拟推进器参照蛟龙号实物结构进行仿真设计，
主要由马达、精密行星减速机和定距螺旋
浆组成，
模拟推进器通过±5v类控制信号进行速率控制，
在7000米载人潜水器上共安装有７
个推进器，
分别是四个艉推进器，
二个垂向推力器和一个侧向槽道推力器，
它们共同构成
7000米载人潜水器的推进系统，
为7000米载人潜水器提供动力；
所述机械手包括主从式机
械手和开关式机械手，
液压源的功率不小于10kw，
且液压源、
机械手及其辅助设备设计参考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作业系统设计，
结合实际深潜作业经验，
受深海极端环境的影响，
传动媒
介液压油性质将随深度、
温度变化，
液压源以及相关执行机构也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机械手
操作响应将出现变缓或延迟现象；
这些作业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潜航员操作的稳定性、
精确性，
降低采样作业、测试测量的成功率，
因此通过在陆上模拟类似环境、
设备变化来训
练潜航员针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
也起到一定心理训练的作用。
[0030] 5）、
观通模拟系统：
包括摄影摄像照明设备和舱内视频显控系统，
具体包括一台陆
上高清照相机、
两个具有水平和俯仰两个转动自由度的云台、
两台陆上高清彩色摄像机、
14
台LED陆上照明灯、
四路输入硬盘录像机；
突破模拟载人舱系统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作业
模拟等关键技术，
形成与蛟龙号实物外形一致的载人潜水器本体模型，
采用以蛟龙号实艇
为模板的原则，
简化内部设备及安装；
仿真轻外壳或浮力材料覆盖不可见部分不在安装设
备模型，
外部实现全覆盖。
[0031] 6）、
水声通信模拟系统：
包括舱内水声通信计算机、
模拟水声电话、
话筒及音箱，
舱
外测深侧扫声呐模型、
避碰声纳模型、
成像声纳模型和超短基线应答器模型。水声通信机计
算机以目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水声通信系统为原型，
开发一套水声通信模拟软件，
通过
以太网传输模拟蛟龙号水声通信系统的水声信道，
同时开发与真实界面视觉效果一致的模
拟界面，
实现原有功能、
保证原有按钮位置和颜色不变，
实现潜水器模拟系统载人舱与外界
的语音、
图像、
文字、
莫尔斯码、
潜水器状态数据等内容的传输。模拟水声电话通过无线语音
对讲系统模拟蛟龙号实艇的备份水下语音通信系统功能。话筒及音箱作为舱内声音信号的
人机接口完成声音信号输入与输出。
[0032] 7）、
生命支持模拟系统：
模拟载人舱内通过安装于地板附近的空调换气孔实现舱
内空气交换，
故生命支持模拟系统仅通过模型反映其与实艇一致的物理位置与外形，
具体
包括：
舱内供氧系统模型、
备用供氧系统模型、二氧化碳滤除罐模型、舱内环境监测面板模
型、
生命支持显控面板模型、
应急呼吸面罩模型。
[0033] 本实施例提出的载人潜水器仿真的模拟潜水器框架和轻外壳能够形成一个与真
实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外观一致的仿真载人潜水器；
载人舱内的综合显控计算机能够实时
接收并显示数据仿真平台所发出的潜水器位置数据、运动姿态数据以及液压系统、
电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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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命支持系统的模拟数据，
载人舱内的显示器和硬盘录像机能够实现仿真本体上摄像
机、录像机所录制画面的显示和存储，
且载人舱内的模拟水声通信系统和水声电话能够分
别实现与外部控制台的有线通话和无线通话。依据该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设计，
可以实
现舱内操作模拟、
推进器转动模拟、
视频照相模拟、灯光照明模拟、
主从式机械手作业模拟、
开关式机械手抛弃模拟、
压载抛弃功能模拟等功能，
操作控制灵活，
训练更加方便。
[0034] 二、
视景仿真系统：
[0035] 所述视景仿真系统包括设置在观察窗前方的120度环形投影柱幕、
高性能计算机
工作站及图形加速卡、
投影机组以及用以实时显示设定训练区域视景的电子海图模块；
所
述电子海图模块生成并显示模拟载人潜水器相对于母船的位置、
潜水器在大地坐标系中的
位置、
潜水器的姿态（包括航向、
深度、
纵倾、
高度、
速度、
避碰等）、
潜水器相对于作业目标的
位置，
并根据定位数据产生模拟温度、盐度、深度、高度、对底速度数据发送给舱内控制系
统；
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根据电子海图模块调用视景信息，
所述视景信息包含根据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拍摄的海底录像制作的数字化海底仿真视景资料，
视景信息经过图形加速卡运
算后由投影机组投影到环形投影柱幕进行显示。其中，
所述环形投影柱幕采用半径大于5m
的120度无缝拼接柱幕，
可覆盖载人舱观察窗最大视野。
[0036] 在具体设计时，
视景仿真系统的技术实现综合考虑潜水器运动数学模型及深海环
境视景模拟系统。潜水器运动数学模型应用水动力学及空间运动学算法，
考虑潜水器在甲
板准备、布放回收、注水下潜、
下潜抛载、近底航行、着地作业、
抛载返航、排水上浮、
回收甲
板等不同运动工况条件下相关运动参数的变化，
建立深水六自由度运动方程及近水面六自
由度运动方程，
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
应用四阶龙格库塔算法进行运动方程求解，
实现
潜水器在深海环境中直航、
回转、
纵倾运动等各种运动姿态数值的实时求解，
并把各运动分
量数值实时传送给视景显示、总控台。
[0037] 深海视景模拟系统结合虚拟现实技术、
图形图像技术、三维立体视景生成和再现
技术，
产生可使操作人员如身临其境的交互式模拟环境，
并实现操纵人员与海底三维立体
视景的直接自然交互；
深海环境视景模拟系统可模拟载人潜水器工作在平坦海底环境和复
杂海底环境，
并通过三维视景的实时动态变化复现载人潜水器的空间运动，
实现在深海环
境中直航、
回转、
纵倾运动等性能的逼真展示。深海环境视景模拟技术配备的高亮度立体视
景系统可为操纵人员提供多个实际训练任务中的高逼真度海底虚拟场景，
使潜航员如亲临
深海驾驶潜器的感觉。
[0038] 深海环境视景模拟系统针对深海地质地貌、
内波、底流等深海环境特征及深潜器
运动特性，
进行高真实感虚拟场景三维建模，
海底特殊地貌如深海热液喷口、深海生物、钴
结壳等的虚拟特效实现，
构建以海山为主，
辅以谷、
海沟、
断崖、
平坦海底和海流等的虚拟深
海三维视景数据库，
及电子海图模块，
搭建高亮度宽视场角柱幕无缝拼接三维视景系统，
实
现与潜器运动模型解算计算机的实时信息交换，
并驱动三维视景系统以实时同步响应操作
人员的操作，
从而逼真模拟载人潜水器在六自由度空间的运动，
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达
到培训的目的。
[0039] 具体在训练过程中 ，
由总控台教练员选定训练海区、设定训练科目、设置系统故
障、监控潜航员训练、记录训练数据等，
总控台设一个视点可以改变的视景通道，
使教练员
可以观察整个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运动。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配备载人潜水器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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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纵设备和控制系统，
潜航员通过这些设备实现和系统的实时交互，
并将控制和操控信
息实时传送给六自由度运动模型，
由运动模型解算模块实时解算潜水器的六自由度运动数
据。三维视景系统根据六自由度运动数据和机械手操控信息等，
实时同步更新海底虚拟场
景，
从而实时动态复现载人潜水器的空间运动，
以及系统对操作人员操作的响应。
[0040] 本实施例所述的视景仿真系统设备架设简单、
耗材费用低，
且与实际潜水过程无
差异，
视景仿真系统的规范性、
交互性及沉浸性高，
有助于对操作员的训练。
[0041] 三、
数据仿真平台：
[0042]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包括与舱内控制系统相连的推进器系统数据模拟模块、
液压系
统数据模拟模块、
压载与纵倾调节模拟模块、
电池系统数据模块；
所述推进器系统数据模块
用以接收舱内航行操作手柄控制量并据此产生模拟推进器电流与反馈数据，
同时根据载人
潜水器动力学模型计算载人潜水器模拟速度与加速度数据；
所述液压系统数据模拟模块用
以产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模拟液压系统压力和电流数据；
所述压载与纵倾调节模拟模
块用以产生载人潜水器仿真本体的模拟压载与纵倾调节传感数据；
所述电池系统数据模块
用以产生仿真本体系统的模拟主蓄电池、副蓄电池、
备用蓄电池的电压与电流数据；
并将上
述全部数据发送给舱内控制系统。
[0043]
另外，
为了提高模拟训练效果，
所述数据仿真平台还包括载人潜水器故障数据库
及模拟故障发生模块，
通过控制上述数据的变化模拟载人潜水器相关系统的故障发生与故
障恢复，
所述故障数据库包含的故障信息包括：
故障发生时间、
故障触发生的变量条件、
故
障涉及变量列表、
所涉及变量的时间-数值变化以及故障消除条件。所述模拟故障发生模块
在设计过程中，
首先对故障的内容及其来源进行分析，
并按照故障类型进行分类模拟，
具体
通过总结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应用过程中出现过的故障，
整理出在故障发生时可能会受到
影响的装置、部件，
在系统模拟产生故障时，
对相关功能模块进行功能约束，
使得模拟操纵
控制系统能够逼真的再现故障。模拟故障发生模块首先接收根据故障数据库生成的故障命
令，
通过虚拟数据生成技术，
产生超过相应阈值的随机检测信息，
发送给航行控制计算机处
理，
完成人机界面故障信息的更新，
并根据蛟龙号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
对相关执行设
备执行情况和传感器的反馈响应作出合理的关停，
于此同时把故障状态信息实时的发送给
视景仿真系统和指挥中心，
以便完成整个操作模拟系统故障的联动、
掌握培训人员故障应
急操作的情况。
[0044] 本实施例所述数据仿真平台以真实潜水器的运行数据为基础，
模拟潜水器水下作
业过程中的各类传感器数据变化，
并可在故障触发与消除指令下通过数值变化模拟载人潜
水器训练系统发生的故障及其恢复情况。
[0045] 以上所述，
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
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
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
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
仍属于本实用新
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10

CN 207704684 U

说

明

书

图1

11

附

图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