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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下机器人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
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
构。
包括机器人主体及设置于机器人主体后侧的
尾翼，
机器人主体为竖式扁体流线型、且两侧设
有主推进器，
尾翼沿垂直方向布设。机器人主体
包括框架龙骨及包络于框架龙骨外围的浮力材
料外壳。
本发明实现了机器人在大深度剖面潜浮
运动的快速性，
提高了全海深垂直面运动效率，
有利于提高水下机器人运动的稳定性；
从仿生学
的角度，
实现了水下机器人功能和外观的总体协
调，
保障机器人在水下具备良好的操纵性能 ，
同
时保障了水下机器人的结构紧凑化、
重量轻质化
和体积小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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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机器人主体(1)
及设置于所述机器人主体(1)后侧的尾翼(2) ，
所述机器人主体(1)为竖式扁体流线型、
且两
侧设有主推进器(21)，
所述尾翼(2)沿垂直方向布设。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结构，
且所述尾翼(2)设置于长轴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包括框架龙骨(3)及包络于所述框架龙骨(3)外围的浮力材料外壳。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框架龙骨(3)采用铝合金材质。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的顶部设有铱星信标(11)、
频闪灯(12)、
起吊环(10)及光纤导引管(20) ，
所述铱星信标(11)用于GPS定位和铱星通信。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的前端设有用于探测水体温度、
盐度和深度信息的温盐深传感器(13)。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的前端下部设有摄像机(16)和探照灯(22)。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机器人主体(1)内部上层设有航行控制舱(14) ，
底层设有电池组(17) ，
所述航行控制舱
(14)和电池组(17)之间设有补偿器(15)、主推回转装置(18)及光纤团(19) ，
其中主推回转
装置(18)与两个所述主推进器(21)连接，
用于驱动所述主推进器(21)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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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下机器人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
人形体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Autonomous and Remotely-operated Vehicle，
简称ARV)
是一种面向极端海洋环境或特殊使命任务、
集自主水下机器人AUV和遥控水下机器人ROV的
部分功能与特点于一体的混合型新概念水下机器人。全海深，
是一种深度能力的体现，
指可
以覆盖全球海洋所有深度，
最大可达11000米。
常规的水下机器人，
由于下潜深度有限，
通常
忽略了其在下潜至指定深度和上浮至水面过程中的潜浮效率，
而多以其水平面的航行性能
最优为目标开展形体结构的设计工作。全海深水下机器人面向最大深度可达11000米的深
渊海底探测目标，
其在垂直面的潜浮距离和运动时间，
会大于或相当于其水平面的巡航距
离和运动时间。
因此，
垂直面的大深度潜浮效率成为其必须考虑的首要设计因素，
常规的水
下机器人形体结构已经无法满足万米深度下高效潜浮运动的需求。开展与大深度剖面高效
潜浮运动相匹配的形体结构设计，
将对提升全海深水下机器人的总体探测效率发挥重要的
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
体结构，
以实现其以尽可能小的时间成本，
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
快速高效的穿越大深度垂
直剖面，
精准的抵达万米深渊海底目的地，
实现较高的深渊海底总体探测效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包括机器人主体及设置于所述
机器人主体后侧的尾翼，
所述机器人主体为竖式扁体流线型、
且两侧设有主推进器，
所述尾
翼沿垂直方向布设。
[0006] 所述机器人主体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结构，
且所述尾翼设置于长轴端。
[0007] 所述机器人主体包括框架龙骨及包络于所述框架龙骨外围的浮力材料外壳。
[0008] 所述框架龙骨采用铝合金材质。
[0009] 所述机器人主体的顶部设有铱星信标、
频闪灯、
起吊环及光纤导引管，
所述铱星信
标用于GPS定位和铱星通信。
[0010] 所述机器人主体的前端设有用于探测水体温度、
盐度和深度信息的温盐深传感
器。
[0011] 所述机器人主体的前端下部设有摄像机和探照灯。
[0012] 所述机器人主体内部上层设有航行控制舱，
底层设有电池组，
所述航行控制舱和
电池组之间设有补偿器、主推回转装置及光纤团，
其中主推回转装置与两个所述主推进器
连接，
用于驱动所述主推进器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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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是：
[0014] 1 .本发明实现了机器人在大深度剖面潜浮运动的快速性，
提高了全海深垂直面运
动效率：
从水下机器人外形优化的角度，
竖高立扁的流线型外形有效降低了升沉阻力，
辅以
垂直尾翼对机器人额外附加横滚运动的抑制，
可以提升机器人大深度剖面的潜浮速度，
保
障机器人在垂直面的运动效率；
[0015] 2 .本发明有利于提高水下机器人运动的稳定性：
竖高立扁的形体，
可以满足机器
人结构布局实现大稳心高的要求，
有效抑制其在水平面航行时的附加俯仰运动和在垂直面
升沉时的附加横滚运动，
辅以垂直尾翼对水平面航行时附加转向运动的有效控制，
可以实
现机器人全方位的运动稳定；
[0016] 3 .本发明实现了水下机器人整体的协调性：
从仿生学的角度，
流线型外形辅以仿
生尾翼，
实现了机器人功能和外观的总体协调，
保障机器人在水下具备良好的操纵性能；
[0017] 4 .本发明的形体结构保障了水下机器人的结构紧凑化和体积小型化：
内置框架龙
骨和外围浮力材包络的结构形式，
有利于实现水下机器人对内部高空间利用率的需求，
便
于各种设备的布局优化，
使机器人总体结构紧凑，
重量轻，
体积小。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1] 图4为图3的侧视图。
[0022] 图中：
1为机器人主体，
2为尾翼，
3为框架龙骨，
4为上浮力材，
5为下浮力材，
6为前
浮力材，
7为后浮力材，
8为右浮力材，
9为左浮力材，
10为吊环，
11为铱星信标，
12为频闪灯，
13为温盐深传感器，
14为航行控制舱，
15为补偿器，
16为摄像机，
17为电池组，
18为主推回转
装置，
19为光纤团，
20为光纤导引管，
21为主推进器，
22为探照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4所示，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包
括机器人主体1及设置于机器人主体1后侧的尾翼2，
机器人主体1为竖式扁体流线型、且两
侧设有主推进器21，
尾翼2沿垂直方向布设。
[0025] 如图2所示，
机器人主体1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结构，
且尾翼2设置于长轴端。机器人
主体1的竖式扁体流线型结构，
一方面有利于结构总体布局，
实现机器人具备较大的稳心
高，
保障其良好的运动稳定性；
另一方面，
可以有效减小垂直面升沉的潜浮阻力，
有利于提
升潜浮速度。
[0026] 如图3所示，
机器人主体1包括框架龙骨3及包络于框架龙骨3外围的浮力材料外
壳，
框架龙骨3采用铝合金型材切割焊接而成，
主要承载水下机器人所搭载的各种设备，
并
支撑固定外围包络的浮力材料外壳。浮力材料外壳主要由上浮力材4、
下浮力材5、
前浮力材
6、后浮力材7、
右浮力材8和左浮力材9组成，
从各个方位将框架龙骨3包络严密，
形成具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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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形体的外形。
[0027] 机器人主体1的顶部设有铱星信标11、
频闪灯12、起吊环10及光纤导引管20，
铱星
信标11用于GPS定位和铱星通信。起吊环10位于最顶部，
便于起吊；
铱星信标11为GPS定位和
铱星通信装置，
在水下机器人浮出水面后给操作者发送位置信息；
频闪灯12为示位装置，
尤
其在夜间或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
[0028] 如图4所示，
机器人主体1的前端设有用于探测水体温度、盐度和深度信息的温盐
深传感器13，
机器人主体1的前端下部设有摄像机16和两个探照灯22，
由摄像机16和两个照
明灯22组成观测系统，
嵌入在前浮力材6内，
并固定在框架龙骨3上。光纤导引管20位于机器
人的顶部后方，
与上浮力材4固连。
[0029] 机器人主体1内部上层设有航行控制舱14，
底层设有电池组17，
航行控制舱14和电
池组17之间设有补偿器15、主推回转装置18及光纤团19，
其中主推回转装置18与两个主推
进器21连接，
左右两个主推进器21可通过主推回转装置18驱动旋转±90 °
，
可以在垂直面和
水平面产生机器人所需的推力。
[0030] 尾翼2采用碳纤维材料的薄板切割而成，
采用防生鱼尾型的结构形式，
通过螺钉连
接在主体1的后浮力材7上。尾翼2的防生鱼尾型结构，
垂直安装在机器人主体1的正后方，
既
可以满足水下机器人水平面稳定航行运动对较大扶正力矩的需求，
又能够有效抑制其在垂
直面潜浮过程中因水动力影响而产生的附加横滚运动，
降低升沉时的附加阻力，
提高潜浮
速度。
[0031] 本发明的一种探测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体结构，
实现了机器人在大深
度剖面潜浮运动的快速性，
提高了全海深垂直面运动效率，
有利于提高水下机器人运动的
稳定性。
从仿生学的角度，
实现了水下机器人功能和外观的总体协调，
保障机器人在水下具
备良好的操纵性能，
同时保障了水下机器人的结构紧凑化、
重量轻质化和体积小型化。
[0032] 本发明的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面向最大深度可达11000米的深渊海底探测
目标，
实现其以尽可能小的时间成本，
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
快速高效的穿越大深度垂直剖
面，
精准的抵达万米深渊海底目的地，
实现较高的深渊海底总体探测效率。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对其它深海
水下机器人具有同样的保护效力。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
改进、
扩展等，
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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