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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机械自动化工程领域 ,具体地说
是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中间控制关
节的前后两侧分别设有多个偏转关节，
两侧的偏
转关节数量相同、依次连接，
各偏转关节通过中
间控制关节的控制实现蜿蜒、仰俯游动；
中间控
制关节的左右两侧分别连接有驱动翼组件，
每侧
固定翼的一端安装在中间控制关节的一侧，
每侧
的固定翼上均匀开设有多个安装驱动电机的容
置空间，
每个容置空间中安装的驱动电机的输出
端均通过旋转轴连接有驱动桨叶，
相邻两驱动电
机的输出方向相反，
带动驱动桨叶旋转。本发明
具有稳定性好、
横截面小、
柔性等特点，
可以根据
自身驱动方式的变化来改变水下环境对航行器
水下运行的影响，
使航行器在水中完成前进、后
退、
转弯、
仰俯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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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偏转关节(1)、
中间控制关节(2)
及驱动翼组件(3) ，
其中中间控制关节(2)的前后两侧分别设有多个偏转关节(1) ，
两侧的偏
转关节(1)数量相同、
依次连接，
并分别连接于所述中间控制关节(2)的前后两侧，
各所述偏
转关节(1)通过该中间控制关节(2)的控制实现蜿蜒、仰俯游动；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2)的左
右两侧分别连接有驱动翼组件(3) ，
每侧的驱动翼组件(3)均包括驱动电机(4)、驱动桨叶
(5)及固定翼(6) ，
每侧固定翼(6)的一端安装在所述中间控制关节(2)的一侧，
每侧的所述
固定翼(6)上均匀开设有多个安装驱动电机(4)的容置空间(7)，
每个所述容置空间(7)中安
装的驱动电机(4)的输出端均连接有旋转轴(9) ，
该旋转轴(9)上安装有驱动桨叶(5) ，
相邻
两驱动电机(4)的输出方向相反，
带动驱动桨叶(5)旋转，
实现游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
(2)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中的驱动电机(4)数量相同，
且每侧驱动翼组件(3)中的驱动
电机(4)的数量均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中间控制关节(2)两侧的所述驱动翼组件(3)的各驱
动电机(4)的安装方向相同。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
(2)两侧的固定翼(6)对称设置，
两侧固定翼(6)上开设的容置空间(7)数量相同。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其特征在于：
相邻的所述偏转关
节(1)之间通过十字轴铰接，
具有水平、
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2)
与偏转关节(1)之间通过十字轴铰接，
具有水平、
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偏转关节(1)
的数量为偶数个，
且关于所述中间控制关节(2)前后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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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自动化工程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背景技术
[0002] 水下航行器是一种航行于水下的航行体，
包括载人水下航行器和无人水下航行
器，
它能够完成水下勘探、
侦测甚至是军事上的进攻防守等任务。
[0003] 水下探测技术是海洋观测技术的重要内容，
也是海洋立体监测网的组成部分。
[0004] 在海洋开发日益重要的现在，
水下航行器越来越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
无论是
在民用还是在军用上，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
该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
航行器能够提供蜿蜒驱动和浆叶驱动两种驱动模式，
大大增加航行器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对于水下环境监测等工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本发明包括偏转关节、
中间控制关节及驱动翼组件，
其中中间控制关节的前后两
侧分别设有多个偏转关节，
两侧的偏转关节数量相同、
依次连接，
并分别连接于所述中间控
制关节的前后两侧，
各所述偏转关节通过该中间控制关节的控制实现蜿蜒、仰俯游动；
所述
中间控制关节的左右两侧分别连接有驱动翼组件，
每侧的驱动翼组件均包括驱动电机、
驱
动桨叶及固定翼，
每侧固定翼的一端安装在所述中间控制关节的一侧，
每侧的所述固定翼
上均匀开设有多个安装驱动电机的容置空间，
每个所述容置空间中安装的驱动电机的输出
端均连接有旋转轴，
该旋转轴上安装有驱动桨叶，
相邻两驱动电机的输出方向相反，
带动驱
动桨叶旋转，
实现游动。
[0008] 其中：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中的驱动电机数量相同，
且每侧
驱动翼组件中的驱动电机的数量均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中间控制关节两侧的所述驱动翼组
件的各驱动电机的安装方向相同；
[0009]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两侧的固定翼对称设置，
两侧固定翼上开设的容置空间数量相
同；
[0010]
相邻的所述偏转关节之间通过十字轴铰接，
具有水平、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由
度；
所述中间控制关节与偏转关节之间通过十字轴铰接，
具有水平、
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
由度；
[0011] 所述偏转关节的数量为偶数个，
且关于所述中间控制关节前后对称。
[0012] 本发明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3] 1 .本发明采用驱动电机驱动，
实现水下航行器的前进、后退、
转弯、仰俯等功能，
具
有旋转推进模式和构型推进模式两种运动模式，
能够使航行器具有在不同工作情况下选择
相应的驱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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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发明结构简单、
紧凑，
且操作简单。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蜿蜒驱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桨叶驱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中间控制关节及驱动翼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驱动翼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
1为偏转关节，
2为中间控制关节，
3为驱动翼组件，
4为驱动电机，
5为驱动桨
叶，
6为固定翼，
7为容置空间，
8为旋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21] 如图1～4所示，
本发明包括偏转关节1、
中间控制关节2及驱动翼组件3，
其中中间
控制关节2为一个，
在中间控制关节2的前后两侧分别设有多个偏转关节1，
两侧的偏转关节
1数量相同、依次连接，
并分别连接于中间控制关节2的前后两侧，
各偏转关节1通过该中间
控制关节2的控制实现蜿蜒、仰俯游动。本发明的偏转关节1的数量为偶数个，
且关于中间控
制关节2前后对称，
具体数量可根据具体工作情况而定。相邻的偏转关节1之间通过十字轴
铰接，
具有水平、
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中间控制关节2与偏转关节1之间通过十字轴
铰接，
具有水平、
垂直两个方向的转动自由度。这样，
即可使各关节间具有偏转和俯仰运动，
各关节间的相对运动组合成水下航行器的整体蜿蜒、
仰俯游动状态。
[0022] 中间控制关节2的左右两侧分别连接有驱动翼组件3，
每侧的驱动翼组件3均包括
驱动电机4、
驱动桨叶5及固定翼6，
两侧的固定翼6对称分布在中间控制关节2的两侧，
且每
侧固定翼6的一端固定在中间控制关节2上。每侧的固定翼6上均匀开设有多个安装驱动电
机4的容置空间7，
每个容置空间7中安装的驱动电机4的输出端均连接有旋转轴9，
该旋转轴
9上安装有驱动桨叶5，
相邻两驱动电机4的输出方向相反，
带动驱动桨叶5旋转，
实现游动。
中间控制关节2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中的固定翼6上开设的容置空间7数量相同，
两侧驱
动电机4的数量也对应相同，
且每侧驱动翼组件3中的驱动电机4的数量均为两个或两个以
上；
中间控制关节2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的各驱动电机4的安装方向相同。本实施例每侧的固
定翼6呈放倒的“王”字形，
“王”字形的一条边固定在中间控制关节2的一侧，
“王”字形的固
定翼6上具有两个容置空间，
每个容置空间均固定有一个驱动电机4，
两个驱动电机4的输出
方向相反，
两个驱动桨叶5对称位于“王”字形竖边的两侧。两侧的驱动电机4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对称增减。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24] 本发明的多关节混合驱动水下航行器既能够进行各关节控制的蜿蜒、
仰俯游动，
又能够进行左右驱动翼组件3上浆叶5驱动的游动。
中间控制关节2和偏转关节1之间通过十
字轴铰接，
使两者间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相邻两偏转关节1之间也通过
十字轴铰接，
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转动自由度。当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中的驱动
电机4停止工作，
水下航行器的中间控制关节2整体作为航行器的运动关节之一，
由其内部
安装的航行器驱动装置进行驱动。此时，
水下航行器通过驱动各关节之间的相对位置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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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航行器的运动构型，
使水下航行器在水中能够蜿蜒、仰俯运动，
实现水下航行器的前
进、
后退、
仰俯以及转弯等运动。
[0025] 当水下航行器各关节轴线保持共线，
水下航行器由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进行
驱动。左右两侧的驱动翼组件3中各相反安装两个驱动电机4，
驱动电机4的输出端安装旋转
轴8，
旋转轴8上安装有驱动桨叶5。当左右两侧输出方向为前进方向的驱动电机4运动，
带动
驱动桨叶5旋转，
水下航行器则向前运动；
当左右两侧输出方向为后退方向的驱动电机4运
动，
带动相应的驱动桨叶5旋转，
水下航行器则向后运动；
当一侧前进的驱动电机4运动，
带
动相应的驱动桨叶5旋转，
另一侧后退的驱动电机4运动，
带动相应的驱动桨叶5旋转，
实现
水下航行器的差速转弯。
[0026] 当水下航行器通过驱动翼组件3进行驱动向前运动时，
中间控制关节2前方的各偏
转关节1通过十字轴驱动向上方抬起，
通过水中阻力共同作用使水下航行器向上运动直至
其在驱动翼组件3的驱动下垂直向上运动。
[0027] 当水下航行器通过驱动翼组件3进行驱动向前运动时，
中间控制关节2前方的各偏
转关节1通过十字轴驱动向下方俯探，
通过水中阻力共同作用使水下航行器向下运动直至
其在驱动翼组件3的驱动下垂直向下运动。
[0028] 本发明的水下航行器具有稳定性好、
横截面小、
柔性等特点，
能在各种不同的水域
潜游，
并且可以根据自身驱动方式的变化来改变水下环境对航行器水下运行的影响，
使航
行器在水中完成前进、
后退、
仰俯、
转弯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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