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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钻探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钻探装置，
外壳内设有
安装筒，
电机安装于该安装筒内 ，
轴系转动安装
于安装筒内 ，
一端与电机的输出端相连，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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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支撑凸轮的支撑部件；
述凸轮可沿轴向相对
滑动地套设在轴系上，
底面沿轴向具有高度差，
凸轮的底面通过支撑部件支撑，
凸轮上开设有豁
口；
冲击锤的一端与凸轮相连，
另一端为冲击端，
冲击锤上套设有驱动弹簧，
驱动弹簧的一端与冲
击锤连接，另一端抵接于安装筒；
冲击锤的下方
设有连接于外壳下端的头锥。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
单，
总体结构轻盈紧凑，
凸轮机构驱动可以实现
对外壳的连续冲击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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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电机(4) 、安装筒(5) 、轴系(7) 、凸轮(8) 、冲击锤
(9)、
驱动弹簧(10)及外壳(12) ，
其中外壳(12)内设有安装筒(5) ，
所述电机(4)安装于该安
装筒(5)内，
所述轴系(7)转动安装于安装筒(5)内，
一端与电机(4)的输出端相连，
另一端设
有支撑凸轮(8)的支撑部件；
所述凸轮(8)可沿轴向相对滑动地套设在轴系(7)上，
底面沿轴
向具有高度差，
该凸轮(8)的底面通过所述支撑部件支撑，
所述凸轮(8)上开设有豁口(19) ；
所述冲击锤(9)的一端与凸轮(8)相连，另一端为冲击端，
该冲击锤(9)上套设有驱动弹簧
(10) ，
所述驱动弹簧(10)的一端与冲击锤(9)连接，另一端抵接于安装筒(5) ；
所述冲击锤
(9)的下方设有连接于外壳(12)下端的头锥(13)。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凸轮(8)的底面由豁口(19)的一
侧向另一侧轴向高度逐渐增加。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凸轮(8)上的豁口(19)的宽度大
于支撑部件的宽度，
该支撑部件在凸轮(8)处于初始状态时支撑于凸轮(8)底面的一侧，
所
述凸轮(8)在支撑部件转至豁口(19)处时带动冲击锤(9)进行释放。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部件为凸出于轴系(7)另一
端外表面的挡块(18)。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冲击锤(9)一端内部为中空结构，
另一端外部套设有驱动弹簧(10) ，
该冲击锤(9)的另一端外部设有压板(11)，
所述驱动弹簧
(10)的一端抵接于该压板(11)上。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板(11)与冲击锤(9)的另一端
为一体结构，
或通过与冲击锤(9)另一端螺纹连接的螺母(21)限位。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12)的上端与安装筒(5)上
端之间设有缓冲弹簧(2) ，
该缓冲弹簧(2)的两端分别与外壳(12)的上端和安装筒(5)上端
抵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筒(5)包括依次螺纹连接的
电机后盖(3)、
电机安装筒(14)、轴承安装筒(15)及冲击锤滑动套筒(16)，
所述电机(4)位于
电机安装筒(14)内，
输出端通过联轴器(6)与轴系(7)的一端相连，
该轴系(7)通过轴承转动
安装于轴承安装筒(15)内，
所述凸轮(8)与轴承安装筒(15)之间留有供凸轮(8)抬升的空间
(20)；
所述冲击锤(9)可滑动地容置于冲击锤滑动套筒(16)内。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探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12)的上端连接有后盖(1) ，
下端连接有头锥(13) ，
该外壳(12)内设有限位套(17) ，
所述限位套(17)的上端抵接于安装
筒(5)的下端，
该限位套(17)的下端抵接于外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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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钻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地外天体探测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地外天体、针对原位探
测方法使用的钻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未停止对外太空的探测，
多种探测手段也随着时代不断加
深人类对地外天体的认识与理解；
而原位探测通过直接将传感器置入地外天地以探测其土
壤的物理成分等特征，
是一种重要的地外天体探测手段。
[0003] 原位探测往往需要将传感器布放于星壤表面以下，
而传统的钻探方式往往需要携
带较长的钻杆；
因此直接导致钻探装置重量体积较大，
不太适合于对有效载荷体积以及质
量都有严格要求的航天任务。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传统钻探方式存在的上述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冲击式贯入
无人自动钻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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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筒、轴系、
凸轮、冲击锤、
驱动弹簧及外壳，
其中外壳内
设有安装筒，
所述电机安装于该安装筒内，
所述轴系转动安装于安装筒内，
一端与电机的输
出端相连，
另一端设有支撑凸轮的支撑部件；
所述凸轮可沿轴向相对滑动地套设在轴系上，
底面沿轴向具有高度差，
该凸轮的底面通过所述支撑部件支撑，
所述凸轮上开设有豁口；
所
述冲击锤的一端与凸轮相连，
另一端为冲击端，
该冲击锤上套设有驱动弹簧，
所述驱动弹簧
的一端与冲击锤连接，
另一端抵接于安装筒；
所述冲击锤的下方设有连接于外壳下端的头
锥；
[0007] 其中：
所述凸轮的底面由豁口的一侧向另一侧轴向高度逐渐增加；
[0008] 所述凸轮上的豁口的宽度大于支撑部件的宽度，
该支撑部件在凸轮处于初始状态
时支撑于凸轮底面的一侧，
所述凸轮在支撑部件转至豁口处时带动冲击锤进行释放；
[0009] 所述支撑部件为凸出于轴系另一端外表面的挡块；
[0010] 所述冲击锤一端内部为中空结构，
另一端外部套设有驱动弹簧，
该冲击锤的另一
端外部设有压板，
所述驱动弹簧的一端抵接于该压板上；
[0011] 所述压板与冲击锤的另一端为一体结构，
或通过与冲击锤另一端螺纹连接的螺母
限位；
[0012] 所述外壳的上端与安装筒上端之间设有缓冲弹簧，
该缓冲弹簧的两端分别与外壳
的上端和安装筒上端抵接；
[0013] 所述安装筒包括依次螺纹连接的电机后盖、
电机安装筒、轴承安装筒及冲击锤滑
动套筒，
所述电机位于电机安装筒内，
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轴系的一端相连，
该轴系通过轴
承转动安装于轴承安装筒内，
所述凸轮与轴承安装筒之间留有供凸轮抬升的空间；
所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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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冲击锤可滑动地容置于冲击锤滑动套筒内；
[0014] 所述外壳的上端连接有后盖，
下端连接有头锥，
该外壳内设有限位套，
所述限位套
的上端抵接于安装筒的下端，
该限位套的下端抵接于外壳。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6] 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钻探装置结构简单，
相对于钻杆钻探的方式来说体积小重量
轻。
[0017] 2 .本实用新型通过一个电机带动圆柱凸轮实现对冲击锤的抬升以压缩驱动弹簧，
在工作过程中无需进行换向，
控制方法简单。
[0018] 3 .本实用新型不同于传统的钻杆钻探装置，
采用冲击的方法对星壤实施贯入。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剖视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驱动弹簧和缓冲弹簧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轴系与凸轮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
1为后盖，
2为缓冲弹簧，
3为电机后盖，
4为电机，
5为安装筒，
6为联轴器，
7为
轴系，
8为凸轮，
9为冲击锤，
10为驱动弹簧，
11为压板，
12为外壳，
13为头锥，
14为电机安装
筒，
15为轴承安装筒，
16为冲击锤滑动套筒，
17为限位套，
18为挡块，
19为豁口，
20为空间，
21
为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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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如图1～4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机4、
安装筒5、轴系7、
凸轮8、冲击锤9、
驱动弹簧
10及外壳12，
其中外壳12为内部中空结构，
上端连接有后盖1、
下端连接有头锥13，
该头锥13
可与外壳1 为一体结构，
或螺纹连接；
后盖1上有卡榫，
外壳12的上端设有槽，
卡榫卡入槽
中、
从而将外壳12与后盖1固定在一起。外壳12和头锥 13以及后盖1组成的封闭壳体，
钻探
装置被外壳12所保护，
不会受外界灰尘环境的影响；
头锥13为锥状，
有利于实施贯入。
[0026] 安装筒5安装于外壳12内，
包括由上至依次螺纹连接的电机后盖3、
电机安装筒14、
轴承安装筒15及冲击锤滑动套筒16，
外壳12 的内壁上胶结有限制安装筒5位置的限位套
17，
限位套17的上端抵接于冲击锤滑动套筒16的下端，
限位套17的下端抵接于外壳12。
[0027] 电机4、
轴系7、
凸轮8、冲击锤9及驱动弹簧10分别容置于安装筒5内，
电机4固定在
电机安装筒14内，
轴系7通过轴承转动安装于轴承安装筒15内，
轴系7的一端(上端)通过联
轴器6与电机 4的输出端相连，
另一端(下端)设有支撑凸轮8的支撑部件。
[0028] 凸轮8可沿轴向相对滑动地套设在轴系7上，
在凸轮8上沿轴向开设有豁口19；
凸轮
8的底面沿轴向具有高度差，
即凸轮8的底面由豁口19的一侧向另一侧轴向高度逐渐增加。
凸轮8的底面通过支撑部件支撑，
凸轮8上的豁口19的宽度大于支撑部件的宽度，
该支撑部
件在凸轮8处于初始状态时支撑于凸轮8底面的一侧，
凸轮8在支撑部件转至豁口19处时带
动冲击锤9进行释放。本实用新型的支撑部件为凸出于轴系7另一端外表面的挡块18。
凸轮8
与轴承安装筒15之间留有供凸轮8抬升的空间20。
4

CN 209354055 U

说

明

[0029]

书

3/3 页

冲击锤9的一端内部为中空结构，
该端与凸轮8相连，
轴系7的下端插入冲击锤9该
端的内部，
冲击锤9的另一端为冲击端。冲击锤 9的另一端外部设有压板11，
并且另一端外
部套设有驱动弹簧10，
驱动弹簧10的一端抵接于该压板11上，
另一端抵接于冲击锤滑动套
筒16。压板11与冲击锤9的另一端为一体结构，
或通过与冲击锤9 另一端螺纹连接的螺母21
限位；
本实施例的压板11与冲击锤9通过螺母21连接在一起。
[0030] 外壳12上端的后盖1与安装筒5上端的电机后盖3之间的空隙内设有缓冲弹簧2，
该
缓冲弹簧2的两端分别与后盖1和电机后盖3 抵接。
驱动弹簧10压缩释放以后产生的反作用
力产生的功则转化为缓冲弹簧2的弹性势能和安装筒5向上运动的动能。
[0031] 本实用新型的钻探方法为：
[0032] 电机4驱动轴系7旋转，
在转动过程中，
该轴系7另一端的挡块 18始终抵接于凸轮8
的底面，
带动凸轮8沿轴向抬升，
进而通过凸轮8带动冲击锤9抬升，
冲击锤9在抬升的过程中
通过压板11向上挤压驱动弹簧10；
凸轮8在挡块18转至豁口19处被释放，
通过驱动弹簧10驱
动冲击锤9撞击连接于外壳12下端的头锥13，
提供外壳12向下贯入的冲击力。撞击后，
再通
过驱动弹簧10的弹力复位，
凸轮8轴向高度较小一侧的底面复位至挡块18上方，
再通过电机
4 驱动轴系7旋转，
实现凸轮8带动冲击锤9进行抬升、
释放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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