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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下机器人辅助工具，
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
置，
包括系缆卷筒、底座、滚轮支架和驱动装置，
四个滚轮支架和四个驱动装置一一对应并且设
于所述底座上，
所述滚轮支架内设有滚轮，
且所
述滚轮通过对应的驱动装置驱动旋转，
系缆卷筒
两端设有卷筒外缘，
且每个卷筒外缘下侧通过两
个滚轮支架内的滚轮支撑，
在所述系缆卷筒上设
有系缆固定孔，
在所述滚轮支架外侧设有卷筒挡
板。
本实用新型完成卷缆作业同时也避免系缆产
生较大内应力。

说明书2页

附图2页

CN 209352360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系缆卷筒(1)、底座(2)、滚
轮支架(4)和驱动装置(5) ，
四个滚轮支架(4)和四个驱动装置(5)一一对应并且设于所述底
座(2)上，
所述滚轮支架(4)内设有滚轮(402)，
且所述滚轮(402)通过对应的驱动装置(5)驱
动旋转，
系缆卷筒(1)两端设有卷筒外缘(101)，
且每个卷筒外缘(101)下侧通过两个滚轮支
架(4)内的滚轮(402)支撑，
在所述系缆卷筒(1)上设有系缆固定孔(102) ，
在所述滚轮支架
(4)外侧设有卷筒挡板(40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座(2)
上设有呈L型的驱动安装座(501) ，
且驱动装置(5)安装于对应驱动安装座(501)的立板上，
滚轮支架(4)设于对应驱动安装座(501)的横板上，
且所述横板通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底座
(2)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座(2)
上设有吊耳(201) ，
所述系缆卷筒(1)的筒轴外端设有减速环(103) ，
且所述减速环(103)和
吊耳(201)通过皮带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座(2)
上设有一个接线盒支架(301)，
所述接线盒支架(301)上端设有接线盒(3)。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装置
(5)的输出轴通过一个联轴器(6)与对应滚轮(402)的轮轴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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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下机器人辅助工具，
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
的卷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下机器人是海洋工程施工和海洋科考的关键设备之一，
系缆是连接水下机器人
与中继器的重要环节。为满足系缆在水下呈中性的要求，
系缆通常设有非金属的包裹层，
因
此系缆具有直径粗、
重量大以及难以弯曲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系缆的安装、
维护和修理工作
进行起来比较困难，
尤其是在甲板进行紧急维护和修理时。现有技术中的系缆在安装、
维护
和修理过程中，
一般为将系缆盘放在地上或甲板上，
该方法需要人工操作，
易使系缆在作业
过程中产生较大内应力，
对后续系缆的安装和使用造成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完成卷缆作业
同时也避免系缆产生较大内应力。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水下机器人系缆的卷缆装置，
包括系缆卷筒、底座、滚轮支架和驱动装
置，
四个滚轮支架和四个驱动装置一一对应并且设于所述底座上，
所述滚轮支架内设有滚
轮，
且所述滚轮通过对应的驱动装置驱动旋转，
系缆卷筒两端设有卷筒外缘，
且每个卷筒外
缘下侧通过两个滚轮支架内的滚轮支撑，
在所述系缆卷筒上设有系缆固定孔，
在所述滚轮
支架外侧设有卷筒挡板。
[0006] 所述底座上设有呈L型的驱动安装座，
且驱动装置安装于对应驱动安装座的立板
上，
滚轮支架设于对应驱动安装座的横板上，
且所述横板通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底座上。
[0007] 所述底座上设有吊耳，
所述系缆卷筒的筒轴外端设有减速环，
且所述减速环和吊
耳通过皮带连接。
[0008] 所述底座上设有一个接线盒支架，
所述接线盒支架上端设有接线盒。
[0009] 所述驱动装置的输出轴通过一个联轴器与对应滚轮的轮轴相连。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1] 1、
本实用新型利用四个滚轮分别支撑系缆卷筒两端的卷筒外缘，
四个驱动装置分
别驱动对应滚轮转动，
进而驱动系缆卷筒的卷筒外缘转动，
实现系缆卷筒低速且匀速旋转
完成卷缆作业，
同时也避免系缆产生较大内应力。
[0012] 2、
本实用新型在底座上设有吊耳方便起吊 ，另外系缆卷筒的筒轴外端设有减速
环，
通过皮带将所述减速环和吊耳连接，
连接的松紧度可调，
从而改变卷缆拉力。
[0013] 3、
本实用新型在底座上设有呈L型的驱动安装座，
驱动装置安装于驱动安装座的
立板上，
滚轮支架设于驱动安装座的横板上，
且所述横板通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底座上，
拆卸
时只需将驱动安装座卸下，
即可将驱动装置和滚轮支架一起卸下，
安装拆卸都很方便。
3

CN 209352360 U

说

明

书

2/2 页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6] 其中，
1为系缆卷筒，
101为卷筒外缘，
102为系缆固定孔，
103为减速环，
2为底座，
201为吊耳，
3为接线盒，
301为接线盒支架，
4为滚轮支架，
401为卷筒挡板，
402为滚轮，
5为驱
动装置，
501为驱动安装座，
6为联轴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0018] 如图1～2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系缆卷筒1、底座2、滚轮支架4和驱动装置5，
四个
滚轮支架4和四个驱动装置5一一对应并设于所述底座2上，
所述滚轮支架4内设有滚轮402，
且所述滚轮402通过对应的驱动装置5驱动旋转，
系缆卷筒1两端设有卷筒外缘101，
且每个
卷筒外缘101下侧通过两个滚轮支架4内的滚轮402支撑，
在所述系缆卷筒1上设有系缆固定
孔102，
在所述滚轮支架4外侧设有卷筒挡板401限定卷筒外缘101位移。装置工作时，
系缆固
定于系缆卷筒1的系缆固定孔102上，
四个驱动装置5分别驱动对应滚轮支架4内的滚轮402
转动，
进而驱动系缆卷筒1的卷筒外缘101转动，
实现系缆卷筒1的卷缆作业。本实施例中，
所
述驱动装置5为电机。
[0019] 如图1～2所示，
所述底座2上设有四个呈L型的驱动安装座501，
且驱动装置5安装
于对应驱动安装座501的立板上，
滚轮支架4设于对应驱动安装座501的横板上，
所述横板通
过螺栓固定于所述底座2上。
[0020] 如图2所示，
所述驱动装置5的输出轴通过一个联轴器6与对应滚轮402的轮轴相
连。
[0021] 如图1所示，
所述底座2上设有一个接线盒支架301，
所述接线盒支架301上端设有
接线盒3与各个驱动装置5的线缆相连。
[0022] 如图1所示，
所述底座2上设有吊耳201方便起吊，
另外所述系缆卷筒1的筒轴外端
设有减速环103，
通过皮带将所述减速环103和吊耳201连接，
连接的松紧度可调以改变皮带
与减速环103之间的摩擦力，
从而改变卷缆拉力和卷速。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24]
系缆具有直径粗、重量大以及难以弯曲等特点，
且卷缆时速度不均或过快易使系
缆在作业过程中产生较大内应力。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利用四个滚轮402分别支撑系缆卷筒1
两端的卷筒外缘101，
系缆固定于系缆卷筒1的系缆固定孔102上，
四个驱动装置5分别驱动
对应滚轮支架4内的滚轮402转动，
进而驱动系缆卷筒1的卷筒外缘101转动，
实现系缆卷筒1
低速且匀速旋转完成卷缆作业，
同时也避免系缆产生较大内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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