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39674.7

(22)申请日 2018.05.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94529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07

(73)专利权人 武汉理工大学

地址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号

(72)发明人 甘进　叶云凌　任鹏良　郭国虎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2104

代理人 胡镇西

(51)Int.Cl.

B63B 17/00(2006.01)

B63B 27/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199996 B,2013.06.19,

CN 206202613 U,2017.05.31,

CN 103244062 A,2013.08.14,

CN 105073574 A,2015.11.18,

审查员 罗露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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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

及其操作方法，该支架结构包括甲板、船舱、起重

机、竖向桁架、检测设备和多根检测杆；起重机和

竖向桁架设置在甲板上，甲板在起重机的吊装范

围内还设置有多个置杆鼠洞和一个安装鼠洞；起

重机配备有吊装夹头；竖向桁架上设置有升降轨

道、升降装置和液压大夹；液压大夹用于夹持检

测杆，其上部与升降装置相连，后侧通过滚轮滑

动连接在升降轨道上；安装鼠洞位于液压大夹正

下方，检测杆被液压大夹夹住后可向下穿过安装

鼠洞；船舱内设置有操作平台。该支架结构操作

简便，适于各种水深，配合本发明操作方法能够

提高检测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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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甲板(1)、船舱(2)、起重机(3)、竖向

桁架(5)、检测设备(7)和多根检测杆(4)；

所述起重机(3)和竖向桁架(5)设置在甲板(1)上，所述甲板(1)在起重机(3)的吊装范

围内还设置有多个用于放置检测杆(4)的置杆鼠洞(1.1)和一个用于安装检测杆(4)的安装

鼠洞(1.2)；

各所述检测杆(4)在使用前竖立地放置在置杆鼠洞(1.1)内，其上端伸出鼠洞以方便吊

装；一根所述检测杆(4)的上端可与另一根所述检测杆(4)的下端固定相连从而将两根检测

杆(4)拼接成一体；所述起重机(3)配备有用于吊装检测杆(4)的吊装夹头(3.2)；

所述竖向桁架(5)上设置有升降轨道(5.1)、升降装置(5.2)和液压大夹(6)；所述液压

大夹(6)用于夹持检测杆(4)，其上部与升降装置(5.2)相连，后侧通过滚轮(6.8)滑动连接

在升降轨道(5.1)上，可在升降装置(5.2)的作用下沿升降轨道(5.1)上下滑动；所述安装鼠

洞(1.2)位于液压大夹(6)正下方，所述检测杆(4)被液压大夹(6)夹住后可向下穿过安装鼠

洞(1.2)；

所述安装鼠洞(1.2)的上方设置有与检测杆(4)相匹配的卡瓦(9)，可将检测杆(4)固定

在安装鼠洞(1.2)内；

所述船舱(2)内设置有操作平台(2.1)，操作人员可站立在其上将检测设备(7)安装到

从安装鼠洞(1.2)中伸入的检测杆(4)上；

所述液压大夹(6)包括支撑框架(6.1)、液压缸(6.2)、对称地设置在支撑框架(6.1)上

的第一夹头连杆机构(6.4)与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5)，以及连接液压缸(6.2)与第一夹头

连杆机构(6 .4)、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 .5)的连杆联接件(6 .3)；所述第一夹头连杆机构

(6.4)包括铰接相连的第一连杆(6.41)与第一夹头(6.42)，所述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5)包

括铰接相连的第二连杆(6.51)与第二夹头(6.52)；所述第一夹头(6.42)、第二夹头(6.52)

均包括夹持段(6.6)和连杆段(6.7)，所述夹持段(6.6)与连杆段(6.7)之间设置为一定角度

的转角；所述第一夹头(6.42)、第二夹头(6.52)的转角分别与支撑框架(6.1)前侧铰接相

连，所述第一夹头(6.42)的连杆段(6.7)的端部与第一连杆(6.41)的前端铰接相连，所述第

二夹头(6.52)的连杆段(6.7)的端部与第二连杆(6.51)的前端铰接相连；所述液压缸(6.2)

的缸体安装在支撑框架(6.1)后侧中部；所述连杆联接件(6.3)的后端与液压缸(6.2)的活

塞杆端部相连，所述连杆联接件(6.3)的前端通过两个铰链结构分别与第一连杆(6.41)的

后端、第二连杆(6.51)的后端铰接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角的角度≥120

℃。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杆(4)的一端

设置有内螺纹，另一端设置有与所述内螺纹相匹配的外螺纹；两根所述检测杆(4)通过内螺

纹与外螺纹的配合实现相互拼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甲板(1)在安装鼠

洞(1.2)的上部或下部设置有强化结构(8)，以防止检测杆(4)安装过程中对甲板(1)的损

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各置杆鼠洞(1.1)阵列

地布置在起重机(3)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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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起重

机(3)采用门式起重机(3)，包括门型框架(3.3)、设置在门型框架(3.3)下部的移动底座

(3.5)，以及设置在门型框架(3.3)的主梁上的电葫芦(3.4)；所述移动底座(3.5)可沿着设

置在甲板(1)上的轨道进行移动；所述电葫芦(3.4)可沿着设置在主梁上的轨道进行移动；

所述吊装夹头(3.2)与电葫芦(3.4)的缆绳(3.1)相连，通过电葫芦(3.4)实现升降作业。

7.一种如权利要求书1～6中任一项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的操作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根据所需检测深度，选取合适数量的检测杆(4)，竖立地放置在置杆鼠洞(1.1)内；

2)通过起重机(3)将一根检测杆(4)从置杆鼠洞(1.1)中吊出，移动到安装鼠洞(1.2)正

上方；

3)通过液压驱动位于初始位置的液压大夹(6)，使其夹紧检测杆(4)，再通过升降装置

(5.2)使液压大夹(6)沿竖向桁架缓慢下移；

4)当检测杆(4)下端穿过安装鼠洞(1.2)并移动到距离操作平台(2.1)一定高度处时，

使用卡瓦(9)使检测杆(4)固定，人工将检测设备(7)安装于检测杆(4)上；

5)移开卡瓦(9)，继续使用液压大夹(6)带动检测杆(4)缓慢下移至液压大夹(6)行程最

低端，使用卡瓦(9)固定检测杆(4)；

6)将液压大夹(6)复位至初始位置，按照步骤2)将下一根检测杆(4)移至安装鼠洞

(1.2)正上方，按步骤3)使其下移并与前一根检测杆(4)接触，人工将两检测杆(4)拼接成一

体；

7)移开卡瓦(9)，使用液压大夹(6)带动检测杆(4)缓慢下移至液压大夹(6)行程最低

端，使用卡瓦(9)固定检测杆(4)；

8)重复步骤6)、7)至完成全部检测杆(4)的安装，此时检测设备(7)到达预定的检测水

深。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中，

通过调整最后一根检测杆(4)的位置来微调检测设备(7)在水下的位置。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945298 B

3



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及其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下检测支架，特别是指一种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及其操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下检测作为一门新兴工程学科，集成了现代海洋工程技术、无损检测技术、潜水

技术、潜水医学以及结构力学、断裂力学等学科。随着我国“黄金水道”工程的不断的深入，

对航道整治、航道护底以及码头的建设开发项目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这对工程结构物的水

下定量检测与安全性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工程中所使用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一般

较为简陋，其施工操作也较为复杂，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江流域的水流速度较大，对于检测支

架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同时，对于三峡库区的大水深水下检测，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检测支

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作简便、适用于各类水深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

及其操作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设计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包括甲板、船舱、起重

机、竖向桁架、检测设备和多根检测杆；所述起重机和竖向桁架设置在甲板上，所述甲板在

起重机的吊装范围内还设置有多个用于放置检测杆的置杆鼠洞和一个用于安装检测杆的

安装鼠洞，置杆鼠洞、安装鼠洞的横截面最好是圆形，必要时也可以选择正八边形、正方形

等形状；各所述检测杆在使用前竖立地放置在置杆鼠洞内，其上端伸出鼠洞以方便吊装；一

根所述检测杆的上端可与另一根所述检测杆的下端固定相连从而将两根检测杆拼接成一

体；所述起重机配备有用于吊装检测杆的吊装夹头；所述竖向桁架上设置有升降轨道、升降

装置和液压大夹；所述液压大夹用于夹持检测杆，其上部与升降装置相连，后侧通过滚轮滑

动连接在升降轨道上，可在升降装置的作用下沿升降轨道上下滑动；所述安装鼠洞位于液

压大夹正下方，所述检测杆被液压大夹夹住后可向下穿过安装鼠洞；所述船舱内设置有操

作平台，操作人员可站立在其上将检测设备安装到从安装鼠洞中伸入的检测杆上。

[0005] 优选地，所述液压大夹包括支撑框架、液压缸、对称地设置在支撑框架上的第一夹

头连杆机构与第二夹头连杆机构，以及连接液压缸与第一夹头连杆机构、第二夹头连杆机

构的连杆联接件；

[0006] 优选地，所述第一夹头连杆机构包括铰接相连的第一连杆与第一夹头，所述第二

夹头连杆机构包括铰接相连的第二连杆与第二夹头；所述第一夹头、第二夹头均包括夹持

段和连杆段，所述夹持段与连杆段之间设置为一定角度的转角；所述第一夹头、第二夹头的

转角分别与支撑框架前侧铰接相连，所述第一夹头的连杆段的端部与第一连杆的前端铰接

相连，所述第二夹头的连杆段的端部与第二连杆的前端铰接相连；所述液压缸的缸体安装

在支撑框架后侧中部；所述连杆联接件的后端与液压缸的活塞杆端部相连，所述连杆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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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前端通过两个铰链结构分别与第一连杆的后端、第二连杆的后端铰接相连。

[0007] 优选地，所述转角的角度为钝角，更优选为≥120℃。

[0008] 优选地，所述检测杆的一端设置有内螺纹，另一端设置有与所述内螺纹相匹配的

外螺纹；两根所述检测杆通过内螺纹与外螺纹的配合实现相互拼接。

[0009] 优选地，所述安装鼠洞的上方设置有与检测杆相匹配的卡瓦，可将检测杆固定在

安装鼠洞内。

[0010] 优选地，所述甲板在安装鼠洞的上部或下部设置有强化结构，以防止检测杆安装

过程中对甲板的损坏。

[0011] 优选地，各置杆鼠洞阵列地布置在起重机的一侧。

[0012] 优选地，所述起重机采用门式起重机，包括门型框架、设置在门型框架下部的移动

底座，以及设置在门型框架的主梁上的电葫芦；所述移动底座可，沿着设置在甲板上的轨道

进行移动；所述电葫芦可沿着设置在主梁上的轨道进行移动；所述吊装夹头与电葫芦的缆

绳相连，通过电葫芦实现升降作业。

[0013]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前述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的操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根据所需检测深度，选取合适数量的检测杆，竖立地放置在置杆鼠洞内；

[0015] 2)通过起重机将一根检测杆从置杆鼠洞中吊出，移动到安装鼠洞正上方；

[0016] 3)通过液压驱动位于初始位置的液压大夹，使其夹紧检测杆，再通过升降装置使

液压大夹沿竖向桁架缓慢下移；

[0017] 4)当检测杆下端穿过安装鼠洞并移动到距离操作平台一定高度处时，使用卡瓦使

检测杆固定，人工将检测设备安装于检测杆上；

[0018] 5)移开卡瓦，继续使用液压大夹带动检测杆缓慢下移至液压大夹行程最低端，使

用卡瓦固定检测杆；

[0019] 6)将液压大夹复位至初始位置，按照步骤2)将下一根检测杆移至安装鼠洞正上

方，按步骤3)使其下移并与前一根检测杆接触，人工将两检测杆拼接成一体；

[0020] 7)移开卡瓦，使用液压大夹带动检测杆缓慢下移至液压大夹行程最低端，使用卡

瓦固定检测杆；

[0021] 8)重复步骤6)、7)至完成全部检测杆的安装，此时检测设备到达预定的检测水深。

[0022] 优选地，步骤8)中，可以通过调整最后一根检测杆的位置来微调检测设备在水下

的位置，以达到最佳测量位置。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该支架结构结构简单，易于施工操作，

使用杆子拼接方式作为检测支架的主体，使本发明适用于各种水深下的检测作业，同时能

够提高检测设备的稳定性及其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所设计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中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1的A-A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图1的B-B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图1中液压大夹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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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6为图1中液压大夹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各编号对应的部件如下：

[0031] 甲板1，包括：置杆鼠洞1.1，安装鼠洞1.2；

[0032] 船舱2，包括：操作平台2.1；

[0033] 起重机3，包括：缆绳3.1，吊装夹头3.2，门型框架3.3，电葫芦3.4，移动底座3.5；

[0034] 检测杆4，包括：公端4.1，母端4.2；

[0035] 竖向桁架5，包括：升降轨道5.1，升降装置5.2；

[0036] 液压大夹6，包括：支撑框架6.1，液压缸6.2，连杆联接件6.3，第一夹头连杆机构

6.4，第一连杆6.41，第一夹头6.42，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5，第二连杆6.51，第二夹头6.52，

夹持段6.6，连杆段6.7，滚轮6.8；

[0037] 检测设备7，强化结构8，卡瓦9。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9]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所设计的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包括甲板1、船舱2、起重

机3、竖向桁架5、检测设备7和多根检测杆4。具体说明如下：

[0040] 甲板1上设置有起重机3和竖向桁架5。

[0041] 起重机3采用门式起重机，包括门型框架3.3、设置在门型框架3.3下部的移动底座

3.5，以及设置在门型框架3.3的主梁上的电葫芦3.4。移动底座3.5可通过设置在其底部的

轮子，沿着设置在甲板1上的轨道进行移动，电葫芦3.4可沿着设置在主梁上的轨道进行移

动，电葫芦3.4的缆绳3.1前端设置有吊装夹头3.2。吊装夹头3.2呈圆形，可套在检测杆4上，

通过电葫芦3.4实现检测杆4的吊装。

[0042] 甲板1在起重机3的吊装范围内设置有多个置杆鼠洞1.1和一个安装鼠洞1.2。多个

置杆鼠洞1.1阵列地设置在起重机3的一侧，其下部位于船舱2内，每个置杆鼠洞1.1中可放

置一根检测杆4。

[0043] 检测杆4两端加厚，一端设置有内螺纹，称为母端4.2，另一端设置有与内螺纹相匹

配的外螺纹，称为公端4.1。两根检测杆4可通过公端4.1和母端4.2的配合实现相互拼接。检

测杆4在置杆鼠洞1.1内时，其母端4.2伸出鼠洞一定长度以便吊装。

[0044] 竖向桁架5上设置有升降轨道5.1、升降装置5.2和液压大夹6。升降装置5.2采用卷

扬机，其缆绳下端与液压大夹6的上部相连。液压大夹6的后侧通过滚轮6.8滑动连接在升降

轨道5.1上，可在升降装置5.2的作用下沿升降轨道5.1上下滑动，滑动时滚轮6.8不能脱离

轨道。

[0045] 如图5～6所示，液压大夹6包括支撑框架6.1、液压缸6.2、对称地设置在支撑框架

6.1上的第一夹头连杆机构6.4与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5，以及连接液压缸6.2与第一夹头连

杆机构6.4、第二夹头连杆机构6.5的连杆联接件6.3。

[0046] 第一夹头连杆机构6.4包括铰接相连的第一连杆6.41与第一夹头6.42，第二夹头

连杆机构6.5包括铰接相连的第二连杆6.51与第二夹头6.52。第一夹头6.42、第二夹头6.52

均包括夹持段6.6和连杆段6.7，夹持段6.6与连杆段6.7之间设置为150°的转角。第一夹头

6.42、第二夹头6.52的转角分别与支撑框架6.1前侧(远离竖向桁架的一侧)铰接相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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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头6.42的连杆段6.7的端部与第一连杆6.41的前端铰接相连，第二夹头6.52的连杆段6.7

的端部与第二连杆6.51的前端铰接相连。液压缸6.2的缸体安装在支撑框架6.1后侧(靠近

竖向桁架的一侧)中部。连杆联接件6.3的后端与液压缸6.2的活塞杆端部相连，连杆联接件

6.3的前端通过两个铰链结构分别与第一连杆6.41的后端、第二连杆6.51的后端铰接相连。

[0047] 安装鼠洞1.2位于液压大夹6正下方，并且贯穿船舱2，其下方为海水。安装鼠洞1.2

的直径比检测杆4稍大，检测杆4被液压大夹6夹住后可向下穿过安装鼠洞1.2并将其下的检

测设备送入海水中。安装鼠洞1.2的上方设置有与检测杆4相匹配的卡瓦9，可将检测杆4夹

持固定在安装鼠洞1.2内。

[0048] 船舱2内设置有操作平台2.1，操作人员可站立在其上将检测设备7安装到从安装

鼠洞1.2中伸入的检测杆4的公端4.1。甲板1在安装鼠洞1.2的下部设置有强化结构8，以减

少检测杆4安装过程中对甲板1的碰撞损坏。

[0049] 该船用水下检测支架结构可安装于一般工程船舶上，其检测设备安装的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0050] 1)待工程船到达指定检测地点，抛锚稳定后，根据所需检测深度，选取合适数量的

检测杆4。检测杆4竖立地存放于置杆鼠洞1.1内，其母端4.2朝上，且略高于甲板1。

[0051] 2)将起重机3移动至置杆鼠洞1.1附近，其吊装夹头3.2下放，夹住检测杆4，上提检

测杆4使其离甲板1一定高度，通过起重机3转移检测杆4至竖向桁架旁安装鼠洞1.2正上方。

[0052] 3)竖向桁架上的液压大夹6移动到检测杆4的母端4.2下方，通过液压驱动位于初

始位置的液压大夹6，使第一夹头6.42和第二夹头6.52夹紧检测杆4，再通过升降装置5.2使

液压大夹6沿竖向桁架缓慢下移。

[0053] 4)当检测杆4下端穿过安装鼠洞1.2并处于操作平台2.1一定高度处时，使用卡瓦9

使检测杆4固定，由位于操作平台2.1上的操作人员将检测设备7安装于检测杆4上。

[0054] 5)移开卡瓦9，继续使用液压大夹6带动检测杆4缓慢下移至液压大夹6行程最低

端，再使用卡瓦9固定检测杆4，此时检测杆4母端4.2略高于甲板1。

[0055] 6)同步骤2)将第二根检测杆4移动至第一根检测杆4正上方，此时液压大夹6箍住

第二根检测杆4，第二根检测杆4公端4.1与第一根检测杆4母端4.2配合，稍微松开液压大夹

6，人工旋转第二根检测杆4，将其螺纹连接到第一根检测杆4上，完成拼接，液压大夹6再次

夹紧第二根检测杆4。

[0056] 7)移开卡瓦9，继续使用液压大夹6带动拼接在一起的两根检测杆4缓慢下移至液

压大夹6行程最低端，至此第二根检测杆4下放完成。

[0057] 8)重复步骤6)、7)可将之后多根检测杆4下放，从而达到检测水深。在放置最后一

根检测杆4时，液压大夹6不必下移至最低端，其终点位置以使检测设备7刚好达到检测水深

为准。

[0058] 9)检测设备7回收操作为下放过程的逆操作，回收后检测杆4竖立存放于置杆鼠洞

1.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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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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