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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

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包括腰带、救生装置

以及推进装置，腰带包括腰带后端以及腰带前

端，腰带前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腰带的卡扣；腰

带后端的外侧设置有安装板、第一背包和第二背

包；安装板外侧设置有连接孔以及弧形槽，弧形

槽内设置有弧形齿条；救生装置包括设置在第二

背包内的压缩气罐、气阀以及气囊，气囊是与腰

带固定连接；推进装置包括上筒体以及下筒体；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

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

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智能化程度高、具有

救生功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水下助力推进装

置没有救生功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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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腰带

(1)、救生装置(2)以及推进装置(3)，所述的腰带(1)包括由链板制成环形的腰带后端(11)

以及由束带制成的腰带前端(12)，腰带前端(12)是与腰带后端(11)的两端口相互固定连

接，且腰带前端(12)上设置有用于固定腰带的卡扣(13)；

所述的腰带后端(11)内侧对称设置有滑槽(113)，滑槽(113)内分别卡入弧形板(14)，

且弧形板(14)与滑槽(113)相互滑动连接；滑槽(113)内设置有拉力传感器(143)，弧形板

(14)内侧设置有凸轴(141)，凸轴(141)通过第一弹簧(142)与拉力传感器(143)相互连接；

所述的腰带后端(11)的外侧左右对称设置有安装板(15)，并在腰带后端(11)上设置有第一

背包(16)和第二背包(17)；

所述的安装板(15)内侧设置有若干凹槽(152)，腰带后端(11)上设置有若干凸块

(111)，凸块(111)上套设有第二弹簧(112)并伸入凹槽(152)，安装板(15)将第二弹簧(112)

压紧后由第一卡销(151)将凸块(111)与安装板(15)卡接固定；所述的安装板(15)外侧设置

有连接孔(154)以及弧形槽(150)，弧形槽内一侧设置有弧形齿条(155)，弧形槽(150)的另

一侧设置有用于防撞的橡胶垫圈(153)；

所述的救生装置(2)包括设置在第二背包内的压缩气罐(22)、气阀(23)以及设置在腰

带后端(11)夹层内的气囊(21)，所述的气囊(21)是与腰带(1)固定连接；所述的气阀(23)包

括壳体(230)、进气口(232)、出气口(233)、密封隔板(234)、设置在壳体(230)内腔并与壳体

(230)滑动连接的滑块(235)以及固定设置在滑块上的气管(236)；所述的进气口(232)是与

压缩气罐(22)螺纹连接，出气口(233)是与气囊(21)相互连接，气管(236)上套设有第三弹

簧(237)，第三弹簧(237)两端分别与滑块(235)、壳体(230)相互抵接，滑块(235)将第三弹

簧(237)压紧后由第二卡销(231)将滑块(235)与壳体(230)固定；

所述的推进装置(3)包括上筒体(32)以及下筒体(33)；所述上筒体(32)上设置有与连

接孔(154)转动连接的转轴(323)，上筒体(32)的上端设置有滤网(321)，上筒体(32)的内腔

设置有带螺旋桨的第一电机(322)，上筒体(32)的下端设置有第二电机(324)，第二电机

(324)通过齿轮(325)与弧形齿条(155)传动连接；所述的下筒体(33)由若干套筒相互套设

构成，下筒体(33)的上端与上筒体(32)相互固定连接，下筒体(33)的下端是通过电动缸

(34)与安装板(15)相互连接；所述的第一卡销(151)是弧形结构；所述的第一背包(16)内设

置有电池(35)以及微控制器(3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微控制器(36)是分别与电池(35)、拉力传感器(143)、第一电机(322)、第

二电机(324)、电动缸(34)相互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下筒体(33)上设置有第一陀螺仪(37)以及水压传感器(38)，且第一陀螺

仪(37)以及水压传感器(38)是分别与微控制器(36)相互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筒体(32)上端设置有网板制成的防护罩(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下筒体(33)由若干套筒相互套设构成，套筒的上端外侧设置有外凸环，套

筒的下端内侧设置有内凸环，相邻两个套筒相互套设，外凸环与内凸环相互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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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卡扣(13)内设置有与微控制器(36)相互电性连接的第二陀螺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缸(34)两端是分别与下筒体(33)的下端、安装板(15)相互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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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潜水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

下助力推进器。

背景技术

[0002] 潜水的原意是为进行水下查勘、打捞、修理和水下工程等作业而在携带或不携带

专业工具的情况下进入水面以下的活动。后潜水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以在水下活动为主要内

容，从而达到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的目的的休闲运动，广为大众所喜爱。潜水需要身体四肢

配合才能在水中保持姿态或者移动，这就需要潜水人员具有强大的体力和耐力作为基础，

尽管专业的潜水员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时间具有很好的体力、耐力和经验，虽然现有技术

中有潜水用的推动装置，但往往结构复杂、体型庞大、操作复杂且价格昂贵，长时间的水下

作业对人体产生的体能负担依然很大，现有的潜水装备中并没有提供救生装置，一旦出现

危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必要发明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且具有救生功能的水下助力

推进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带有救生

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

靠、智能化程度高、具有救生功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水下助力推进装置没有救生功能的

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

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包括腰带、救生装置以及推进装置，所述的腰带包括由链板制成环形

的腰带后端以及由束带制成的腰带前端，腰带前端是与腰带后端的两端口相互固定连接，

且腰带前端上设置有用于固定腰带的卡扣；

[0005] 所述的腰带后端内侧对称设置有滑槽，滑槽内分别卡入弧形板，且弧形板与滑槽

相互滑动连接；滑槽内设置有拉力传感器，弧形板内侧设置有凸轴，凸轴通过第一弹簧与拉

力传感器相互连接；所述的腰带后端的外侧左右对称设置有安装板，并在腰带后端上设置

有第一背包和第二背包；

[0006] 所述的安装板内侧设置有若干凹槽，腰带后端上设置有若干凸块，凸块上套设有

第二弹簧并伸入凹槽，安装板将第二弹簧压紧后由第一卡销将凸块与安装板卡接固定；所

述的安装板外侧设置有连接孔以及弧形槽，弧形槽内一侧设置有弧形齿条，弧形槽的另一

侧设置有用于防撞的橡胶垫圈；

[0007] 所述的救生装置包括设置在第二背包内的压缩气罐、气阀以及设置在腰带后端夹

层内的气囊，所述的气囊是与腰带固定连接；所述的气阀包括壳体、进气口、出气口、密封隔

板、设置在壳体内腔并与壳体滑动连接的滑块以及固定设置在滑块上的气管；所述的进气

口是与压缩气罐螺纹连接，出气口是与气囊相互连接，气管上套设有第三弹簧，第三弹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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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分别与滑块、壳体相互抵接，滑块将第三弹簧压紧后由第二卡销将滑块与壳体固定；

[0008] 所述的推进装置包括上筒体以及下筒体；所述上筒体上设置有与连接孔转动连接

的转轴，上筒体的上端设置有滤网，上筒体的内腔设置有带螺旋桨的第一电机，上筒体的下

端设置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通过齿轮与弧形齿条传动连接；所述的下筒体由若干套筒相

互套设构成，下筒体的上端与上筒体相互固定连接，下筒体的下端是通过电动缸与安装板

相互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卡销是弧形结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背包内设置有电池以及微控制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微控制器是分别与电池、拉力传感器、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电动

缸相互电性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下筒体上设置有第一陀螺仪以及水压传感器，且第一陀螺仪以

及水压传感器是分别与微控制器相互电性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上筒体上端设置有网板制成的防护罩。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下筒体由若干套筒相互套设构成，套筒的上端外侧设置有外凸

环，套筒的下端内侧设置有内凸环，相邻两个套筒相互套设，外凸环与内凸环相互抵接。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卡扣内设置有与微控制器相互电性连接的第二陀螺仪。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电动缸两端是分别与下筒体的下端、安装板相互铰接。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

包括腰带、救生装置以及推进装置，腰带固定于人体腰部，而救生装置和推进装置与腰带连

接集成度高；救生装置可通过拉动第二卡销使得气体进入气囊而产生浮力将人体拖出水

面；腰带上设置有安装板，推进装置是安装在安装板上，通过第二电机以及电动缸的牵引可

以实现多个方向的活动，能实现对人体多个方向上施加推力，安装板与腰带之间通过第一

卡销固定连接，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可通过拔出第一卡销抛弃推进装置；腰带内侧的弧形板

连接拉力传感器，向微控制器传递相对转动信号，第二陀螺仪检测人体倾斜角度，第一陀螺

仪用于检测推进装置相对于人体的旋转角度，水压传感器用于检测潜水深度，避免潜水过

深对产生危险；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智能化程度高、具有救生

功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水下助力推进装置没有救生功能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整体

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弧形

板与腰带连接结构的纵向剖面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弧形

板与腰带连接结构的横向剖面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腰

带、第一背包以及第二背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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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与推进装置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安装

板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推进

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的气阀

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标记分述如下：1、腰带，11、腰带后端，111、凸块，112、第二弹簧，113、滑槽，

12、腰带前端，13、卡扣，14、弧形板，141、凸轴，142、第一弹簧，143、拉力传感器，15、安装板，

150、弧形槽，151、第一卡销，152、凹槽，153、橡胶垫圈，154、连接孔，155、弧形齿条，16、第一

背包，17、第二背包，2、救生装置，21、气囊，22、压缩气罐，23、气阀，230、壳体，231、第二卡

销，232、进气口，233、出气口，234、密封隔板，235、滑块，236、气管，237、第三弹簧，3、推进装

置，31、防护罩，32、上筒体，321、滤网，322、第一电机，323、转轴，324、第二电机，325、齿轮，

33、下筒体，34、电动缸，35、电池，36、微控制器，37、第一陀螺仪，38、水压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9] 如图1所示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包括腰带

1、救生装置2以及推进装置3，所述的腰带1包括由链板制成环形的腰带后端11以及由束带

制成的腰带前端12，腰带前端12是与腰带后端11的两端口相互固定连接，且腰带前端12上

设置有用于固定腰带的卡扣13；

[0030] 如图1、2、3所示，所述的腰带后端11内侧对称设置有滑槽113，滑槽113内分别卡入

弧形板14，且弧形板14与滑槽113相互滑动连接；滑槽113内设置有至少两个用于检测相反

方向受力的拉力传感器143，弧形板14内侧设置有凸轴141，凸轴141通过第一弹簧142与拉

力传感器143相互连接；在一种可能的实施例中，腰带内侧只设置一块弧形板14；在另一种

可能的实施例中，腰带内侧设置多块弧形板14；在另一种可能的实施例中，由固定于人体的

另一束带代替弧形板与拉力传感器相互连接。

[0031] 所述的腰带后端11的外侧左右对称设置有安装板15，并在腰带后端11上设置有第

一背包16和第二背包17；所述的第一背包16内设置有电池35以及微控制器36。

[0032] 如图5所示，所述的安装板15内侧设置有若干凹槽152，腰带后端11上设置有若干

凸块111，凸块111上套设有第二弹簧112并伸入凹槽152，安装板15将第二弹簧112压紧后由

第一卡销151将凸块111与安装板15卡接固定；所述的第一卡销151是弧形结构，为了防止第

一卡销151变形影响其抽出，其制造材料应是刚性材料。

[0033] 如图6所示，所述的安装板15外侧设置有连接孔154以及弧形槽150，弧形槽内一侧

设置有弧形齿条155，弧形槽150的另一侧设置有用于防撞的橡胶垫圈153，当然橡胶垫圈

153也可以是其他具有一定弹性的材料制成，能在机构间的碰撞中起到缓冲作用即可；

[0034] 如图4所示，所述的救生装置2包括设置在第二背包内的压缩气罐22、气阀23以及

设置在腰带后端11夹层内的气囊21，所述的气囊21是与腰带1固定连接，气囊21与腰带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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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媒介可以是锁链绳索等柔性连接材料；

[0035] 如图8所示，所述的气阀23包括壳体230、进气口232、出气口233、密封隔板234、设

置在壳体230内腔并与壳体230滑动连接的滑块235以及固定设置在滑块上的气管236；所述

的进气口232是与压缩气罐22螺纹连接，出气口233是与气囊21相互连接，气管236上套设有

第三弹簧237，第三弹簧237两端分别与滑块235、壳体230相互抵接，滑块235将第三弹簧237

压紧后由第二卡销231将滑块235与壳体230固定；

[0036] 在一种实施例中，密封隔板234是由密封材料预制，使用时放入气阀23内由压缩气

罐22向气阀23压紧，在另一种实施例中，密封隔板234是直接固定在气阀23的进气口232上。

[0037] 在一种可能的实施例中压缩气罐22具有充气口和出气口233，压缩气罐22的出气

口233与气阀23的进气口232螺纹连接后由压缩气罐22的充气口向压缩气罐22内充气，在另

一种实施例中，压缩气罐22具有预设的按压式出气开关，在压缩气罐22的出气口233与气阀

23的进气口232螺纹连接时触发其出气开关，压缩气罐22向外供气。

[0038] 如图7所示，所述的推进装置3包括上筒体32以及下筒体33；所述上筒体32上设置

有与连接孔154转动连接的转轴323，上筒体32的上端设置有滤网321，上筒体32的内腔设置

有带螺旋桨的第一电机322，第一电机322负责产生推力上筒体32的下端设置有第二电机

324，第二电机324通过齿轮325与弧形齿条155传动连接；通过第二电机324的动作将上筒体

32的尾部上下移动，改变其推力方向。

[0039] 所述的下筒体33由若干套筒相互套设构成，套筒的上端外侧设置有外凸环，套筒

的下端内侧设置有内凸环，相邻两个套筒相互套设，外凸环与内凸环相互抵接；下筒体33的

上端与上筒体32相互固定连接，下筒体33的下端是通过电动缸34与安装板15相互连接。通

过电动缸34的牵引使得下筒体33左右摆动，改变下筒体33的推力方向。

[0040] 所述的上筒体32上端设置有网板制成的防护罩31，防止滤网321与礁石等磕碰而

破损。

[0041] 所述的微控制器36是分别与电池35、拉力传感器143、第一电机322、第二电机324、

电动缸34相互电性连接。所述的下筒体33上设置有第一陀螺仪37以及水压传感器38，且第

一陀螺仪37以及水压传感器38是分别与微控制器36相互电性连接。所述的卡扣13内设置有

与微控制器36相互电性连接的第二陀螺仪。

[0042] 微控制器36将拉力传感器143、第一陀螺仪37、水压传感器38、第二陀螺仪检测到

的信号进行分析后生成控制指令，控制第一电机322、第二电机324、电动缸34的动作，如拉

力传感器143检测到一个人体相对于腰带1向左转动信号，则左侧的第一电机322停机，右侧

的第一电机322开机，电动缸34向内拉动下筒体33，使得推动装置带动其他部件向左转动；

又例如为了防止使用者下潜深度超过预设的安全水深，则通过水压传感器38实时检测所处

的水深，当水深超过预设的安全值时则第一电机322停机运作，或者在第一电机322停机继

续运行并将推进装置的推力方向改为向上，将使用人员推送至安全水深；又例如，当第二陀

螺仪检测到人体倾斜时，通过第二电机324以及电动缸34的动作将推进装置的推力方向调

整，直至第一陀螺仪37检测到的倾斜角度与人体倾斜角度一致。

[0043]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救生装置的便携式自调节转向水下助力推进器，包括腰

带、救生装置以及推进装置，腰带固定于人体腰部，而救生装置和推进装置与腰带连接集成

度高；救生装置可通过拉动第二卡销使得气体进入气囊而产生浮力将人体拖出水面；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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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有安装板，推进装置是安装在安装板上，通过第二电机以及电动缸的牵引可以实现

多个方向的活动，能实现对人体多个方向上施加推力，安装板与腰带之间通过第一卡销固

定连接，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可通过拔出第一卡销抛弃推进装置；腰带内侧的弧形板连接拉

力传感器，向微控制器传递相对转动信号，第二陀螺仪检测人体倾斜角度，第一陀螺仪用于

检测推进装置相对于人体的旋转角度，水压传感器用于检测潜水深度，避免潜水过深对产

生危险；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智能化程度高、具有救生功能等

优点，有效解决现有水下助力推进装置没有救生功能的问题。

[0044]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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