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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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17008.4

(22)申请日 2016.11.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476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25

(73)专利权人 悠迅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201613 上海市松江区中创路68号13

幢4层407室

(72)发明人 赵志杰　周庆良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宏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297

代理人 赵朋晓

(51)Int.Cl.

B63C 11/02(2006.01)

审查员 孙少阳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下辅助动力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所

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包括导流罩壳体、推进

器、连接座、控制包、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所述

的推进器包括导流头、连接件、防水无刷直流电

机、螺旋桨；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一端的输

出轴与螺旋桨固定连接；所述防水无刷直流电机

的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导流头；所述的防水无刷

直流电机通过三个连接件固定连接在导流罩壳

体内。其优点表现在：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水下辅

助动力装置，解决了人们在水中活动时的容易疲

劳的问题，可做为辅助动力转置，大大扩展了人

们在水下作业和娱乐的活动范围，设计合理，方

便使用，适应不同体型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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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包括导流罩壳体、推

进器、连接座、控制包、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所述的推进器位于导流罩壳体内；所述的导流

罩壳体两端均开口结构，一端开口的结构形状为卵圆形，另一端开口结构形状为锥台形；所

述的导流罩壳体上设置有方形镂空孔；所述连接座通过螺栓与导流罩壳体连接；所述的连

接座两端为弧形结构，一端的弧形结构与导流罩壳体的外表面相配合，另一端的弧形结构

与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外表面相配合；所述的连接座一端的弧形结构外表面上设有两条

连接带；所述控制包内包括电源和控制电路，所述控制包匹配有手柄；所述控制包经控制线

连接水下推进器；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两端为开口的形式，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为

半封闭的结构，由两个游离自由端通过粘扣连接而成的；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包括

气囊，并在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一端端部设置与气囊相通的单向阀；所述单向阀匹配有

充气阀；所述的推进器包括导流头、连接件、防水无刷直流电机、螺旋桨，且上述推进器水下

推力达到20公斤；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一端的输出轴与螺旋桨固定连接；所述防水无

刷直流电机的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导流头；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通过三个连接件固定

连接在导流罩壳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座一端弧形结构的

内表面通过胶水固定连接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弧形结构的外表面通过连接带固定自适应

手臂护臂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头呈子弹头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件共有三个，三

个连接件在径向上等间距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源为电池，电池容

量为10A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和

线路连接处均进行防水包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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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辅助动力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下娱乐机器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中娱乐或者探索活动成为人们喜欢的项目，然

而，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常常出现以下问题。

[0003] 首先，现有技术中通常是不携带任何辅助设备游泳或者背负氧气瓶和穿戴潜水服

后在水中以达到更远的活动范围，缺少一些辅助动力设备，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娱乐

性，带来很大的不便。

[0004] 其次，虽然背负氧气瓶和穿戴潜水服能在水下活动，但是使用者的负重大，加之水

下的环境复杂，如压强、水流等因素，使得人们负氧气瓶和穿戴潜水服在水下活动存在安全

隐患。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201610321618.7，申请日：2016.05.16，专利名称为：一种潜水辅

助动力装置，公开了一种潜水辅助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安装在潜水服的背

部，所述动力装置包括水泵、出水导向管、固定盘和电机，所述水泵的前侧设置有广口进水

管，所述水泵的后侧设置有细口出水管，所述细口出水管的出水端通过波纹管与所述出水

导向管的进水端固定连接，所述出水导向管的进水端下侧面通过转轴与所述固定盘可转动

连接，所述转轴上套装有从动齿轮，所述电机的转矩输出轴上设置有与所述从动齿轮啮合

的主动齿轮。

[0006] 上述专利文献通过水泵抽取位于前侧的水，经水泵挤压后从后侧喷出，并在出水

导向管的引导下，喷向后侧的不同角度，实现辅助动力的作用。关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无相

应的公开。

[0007] 中国专利文献CN200410016373.4，申请日：2004.02.17，专利名称为：水下氢燃料

电池辅助动力装置，利用液氢液氧存放过程中自然释放的气体为燃料和氧化剂，提高主燃

料液氢燃料电池动力装置的安全使用性，提高氢氧的利用率。但是关于申请的技术方案无

相应的公开。

[0008]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解决了人们在水中活动时的容易疲劳的问题，可做为辅助动

力转置，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水下作业和娱乐的活动范围，设计合理，方便使用，适应不同体

型用户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解决了人们在水中活动时的容

易疲劳的问题，可做为辅助动力转置，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水下作业和娱乐的活动范围，设计

合理，方便使用，适应不同体型用户的需求。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1] 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包括导流罩壳体、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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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座、控制包、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所述的推进器位于导流罩壳体内；所述连接座通过

螺栓与导流罩壳体连接；所述控制包内包括电源电路和控制电路，，所述控制包匹配有手

柄；所述控制包经控制线连接水下推进器；所述的控制包固定在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外

表面；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两端为开口的形式，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为半封闭的结

构，由两个游离自由端通过粘扣连接而成的；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包括气囊，并在自

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一端端部设置与气囊相通的单向阀；所述单向阀匹配有充气阀；所述

的推进器包括导流头、连接件、防水无刷直流电机、螺旋桨；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一端

的输出轴与螺旋桨固定连接；所述防水无刷直流电机的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导流头；所述

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通过三个连接件固定连接在导流罩壳体内。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座两端为弧形结构，一端的弧形结构与导

流罩壳体的外表面相配合，另一端的弧形结构与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外表面相配合。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座一端的弧形结构外表面上设有两条连接

带。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连接座一端弧形结构的内表面通过胶水固定连接

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弧形结构的外表面通过连接带固定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导流头呈子弹头形。

[0016]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件共有三个，三个连接件在径向上等间距

分布。

[001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源为电池，电池容量为10Ah。

[001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导流罩壳体上设置有方形镂空孔。

[001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导流罩壳体两端均开口结构，一端开口的结构

形状为卵圆形，另一端开口结构形状为锥台形。

[002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和线路连接处均进行防水包

胶处理。

[0021] 本发明优点在于：

[0022] 1、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解决了人们在水中活动时的容易疲劳的

问题，可做为辅助动力转置，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水下作业和娱乐的活动范围，设计合理，方

便使用，适应不同体型用户的需求；

[0023] 2、设有导流罩壳体，在导流罩壳体上设置镂空孔，提供水流交换通道并有利于减

轻重量；

[0024] 3、设有推进器，推进器包括导流头、连接件、防水无刷直流电机、螺旋桨，这些部件

设计而成的水下推进器，使用时水下推力能达到20公斤，在保证续航和足够推力的要求下，

同时满足使用者负重最轻；

[0025] 4、设有控制包，控制包内置电源和控制电路，控制包提供所需能量，其中，优选电

源为电池，电池容量为10Ah，使用者在水下活动时能达到更远的活范围，控制包经过控制线

连接水下推进器，且控制包匹配有手柄，通过手柄可对推进器的运动状态进行控制，使用方

便；

[0026] 5、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通过两个游离端通过粘扣固定的，能够适应不同粗细的手

臂，推进器能够比较好地固定在手臂上，减少推进器运行过程中手臂不适感。自适应手臂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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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装置夹层间设有气囊，使用时，可通过充气阀通过可拆卸的接口和单向阀向气囊充气，使

得气囊包裹手臂，充完气后拆下充气阀，使得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固定效果好，使用者在

水下活动时，在复杂的水流环境中均能紧贴包裹在手臂上，使用时，使用者把该装置固定在

手臂上，通过推进器提供动力带动使用者在水中运动；

[0027] 6、考虑到水下环境复杂性，对于防水无刷直流电机和线路连接处均进行特殊防水

包胶处理。

附图说明

[0028] 附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2为连接座、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3为推进器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4为控制包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所用控制手柄示意图

[0033] 附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所用充气阀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35]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6] 1.导流罩壳体  2.推进器

[0037] 3.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  4.连接座

[0038] 5.控制包  6.连接带

[0039] 7.单向阀  8.导流头

[0040] 9.连接件  10.防水无刷直流电机

[0041] 11.螺旋桨  12.镂空孔

[0042] 13.控制线  14.手柄

[0043] 15.充气阀  16.气囊

[0044] 请参照图1。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一种新型

水下辅助动力装置，所述的水下辅助动力装置包括导流罩壳体1、推进器2、连接座4、控制包

5、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所述的推进器2位于导流罩壳体1内。

[0045] 请参照图2，图2为连接座4、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的连接结构示意图。所述的连接

座4两端为弧形结构，一端的弧形结构与导流罩壳体1的外表面相配合，另一端的弧形结构

与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的外表面相配合；所述连接座4通过螺栓与导流罩壳体1连接；所述

连接座4一端的弧形结构外表面上设置有两条连接带6；所述连接座4一端弧形结构的内表

面通过胶水固定连接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弧形结构的外表面通过连接带6固定自适应手

臂护臂装置3。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两端为开口的形式，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为半

封闭的结构，由两个游离自由端通过粘扣连接而成的；所述的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包括气

囊16，并在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的一端端部设置与气囊16相通的单向阀7；所述单向阀7匹

配有充气阀15。

[0046] 请参照图3，图3为推进器2结构示意图。所述的推进器2包括导流头8、连接件9、防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6347606 B

5



水无刷直流电机10、螺旋桨11；所述导流头8呈子弹头形；所述的连接件9共有三个，三个连

接件9在径向上等间距分布；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一端的输出轴与螺旋桨11固定连

接；所述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的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导流头8；所述的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

通过三个连接件9固定连接在导流罩壳体1内。

[0047] 请参照图4，图4为控制包5结构示意图。所述的控制包5内装有电源和控制电路，所

述控制包匹配有手柄14(见图5)；所述控制包5经控制线13连接水下推进器2；控制包5类似

于背包背负在使用者背部，为整套系统提供能量并通过控制手柄14进行控制。

[0048]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导流罩壳体1上设置有方形镂空孔12，其镂空孔12的设计一

方面可以减轻整个辅助动力装置的装置的重量，另一方面，方形镂空孔12为水流交换提供

通道；所述的导流罩壳体1两端均开口结构，一端开口的结构形状为卵圆形，另一端开口结

构形状为锥台形。这种结构形式的导流罩壳体1可减少水下流体的冲击力。

[0049] 所述的推进器2包括导流头8、连接件9、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螺旋桨11，这些部件

设计而成的水下推进器2，使用时水下推力能达到20公斤，在保证续航和足够推力的要求

下，同时满足使用者负重最轻，能够满足使用者水下体验的要求。导流头8设置成子弹头形，

具有导流作用；采用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使用寿命长，考虑到水下环境复杂性，对防水无

刷直流电机10和线路连接处均进行特殊防水包胶处理；所述的连接件9将导流罩壳体1和推

进器2的相关部件固定连接在一起，且选用三个连接件9等间距的分布方式，使得各部件连

接紧凑可靠，因推进器2为受力中心，受到螺旋桨11和水流之间的作用力，采用本发明的设

计的连接件9以及分布方式，能够满足该作用力对各部件紧凑性要求。减少复杂水流环境所

引起的安全隐患。

[0050] 所述的控制包5内置电源和控制电路，其中，优选电源为电池，电池容量为10Ah；使

用者在水下活动时能达到更远的活范围，控制包5经过控制线13与控制手柄14连接，通过控

制手柄14就可对其相应的控制，使用方便。所述连接座4一端的弧形结构外表面上设置有两

条连接带6，其作用是对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进行粗固定。

[0051] 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通过两个游离端通过粘扣固定的，能够适应不同粗细的手

臂，推进器2能够比较好地固定在手臂上，减少推进器2运行过程中手臂不适感。自适应手臂

护臂装置3夹层间设有气囊16，使用时，可通过充气阀15通过可拆卸的接口和单向阀7向气

囊16充气，使得气囊16包裹手臂，充完气后拆下充气阀15，通过充气来调整推进器在手臂上

固定的松紧程度，使得自适应手臂护臂装置3的固定效果好，使用者在水下活动时，在复杂

的水流环境中均能紧贴包裹在手臂上，使用时，使用者把该装置固定在手臂上，通过推进器

2提供动力带动使用者在水中运动。

[0052] 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水下辅助动力装置，解决了人们在水中活动时的容易疲劳的问

题，可做为辅助动力转置，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水下作业和娱乐的活动范围，设计合理，方便

使用，适应不同体型用户的需求；设有导流罩壳体1，在导流罩壳体1上设置镂空孔12，提供

水流交换通道并有利于减轻重量；设有推进器2，推进器2包括导流头8、连接件9、防水无刷

直流电机10、螺旋桨11，这些部件设计而成的水下推进器2，使用时水下推力能达到20公斤，

在保证续航和足够推力的要求下，同时满足使用者负重最轻；设有控制包5，控制包5内置电

源和控制电路，控制包5提供所需能量，其中，优选电源为电池，电池容量为10Ah，使用者在

水下活动时能达到更远的活范围，控制包5经过控制线13连接水下推进器2，且控制包5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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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柄14，通过手柄14可对推进器2的运动状态进行控制，使用方便；考虑到水下环境复杂

性，对于防水无刷直流电机10和线路连接处均进行特殊防水包胶处理。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方法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也应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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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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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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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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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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