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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

救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智能检测手环对潜

水人员的体征进行检测，并实时向水下救援机器

人发送无线信号；2)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

系统在接收到智能检测手环发送的无线信号之

后，将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3)控制系统控制水

下救援机器人接近潜水人员；4)当水下救援机器

人接触到潜水人员后，打开高压气囊(6)，使水下

救援机器人快速上升，浮到水面上，完成救援过

程。本发明避免了有线控制系挂在人体腰部造成

的潜水不便，增强了潜水者的体验感，能够自主

避开障碍物，实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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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救援方法，所述水下救援机器人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包

括三个支撑臂以及与三个支撑臂连为一体的安装圈(4)，支撑臂以及安装圈(4)构成的整体

呈流线型，三个支撑臂分别为支撑臂Ⅰ(1)、支撑臂Ⅱ(2)以及支撑臂Ⅲ(3)，支撑臂Ⅱ(2)位

于支撑臂Ⅰ(1)和支撑臂Ⅲ(3)之间，且支撑臂Ⅰ(1)与支撑臂Ⅲ(3)相对于支撑臂Ⅱ(2)对称，

支撑臂Ⅰ(1)与支撑臂Ⅱ(2)之间的夹角小于90°，安装圈(4)内安装一个观察窗(5)，所述观

察窗(5)内设有用于安装控制系统的支撑架(9)，所述观察窗(5)内设有控制系统、无线通信

系统、避障系统、视觉探测模块及稳定系统；支撑臂上设有推进系统以及救援系统，所述推

进系统与观察窗(5)内的控制系统无线通讯，其特征在于：所述救援系统包括用于检测潜水

人员生命体征的智能检测手环以及高压气囊(6)，高压气囊(6)通过启动装置控制，所述智

能检测手环以及启动装置均通过无线通讯与无线通信系统连接，所述高压气囊(6)设有一

对，且对称设在支撑臂Ⅰ(1)以及支撑臂Ⅲ(3)上；所述推进系统包括水平推进器(7)以及垂

直推进器(8)，所述水平推进器(7)、垂直推进器(8)均通过伺服电机控制，伺服电机通过无

线与位于观察窗(5)内的控制系统连接，且水平推进器(7)、垂直推进器(8)均通过电池组

(17)供电；所述无线通信系统包括一对无线串口模块(10)，无线串口模块(10)安装在观察

窗(5)内的支撑架(9)上，无线串口模块(10)与控制系统连接；所述避障系统包括安装在支

撑架(9)上的两个激光测距仪(11)，两个激光测距仪(11)对称安装于支撑架(9)的前端，且

激光测距仪(11)与控制系统连接；所述视觉探测模块包括相机(12)，相机(12)通过云台

(13)安装在支撑架(9)上；所述稳定系统包括陀螺仪(14)及加速计(15)，陀螺仪(14)与加速

计(15)对称的固定在支撑架(9)上；所述伺服电机分别通过位于观察窗(5)内的电子调速器

(16)控制转速以及转向；所述机架的前端还设有水深探测模块，水深探测模块包括水压传

感器(18)，所述水压传感器(18)设在机架前端的传感器接口内，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智能检测手环对潜水人员的体征进行检测，并实时向水下救援机器人发送无线信

号，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处于跟随状态，当出现异常时，智能检测手环发出救援的无线信号到

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以及地面观察站；

2)、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在接收到智能检测手环发送的无线信号之后，将

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或者由地面观察站发送无线

指令信号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再由无线通信系统将地面观察站发出的无线

指令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来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

3)、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近潜水人员，在水下救援机器人前进的过程中，通

过安装在水下救援机器人观察窗(5)内的激光测距仪(11)探测水下救援机器人前方是否具

有障碍物，当具有障碍物时，控制系统控制电子调速器(16)，使控制水平推进器(7)产生不

同的速度，从而使水下救援机器人转向，避开障碍物；同时，设在观察窗(5)内的陀螺仪(14)

以及加速计(15)测得水下救援机器人的姿态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以及水压传感器(18)测

得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深度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在接收信号后通过PID算法控制

伺服电机，使得水下救援机器人保持平衡；

4)、当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触到潜水人员后，打开高压气囊(6)，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快速

上升，浮到水面上，完成救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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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救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下救援系统，特别涉及基于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救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陆地资源开发殆尽，而开发太空资源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足够，人类已经把

目光转向了海洋。但是海洋环境恶劣危险，人类的潜水深度有限，不能直接完成深海及海底

资源的探测任务。水下机器人强度高、抗高水压、可操控，能够完成深水海域的探测和分析

任务，并将探测数据返回到陆地上，已逐渐成为人类进行海洋资源开发的主要工具。水下机

器人主要分为有缆遥控潜水器(POV)和无缆遥控潜水器(AUV)两种。有缆机器人使用范围受

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完成很多复杂环境下的工作。无缆机器人控制灵活，能够适应复杂环境

中的各项任务，因此无缆机器人获得广泛的应用，已成为各国研究的核心。然而现在的水下

机器人的作用主要是完成各种科学考察、探测、深海打捞等高难度任务，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一款基于无线通信的水下救援机器人，能够实时陪伴潜水者运动，记录潜水者水下情况，在

潜水者出现溺水或者紧急事故下能够按照合理速度携带潜水者上浮至水面等待救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无线通讯的水下救援机器人及其救

援方法，避免了有线控制系挂在人体腰部造成的潜水不便，增强了潜水者的体验感，能够自

主避开障碍物，实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智能化。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基于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救援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智能检测手环对潜水人员的体征进行检测，并实时向水下救援机器人发送无

线信号，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处于跟随状态，当出现异常时，智能检测手环发出救援的无线信

号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以及地面观察站；

[0006] 2)、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在接收到智能检测手环发送的无线信号之

后，将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或者由地面观察站发送

无线指令信号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再由无线通信系统将地面观察站发出的

无线指令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来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

[0007] 3)、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近潜水人员，在水下救援机器人前进的过程

中，通过安装在水下救援机器人观察窗内的激光测距仪探测水下救援机器人前方是否具有

障碍物，当具有障碍物时，控制系统控制电子调速器，使控制水平推进器产生不同的速度，

从而使水下救援机器人转向，避开障碍物；同时，设在观察窗内的陀螺仪以及加速计测得水

下救援机器人的姿态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以及水压传感器测得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深度信

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在接收信号后通过PID算法控制伺服电机，使得水下救援机器

人保持平衡；

[0008] 4)、当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触到潜水人员后，打开高压气囊，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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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浮到水面上，完成救援过程。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1)、利用智能检测手环实时监测人体特征，当出现异常时，救援水下机器人的无线

通信系统能实时接收，并由控制系统控制机器人立即移动至潜水人员，潜水人员抓住水下

救援机器人后，位于机架观察窗两侧位置的高压气囊迅速打开，机器人携带潜水人员人上

浮至水面；

[0011] 2)、能够实现水深在0-5米范围内的双向无线通信控制，避免了有线控制系统系挂

在潜水人员腰部造成的潜水不便，大大增强了潜水者的体验感；

[0012] 3)、能够自主规划避让路径，提前改变运动轨迹，避开障碍物，实现水下救援机器

人的智能化。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观察窗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6] 如图1、2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无线通讯的水下救援机器人，包括机架，机架包括

三个支撑臂以及与三个支撑臂连为一体的安装圈4，支撑臂以及安装圈4构成的整体呈流线

型，三个支撑臂分别为支撑臂Ⅰ1、支撑臂Ⅱ2以及支撑臂Ⅲ3，支撑臂Ⅱ2位于支撑臂Ⅰ1和支

撑臂Ⅲ3之间，且支撑臂Ⅰ1与支撑臂Ⅲ3相对于支撑臂Ⅱ2对称，支撑臂Ⅰ1与支撑臂Ⅱ2之间

的夹角小于90°，安装圈4内安装一个观察窗5，观察窗5通过密封圈和胶体实现IP68的防水

等级，观察窗5内设有控制系统、无线通信系统以及避障系统，支撑臂上设有推进系统以及

救援系统，推进系统与观察窗5内的控制系统无线通讯，救援系统包括用于检测潜水人员生

命体征的智能检测手环以及高压气囊6，高压气囊6通过启动装置控制，智能检测手环以及

启动装置均通过无线通讯与无线通信系统连接，高压气囊6设有一对，且对称设在支撑臂Ⅰ1

以及支撑臂Ⅲ3上，观察窗5内设有用于安装控制系统的支撑架9，支撑架9采用轻质的亚克

力和环氧树脂材料制成。无线通信系统包括一对无线串口模块10，无线串口模块10固定安

装在观察窗5内的支撑架9上，无线串口模块10与控制系统连接，能够保证水下机器人在0-

5m范围内，实现控制指令的双向通信，同时具有跳频扩频功能，大大提高抗干扰性，保证传

输数据准确性。支撑架9上还设有集成线缆20，集成了观察窗5内部所有电力、控制线路。

[0017] 本发明的推进系统包括两个个水平推进器7以及三个垂直推进器8，水平推进器7、

垂直推进器8均通过伺服电机控制，伺服电机通过无线与位于观察窗5内的控制系统连接，

且水平推进器7、垂直推进器8均通过两组电池组17供电，三个垂直推进器8成三角形排列安

装在机架上，实现机器人上浮和下潜运行的稳定性。两个水平推进器7分别安装在支撑臂Ⅰ1

以及支撑臂Ⅲ3上，并保持平行分布，实现机器人前进、后退和旋转运行。两组高容量电池组

17分别安装在支撑臂Ⅰ1以及支撑臂Ⅲ3的底部，可以保证续航1.2小时的电力供应，伺服电

机分别通过位于观察窗5内的电子调速器16控制转速以及转向。

[0018] 本发明的避障系统包括安装在支撑架9上的两个激光测距仪11，两个激光测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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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称安装于支撑架9的前端，且激光测距仪11与控制系统连接，可以实时探测前方情况，

指导水下机器人及时避开障碍物。观察窗5内还设有视觉探测模块、稳定系统以及水深探测

模块。视觉探测模块包括相机12，相机12通过云台13安装在支撑架9上，相机12和云台13配

合使用可以实现大范围的观测。稳定系统包括陀螺仪14及加速计15，陀螺仪14与加速计15

对称的固定在支撑架9上，陀螺仪14和加速计15的配合使用，可以保证水下救援机器人处于

稳定状态。水深探测模块包括水压传感器18，水压传感器18设在机架前端的传感器接口内，

水深探测模块安装在机架前端，用于实时反馈水下救援机器人所在的深度，并保证机器人

处于无线控制范围内；在机架的尾部安装一个天线19，天线19可以实现机器人在靠近水面

位置时的通讯。

[0019] 本发明基于无线通讯的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水下救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智能检测手环对潜水人员的体征进行检测，并实时向水下救援机器人发送无

线信号，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处于跟随状态，当出现异常时，智能检测手环发出救援的无线信

号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以及地面观察站；

[0021] 2)、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在接收到智能检测手环发送的无线信号之

后，将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或者由地面观察站发送

无线指令信号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无线通信系统，再由无线通信系统将地面观察站发出的

无线指令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来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动作；

[0022] 3)、控制系统控制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近潜水人员，在水下救援机器人前进的过程

中，通过安装在水下救援机器人观察窗5内的激光测距仪11探测水下救援机器人前方是否

具有障碍物，当具有障碍物时，控制系统控制电子调速器16，使控制水平推进器7产生不同

的速度，从而使水下救援机器人转向，避开障碍物；同时，设在观察窗5内的陀螺仪14以及加

速计15测得水下救援机器人的姿态信号传输到控制系统，以及水压传感器18测得水下救援

机器人的深度信号传输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在接收信号后通过PID算法控制伺服电机，使

得水下救援机器人保持平衡；

[0023] 4)、当水下救援机器人接触到潜水人员后，打开高压气囊6，使水下救援机器人快

速上升，浮到水面上，完成救援过程。

[0024] 本发明利用智能检测手环实时监测人体特征，当出现异常时，救援水下机器人的

无线通信系统能实时接收，并由控制系统控制机器人立即移动至潜水人员，潜水人员抓住

水下救援机器人后，位于机架观察窗两侧位置的高压气囊迅速打开，机器人携带潜水人员

人上浮至水面；能够实现水深在0-5米范围内的双向无线通信控制，避免了有线控制系统系

挂在潜水人员腰部造成的潜水不便，大大增强了潜水者的体验感；也能够自主规划避让路

径，提前改变运动轨迹，避开障碍物，实现水下救援机器人的智能化。

[002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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