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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

包括吊装寻迹机构和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

构，吊装寻迹机构包括：矢量变频风机，快速弹射

伸缩杆组件，激光指示灯，摄像头，激光测距仪，

聚光指示灯，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快速弹射

伸缩杆组件上部设有连接母船的吊钩，下部设置

有十字固定架，四个矢量变频风机固定在快速弹

射伸缩杆组件下部的十字固定架上，在X轴及Y轴

各布放两台矢量变频风机提供水平寻迹动力；激

光指示灯、摄像头、激光测距仪、聚光指示灯分别

通过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尾部的安装架固定，摄

像头带有X轴和Y轴刻度，矢量变频风机分别对应

摄像头内的X轴及Y轴刻度方向；对接锁紧及解锁

感应头安装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的后端的凹

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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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包括吊装寻迹机构和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寻迹机构包括：矢量变频风机（1），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激光指

示灯（3），摄像头（4），激光测距仪（5），聚光指示灯（6），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7），所述快

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上部设有连接母船的吊钩，下部设置有十字固定架，四个矢量变频风

机（1）固定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下部的十字固定架上，在X轴及Y轴各布放两台矢量变

频风机（1）提供水平寻迹动力；所述激光指示灯（3）、摄像头（4）、激光测距仪（5）、聚光指示

灯（6）分别通过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尾部的安装架固定，所述摄像头（4）带有X轴和Y轴

刻度，所述矢量变频风机（1）分别对应摄像头（4）内的X轴及Y轴刻度方向；对接锁紧及解锁

感应头（7）安装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的后端的凹槽中；所述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

构包括：夹紧块（A2）的两孔穿插设置导轨（A4），夹紧块（A2）两端固定在电动推杆（A3）两端，

导轨（A4）两端加装弹簧（A5）后固定在上锥体（A1）上，上锥体（A1）通过螺栓（A7）、螺母（A6）

与无人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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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国内外无人机布放回收主要有船机械臂（活节臂式），吊放笼式，弹球系缆

式等。

[0003] 船机械臂（活节臂式）采用长机械臂伸入水面与无人艇的吊点进行对接，这种方法

借鉴了国内外多数潜水器的起吊方法，如俄罗斯的6000米“MIR”和美国的“阿尔文”号潜水

器，法国的“鹦鹉螺”及日本的“深海2000”及“深海6500”等潜水器都采用这种活节臂式方

法。该方法虽然理念简单、成功率高、且技术支持多。但该方法一个缺陷是设备伸缩杆体积

太大，占用母船大量甲板空间，设备笨拙，自动化程度较低。

[0004] 吊放笼式回收方式也是潜水器的回收方式用于无人艇回收，其原理是采用起吊机

构把吊笼放入海平面，无人艇辅助自身动力装置开进吊笼，再把吊笼带无作艇一起回收，该

方法最大缺点是吊笼体积比无人艇要大得多，在母船甲板上占用太多的甲板空间。如果动

力装置控制不太好，回收过程碰撞现象时有发生，要求控制准确度很高，缺点太明显。

[0005] 弹球系缆式无人艇回收方法是利用无人艇上的弹球向船甲板抛出一根导引缆，再

把吊钩顺导向缆引入无人艇吊点，该方法简单，可靠性也高，但需要人力参与，在高海况情

况下导入无人艇吊点还是很困难，智能化程度低，作业时间较长。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利

用光电传感器及图像识别算法捕捉计算无人艇起吊点位置，并具快速自动对接锁紧并具解

锁吊点的装置。本装置自动寻迹无人艇起吊点，快速伸出伸缩杆到无人艇吊点孔中，自动锁

紧及并具解锁功能，对接速度快，占地面积很小，自动化程度高，并且在高海况，高速度情况

下也可以完成布放回收任务。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包括吊装寻迹机构和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

构，所述吊装寻迹机构包括：矢量变频风机，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激光指示灯，摄像头，激

光测距仪，聚光指示灯，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所述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上部设有连接母

船的吊钩，下部设置有十字固定架，四个矢量变频风机固定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下部的

十字固定架上，在X轴及Y轴各布放两台矢量变频风机提供水平寻迹动力；所述激光指示灯、

摄像头、激光测距仪、聚光指示灯分别通过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尾部的安装架固定，所述摄

像头带有X轴和Y轴刻度，所述矢量变频风机分别对应摄像头内的X轴及Y轴刻度方向；对接

锁紧及解锁感应头安装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的后端的凹槽中；所述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

持机构包括：夹紧块两孔穿导轨，夹紧块两端固定在电动推杆两端，导轨两端加装弹簧后固

定在上锥体上，上锥体通过螺栓与螺母与无人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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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0] 1）该装置对接速度快：由于采用高级算法，控制器能根据目标位置直接控制执行

器捕捉跟踪目标并锁定。

[0011] 2）人性化操作控制界面：本装置直接显示对接吊点在XOY坐标平面的坐标并显示

跟踪过程。

[0012] 3）环境适应性好：由于采用矢量强力变频风机，通过智能算法能抵抗不确定恶劣

海风对本装置的干扰。

[0013] 4）占用面积小：由于本装置安装4套矢量变频风机及对接杆及传感器部件，再加上

智能操作控制单元。仅需要占用较少的甲板空间。

[0014] 总之，本装置用智能化及自动化装置实现对无人艇的布放回收，极大提高无人艇

的布放回收效率，大大减少从员的劳动强度，为无人艇布放回收的未来发展方向。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无人艇通过本装置连接母船示意图。

[0016] 图2为无人艇通过本装置连接母船主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装置吊装寻迹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装置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构示意图。

[0019] 图5位本发明装置布放阶段流程图。

[0020] 图6位本发明装置回收阶段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包括吊装寻迹机构和无人艇中

心吊点的夹持机构，所述吊装寻迹机构包括：矢量变频风机1，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激光

指示灯3，摄像头4，激光测距仪5，聚光指示灯6，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7，所述快速弹射伸

缩杆组件2上部设有连接母船的吊钩，下部设置有十字固定架，四个矢量变频风机1固定在

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下部的十字固定架上，在X轴及Y轴各布放两台矢量变频风机1提供水

平寻迹动力；所述激光指示灯3、摄像头4、激光测距仪5、聚光指示灯6分别通过快速弹射伸

缩杆组件2尾部的安装架固定，所述摄像头4带有X轴和Y轴刻度，所述矢量变频风机1分别对

应摄像头4内的X轴及Y轴刻度方向；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7安装在快速弹射伸缩杆组件2

的后端的凹槽中；所述无人艇中心吊点的夹持机构包括：夹紧块A2两孔穿导轨A4，夹紧块A2

两端固定在电动推杆A3两端，导轨A4两端加装弹簧A5后固定在上锥体A1上，上锥体A1通过

螺栓A7与螺母A6与无人艇相连。

[0023] 各部件功能如下说明：

[0024] 矢量变频风机1的功能要求为：提供布放回收装置的X向和Y向的矢量控制，另外X

向与Y向的推进力要求足够大，能在四级海风中控制装置X向和Y向快速到达无人艇对接位

置上方。

[0025] 快速弹射伸缩杆2的主要功能为：装置到达无人艇对接点上方时，人工或控制器自

动控制气缸杆与对接头伸出，而且要求伸出速度要快，以免装置运动太快错过对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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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激光指示灯3的主要功能为：在无人艇表面投射出一个红色圆圈，便于装置操作员

人工肉眼粗略判断对接装置是否到达对接位置，此功能为辅助功能，如装置自动完成对接

则无需要该指示灯。

[0027] 摄像头4的主要功能为：在有振动的情况下捕捉无人艇中部的对接点位置，并清楚

显示在图形上，通过后面的激光测距仪测量得到的高度值，控制器能计算出无人艇对接点

的X偏量及Y偏量并实时反馈到执行机构矢量变频风机1寻迹时用。

[0028] 激光测距仪5的功能主要为：测量布放回收装置与海面的距离及测量无人艇对接

点与本装置的高度值。

[0029] 聚光指示灯6的功能主要为：在本装置下放前在海平面上标示一个圆圈，控制装置

把无人艇引导到该圆圈内为对接作准备。

[0030] 对接锁紧及解锁感应头7安装在气缸伸缩杆前端的凹槽中，方便对接时控制器给

出锁紧信号或者解锁信号。

[0031] 电控部分组成：电控部分由控制箱与执行器及各种动力及信号连接线组成。其中

控制箱内安装有智能控制器，HMI界面，操作面板等部件。

[0032] 本装置的工作过程为：利用母船的吊机，先起吊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开启布放回收

装置控制系统，吊机粗略移动到无人艇上方，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寻迹，对接，锁紧无人艇吊

点，吊机移动到无人艇布放位置，吊机下放无人艇到海面，解锁无人艇，无人艇执行任务。无

人艇执行完任务，在智能布放回收装置灯光指示下，无人艇大致回到指示位置，母船吊机移

动到回收位置，开启智能寻迹装置，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对接，锁紧无人艇吊点，吊机移动无

人艇到甲板指定位置。任务完成。

[0033] 无人艇智能布放过程为：

[0034] 如图5所示，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布放阶段过程共分12步，图中吊具指定为智

能布放回收装置。1、吊机开启，2、移到吊具上方，3、吊具固定吊钩，4、移动到无人艇上方，5、

吊具检测无人艇吊点，6、吊具XY寻迹，7、吊具挂好无人艇，8、移无人艇到海面，9、吊具解锁，

10、无人艇脱开吊具，11、吊具回收，12、结束。其中关键步为第6步，说明如下：当吊具放到无

人艇预吊点上方位置时，吊具的激光测距仪测得无人艇离吊具的设定高度后，吊具的XY刻

度摄像头开始成像，无人艇的吊点会不停在XY刻度的坐标系运动。控制器根据高度值及XY

偏移量实时反馈控制矢量XY变频风机朝圆心运动，当XY偏移量小于设定的范围值时，吊具

伸缩杆快速伸出，直接到无人艇预吊点孔中，无人艇吊具中心的传感器感应到伸缩杆到位

信号后，立刻夹紧吊杆，至此，对接完成。吊具再按步执行后面进程。

[0035] 无人艇智能回收过程为：

[0036] 如图6所示，无人艇智能布放回收装置回收阶段共分12步，图中吊具指定为智能布

放回收装置。1、吊机开启，2、移到吊具上方，3、吊具固定吊钩，4、移动到无人艇预吊点，5、吊

具开指示灯，6、无人艇开到预定范围，7、吊具XY寻迹，8、吊具无人艇对接好，9、无人艇到甲

板位置，10、吊具解锁，11、吊具归位，  12、结束。其中关键步为第7步，与布放过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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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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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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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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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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