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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

下矿产探测器，包括有圆柱形的探测器本体，所

述探测器本体内设有电路层、电源层；还包括有

设于电路层中的探测电路；所述探测电路包括

有：中央处理器以及与中央处理器分别信号连接

的霍尔传感器、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超声波传

感器、与中央处理器器信号连接的通信装置，所

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探测到的信息无线传输出去；

电源层内设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为探测电

路供电；所述探测器本体的顶部设有线耳；通过

合理的结构设计、多探头的探测实现了方便的探

测矿产资源的功能，简单方便，为井下探测提供

便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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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圆柱形的探测器本

体（1），所述探测器本体（1）内设有电路层（2）、电源层（3）；还包括有设于电路层（2）中的探

测电路；所述探测电路包括有：中央处理器以及与中央处理器分别信号连接的霍尔传感器

（6）、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7）、超声波传感器（8）、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的通信装置，所述

通信装置用于将探测到的信息无线传输出去；电源层（3）内设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为

探测电路供电；所述探测器本体（1）的顶部设有线耳（4）；所述通信装置包括有通信芯片以

及与之信号连接的通信天线（5），所述通信天线（5）设于探测器本体（1）的顶部；所述霍尔传

感器（6）、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7）、超声波传感器（8）均设于探测器本体（1）底部；

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有视频采集单元（10），所述视频采集单元（10）为摄像头，所述视

频采集单元（10）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所述视频采集单元（10）设于探测器本体（1）底部；

所述天线包括有柱体（a），所述柱体（a）内设置有多个天线层，每个天线层包括有一个通信

振子；所述通信振子包括有PCB基板（a1），所述PCB基板（a1）上设有呈上下对称设置的微带

单元；

所述每个微带单元包括有几字形的主辐射臂（b1），所述主辐射臂（b1）的一端垂直延伸

出有第一延伸臂（b21），所述主辐射臂（b1）的另一端垂直延伸出有第二延伸臂（b22）；所述

第一延伸臂（b21）向第二延伸臂（b22）一侧延伸出有六边形的第一辐射带（b31），所述第二

延伸臂（b22）向第一延伸臂（b21）一侧延伸出有六边形的第二辐射带（b32）；第一辐射带

（b31）与第二辐射带（b32）之间连设有第三延伸臂（b4）；

所述第一辐射带（b31）的上下两边和第二辐射带（b32）的上下两边均设有多个镂空结

构；每个镂空结构包括有圆形主孔（b7）、从圆形主孔（b7）的顶端和底端分别向主孔中心延

伸出的T形臂（b8）、从T形臂（b8）的两个自由端向主孔中心一侧延伸出的第一辐射臂（b81）、

从主孔两侧分别向外设置的副孔（b71）、从副孔自由端向外设置的弧形的弧形孔（b72）；

还包括有两个设于PCB基板（a1）上的用于传输馈电信号的馈电孔，两个馈电孔分别与T

形臂（b8）馈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每条

边上的所述镂空结构数量为5-8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延伸臂（b21）和第二延伸臂（b22）均朝内侧斜向下延伸出有第二隔壁臂（b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延伸臂（b21）和第二延伸臂（b22）的自由端均向上延伸出有第二辐射臂（b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第一

辐射臂（b81）远离第一辐射带（b31）的一侧边设有锯齿状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第二

辐射臂（b6）的内侧边上设有锯齿状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其特征在于：PCB

基板（a1）为八边形，且两端通过固定臂与柱体（a）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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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

背景技术

[0002] 矿产勘探是指对经过普查、详查已确定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应用有效的勘查技

术手段和方法，为矿山设计提供可靠的矿石储量和必要的地质、技术和经济资料而进行的

地质工作。矿产探测的方式和种类有很多，例如，专利号：ZL2012205563324的专利公开了一

种用于矿产勘探中的远程探测装置；然而该方式已经不能较好的满足地下深井中的探测，

探测中，最为常见的恰恰是打一个井，让探测器下放至井中进行探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以上所述的缺点，提供一种方便、高效的井下矿产探测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具体方案如下：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

测器，包括有圆柱形的探测器本体，所述探测器本体内设有电路层、电源层；还包括有设于

电路层中的探测电路；所述探测电路包括有：中央处理器以及与中央处理器分别信号连接

的霍尔传感器、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超声波传感器、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的通信装置，

所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探测到的信息无线传输出去；电源层内设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

为探测电路供电；所述探测器本体的顶部设有线耳；所述通信装置包括有通信芯片以及与

之信号连接的通信天线，所述通信天线设于探测器本体的顶部；所述霍尔传感器、放射性同

位素探测器、超声波传感器均设于探测器本体底部。

[0005] 其中，所述天线包括有柱体，所述柱体内设置有多个天线层，每个天线层包括有一

个通信振子。

[0006] 其中，所述通信振子包括有PCB基板，所述PCB基板上设有呈上下对称设置的微带

单元；

[0007] 所述每个微带单元包括有几字形的主辐射臂，所述主辐射臂的一端垂直延伸出有

第一延伸臂，所述主辐射臂的另一端垂直延伸出有第二延伸臂；所述第一延伸臂向第二延

伸臂一侧延伸出有六边形的第一辐射带，所述第二延伸臂向第一延伸臂一侧延伸出有六边

形的第二辐射带；第一辐射带与第二辐射带之间连设有第三延伸臂；

[0008] 所述第一辐射带的上下两边和第二辐射带的上下两边均设有多个镂空结构；每个

镂空结构包括有圆形主孔、从圆形主孔的顶端和底端分别向主孔中心延伸出的T形臂、从T

形臂的两个自由端向主孔中心一侧延伸出的第一辐射臂、从主孔两侧分别向外设置的副

孔、从副孔自由端向外设置的弧形的弧形孔；

[0009] 还包括有两个设于PCB基板上的用于传输馈电信号的馈电孔，两个馈电孔分别与T

形臂馈电。

[0010] 其中，每条边上的所述镂空结构数量为5-8个。

[0011] 其中，所述第一延伸臂和第二延伸臂均朝内侧斜向下延伸出有第二隔壁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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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所述第一延伸臂和第二延伸臂的自由端均向上延伸出有第二辐射臂。

[0013] 其中，第一辐射臂远离第一辐射带的一侧边设有锯齿状结构。

[0014] 其中，第二辐射臂的内侧边上设有锯齿状结构。

[0015] 其中，PCB基板为八边形，且两端通过固定臂与柱体相连。

[0016] 其中，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有视频采集单元，所述视频采集单元为摄像头，所述视

频采集单元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所述视频采集单元设于探测器本体底部；

[0017] 其中，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有存储单元，存储单元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

[0018] 其中，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有磁场强度探测器，所述磁场强度探测器与中央处理

器信号连接，所述磁场强度探测器设于探测器本体底部。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多探头的探测实现了方便的探测矿

产资源的功能，简单方便，为井下探测提供便携设备。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截面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探测电路的原理框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天线的截面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通信振子的俯视图；

[0024] 图5是本图4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6是本天线的回波损耗测试图；

[0026] 图7是本天线的隔离度性能测试图；

[0027] 图8是本天线2.4GHz时的方向图；

[0028] 图9是本天线5.0GHz时的方向图；

[0029] 图1至图9中的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探测器本体；2-电路层；3-电源层；4-线耳；5-通信天线；6-霍尔传感器；7-放射

性同位素探测器；8-超声波传感器；9-磁场强度探测器；10-视频采集单元；

[0031] a-柱体；a1-PCB基板；

[0032] b1-主辐射臂；b21-第一延伸臂；b22-第二延伸臂；b31-第一辐射带；b32-第二辐射

带；b4-第三延伸臂；b5-第二隔壁臂；b6-第二辐射臂；

[0033] b7-主孔；b71-副孔；b72-弧形孔；b8-T形臂；b81-第一辐射臂。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并不是把本发明的实

施范围局限于此。

[0035] 如图1至图9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包

括有圆柱形的探测器本体1，所述探测器本体1内设有电路层2、电源层3；还包括有设于电路

层2中的探测电路；所述探测电路包括有：中央处理器以及与中央处理器分别信号连接的霍

尔传感器6、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7、超声波传感器8、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的通信装置，所

述通信装置用于将探测到的信息无线传输出去；电源层3内设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为

探测电路供电；所述探测器本体1的顶部设有线耳4，线耳4可以用于吊装下探线，方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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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通信装置包括有通信芯片以及与之信号连接的通信天线5，所述通信天线5设于探测器

本体1的顶部；所述霍尔传感器6、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7、超声波传感器8均设于探测器本体

1底部；霍尔传感器6、放射性同位素探测器7、超声波传感器8将探测到的各项数据传至中央

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在将该数据通过通信装置传输至外界；通信天线5设于探测本体的顶部

可以增加通信质量；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多探头的探测实现了方便的探测矿产资源的功

能，简单方便，为井下探测提供便携设备。

[0036]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所述天线包括有柱体

a，所述柱体a内设置有多个天线层，每个天线层包括有一个通信振子。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

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所述通信振子包括有PCB基板a1，所述PCB基板a1上

设有呈上下对称设置的微带单元；所述每个微带单元包括有几字形的主辐射臂b1，所述主

辐射臂b1的一端垂直延伸出有第一延伸臂b21，所述主辐射臂b1的另一端垂直延伸出有第

二延伸臂b22；所述第一延伸臂b21向第二延伸臂b22一侧延伸出有六边形的第一辐射带

b31，所述第二延伸臂b22向第一延伸臂b21一侧延伸出有六边形的第二辐射带b32；第一辐

射带b31与第二辐射带b32之间连设有第三延伸臂b4；所述第一辐射带b31的上下两边和第

二辐射带b32的上下两边均设有多个镂空结构；每个镂空结构包括有圆形主孔b7、从圆形主

孔b7的顶端和底端分别向主孔中心延伸出的T形臂b8、从T形臂b8的两个自由端向主孔中心

一侧延伸出的第一辐射臂b81、从主孔两侧分别向外设置的副孔b71、从副孔自由端向外设

置的弧形的弧形孔b72；还包括有两个设于PCB基板a1上的用于传输馈电信号的馈电孔，两

个馈电孔分别与T形臂b8馈电。通过大量的微带电路结构设计，以及大量的仿真试验和参数

调整下，最终确定了上述天线结构；本天线在将多个天线层同时馈电耦合后，其在2.4GHz和

5.0GHz表现出优异电气性能，具体如图6，在该频段附近带宽下平均达到9.65dbi；而其他电

气性能也有较为优异的结果，其回波损耗在2.4-2.48GHz频段以及5.15-5.875GHz频段的回

波损耗均优于-15db；如图7，隔离度在2.4-2.48GHz和5.15-5.875GHz频段的隔离损耗都优

于-20db。证明该天线本身具备较好的性能；另外，本天线其方向性也好，如图8和图9所示，

其两个频率下均为全向性天线。因此，其可以使得机器人在管道1中传输信号时能更加稳定

和高效准确。

[0037]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每条边上的所述镂空

结构数量为5-8个。其中，所述第一延伸臂b21和第二延伸臂b22均朝内侧斜向下延伸出有第

二隔壁臂b5。其中，所述第一延伸臂b21和第二延伸臂b22的自由端均向上延伸出有第二辐

射臂b6。其中，第一辐射臂b81远离第一辐射带b31的一侧边设有锯齿状结构。其中，第二辐

射臂b6的内侧边上设有锯齿状结构。其中，PCB基板a1为八边形，且两端通过固定臂与柱体a

相连；通过多次试验发现，如果符合上述规格，天线的性能将更加优化，尤其在回波损耗方

面，其回波损耗在2.4-2.48GHz频段以及5.15-5.875GHz频段的回波损耗均优于-17db。

[0038]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

有视频采集单元10，所述视频采集单元10为摄像头，所述视频采集单元10与中央处理器信

号连接，所述视频采集单元10设于探测器本体1底部；视频采集单元10用于探测视频信号。

[0039]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

有存储单元，存储单元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可以随时记录探测信号，进行备份，防止数

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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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带有视频采集单元的井下矿产探测器，所述探测电路还包括

有磁场强度探测器9，所述磁场强度探测器9与中央处理器信号连接，所述磁场强度探测器9

设于探测器本体1底部，可用于探测磁场强度。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的构

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包含在本发明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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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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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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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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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3

CN 105869372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