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26734.1

(22)申请日 2019.04.23

(71)申请人 中国计量大学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

教园区学源街258号

(72)发明人 张玉洁　严天宏　姜薇伟　

(51)Int.Cl.

B63C 11/52(2006.01)

B63H 21/17(2006.01)

B63H 5/07(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

水下机器人，包括水下机器人本体和螺旋桨矢量

推进装置。水下机器人本体由防撞头、电池舱、重

心调节机构和传感器舱组成，螺旋桨矢量推进装

置由螺旋桨、传动机构和艉舱组成。本螺旋桨矢

量推进装置能够提供两条相互耦合的运动传动

链，一条运动链驱动尾部绕竖直轴转动（±30°），

另一条运动链驱动尾部绕水平轴向转动（±

180°），将两条运动链结合，可以实现使水下机器

人在空间内任意方向偏转。本发明采用矢量推进

的方式，摒弃了传统的鳍和转向舵的设计，单独

使用一个矢量推进装置就可以实现各个方向的

运动控制，整体结构设计简洁轻巧，能够为自主

水下机器人提供满足要求的矢量推力。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9895980 A

2019.06.18

CN
 1
09
89
59
80
 A



1.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水下机器人本体和螺

旋桨矢量推进装置，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安装在艉舱内部，艉舱和水下机器人本体采用真

空连接方式：所述艉舱前端连接处为内嵌圆柱曲线型，所述水下机器人本体尾部为外凸圆

柱曲线型，两者相互配合并压紧所述艉舱前端连接处的O型密封圈，舱体连接处内部形成密

闭空间即为真空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下机器人本体，其包括防撞头、电池舱、重心调节机构和传感器舱，舱体之间的连接采用

公、母头对接方式，并用螺栓连接，用舱体外壁的销孔对正，舱与舱之间的密封采用两个安

装在公头凸出连接处的密封圈槽中，与母头内壁配合实现密封，防撞头置于航行器艏部，与

电池舱通过螺栓连接，电池舱内部配置重心调节机构，采用滑块-滚珠丝杆机构来实现，丝

杆从头到尾贯穿固定在头舱中，电池包作为重心调整通过滑块固定在导轨上并与丝杆相

连，通过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旋转使连接滑块带动电池包前后移动从而实现重心的调节，在

传感器舱中主要安装三个器件，分别是DVL（多普勒测速仪）、DVL控制器和AHRS（航姿态参考

系统），上述三个器件通过一个保持架利用焊接的方式固定在传感舱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

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其包括主推电机、螺旋桨、导流罩、传动机构、挡板、艉舱、滚转舵机和

摆转舵机，主推电机位于导流罩内，通过支撑杆与导流罩连接，螺旋桨与主推电机连接构成

推进器尾部，滚转舵机、摆转舵机分别与传动机构相连构成推进器前部，其安装在艉舱内

部，推进器尾部和推进器前部通过传动机构连接构成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

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摆转机构，其包括摆转舵机、主轴、U型架、传动轴和连接架，连接架与

主推电机相连，并固定在传动轴上，传动轴与U型架相对转动，主轴与摆转舵机连接，摆转舵

机驱动主轴，主轴与传动轴相连，并将其动力传递到在传动轴上的连接架上，从而实现推进

器尾部绕竖直轴转动（±3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

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滚转机构，其包括滚转舵机、传动件-1、传动件-2、主套筒和U型架，滚

转舵机与传动件-2连接，传动件-1与传动件-2相连，传动件-1固定在主套筒上，主套筒与U

型架连接，滚转舵机驱动传动件-2，传动件-2与传动件-1相连，并将动力传递到主套筒上，

进而传递到U型架上，驱动推进器尾部绕水平轴向转动（±180°），将摆转舵机与滚转舵机的

运动结合，从而可以实现推进器在空间任意方向上的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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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属于海洋工程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它采用齿轮传动可实现推进器水平和垂直方向运动控

制，具有传动效率较高、可靠性高、整体结构设计紧凑、节省空间、易于进行局部密封等优

点，同时主推电机采用防水电机，具有密封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了整个矢量推进器的纵向

长度，能够适应于小型水下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人类海洋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快，水下机器人技术作为人类探索海洋最重要的

手段得到了空前重视和发展。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AUV)

是海洋科学研究、资源调查、应急搜救等民用领域的重要工具，也在情报侦测、探雷灭雷、军

事支援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被视为现代海军力量的倍增器。然而，在大多数海洋科学调查

中，大部分AUV仍采用传统推进器，使用舵导航，缺乏转向灵活性且会增加较大的附加阻力，

当操纵舵偏转角度较大时，会发生流动分离现象，流动分离会使得控制效果大为减弱。传统

推进器只提供推力或拉力，AUV方向的改变通过鳍舵实现。由于舵对流场的干扰，加剧了空

泡效应，尾流严重，影响船体的整个水动力性能。同时传统的中大型水下机器人因体积庞

大，整体航行阻力较大，在各种小河道和湖泊等地方灵活性受到限制，同时经费大，制造周

期长，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商业需求。

[0003] 为了提高水下机器人在浅水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减小在水中的航行阻力，提高

航速，满足在复杂的水下环境里灵活高速地实施任务的要求，本发明设计一种具有矢量推

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设计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

该水下机器人搭载独立工作的螺旋桨矢量推进器装置，使其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并极大

地提高水下机器人的机动性能，大大提高水下机器人内腔的利用率，同时该水下机器人可

基于其高机动性及强续航能力，可以搭载成像系统，实现在复杂河道或者浅海区域里快速

收集水文信息的功能，并且可装载多种传感器，适用于多种无人水下工作。

[0005] 本发明中的小型水下机器人本体实行模块化设计，包括防撞头、电池舱、重心调节

机构和传感器舱，使其通过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成主适用于不同环境和目标任务的小型

水下机器人，采用这种设计，当某一模块出现问题时，方便替换和维修。舱体之间的连接采

用公、母头对接方式，并用螺栓连接，用舱体外壁的销孔对正，舱与舱之间的密封采用两个

安装在公头凸出连接处的密封圈槽中，与母头内壁配合实现密封。

[0006] 本发明中所述小型水下机器人的艏部为防撞头，采用橡胶材质，通过螺栓与电池

舱连接。防撞头不仅起到了保持流线型、减小阻力的效果，还可以在船体行驶出现意外情况

时保护舱体不会因正面的撞击而损坏或解体，为了充电方便在防撞头前部开孔，将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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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孔，并通过水密充电插头与电池舱盖之间进行密封。

[0007] 本发明中所述小型水下机器人的重心调节机构，采用滑块-滚珠丝杆机构，丝杆从

头到尾贯穿固定在头舱中，电池包作为重心调整重物通过滑块固定在导轨上并与丝杆相

连，通过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旋转使连接滑块带动电池包前后移动从而实现重心的调节。当

小型水下机器人需要传输数据时，控制器控制电机转动，使电池包向头部移动，此时重心在

头部，舱体会头部向下、尾部向上，竖直漂浮在水中，天线露出水面便可以进行通讯。

[0008] 本发明中的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主要包括主推电机、螺旋桨、导流罩、传动机构、

挡板、艉舱、滚转舵机和摆转舵机，主推电机位于导流罩内，通过支撑杆与导流罩连接，螺旋

桨与主推电机连接构成推进装置尾部，滚转舵机、摆转舵机分别与传动机构相连构成推进

器前部，其安装在艉舱内，并固定在挡板上，推进装置尾部和前部通过传动机构连接构成螺

旋桨矢量推进装置。

[0009] 所述的摆转机构，其包括摆转舵机、连接板-2、舵机支架、主轴、U型架、传动轴和连

接架。连接架与主推电机相连，并固定在传动轴上，传动轴通过轴承与U型架相对转动，主轴

与摆转舵机连接，摆转舵机与连接板-2相连，连接板-2固定在舵机支架上，摆转舵机驱动主

轴，主轴与传动轴相连，并将其动力传递到在传动轴上的连接架上，从而实现推进器尾部绕

竖直轴转动（±30°）。

[0010] 所述的滚转机构，其包括滚转舵机、连接板-1、舵机支架、传动件-1、传动件-2、主

套筒、U型架。滚转舵机与传动件-2连接，并固定在连接板-1上，连接板-1固定在舵机支架

上，传动件-1与传动件-2相连，传动件-1固定在主套筒上，主套筒与U型架连接，滚转舵机驱

动传动件-2，传动件-2与传动件-1相连，并将动力传递到主套筒上，进而传递到U型架上，驱

动推进器尾部绕水平轴向转动（±180°），将摆转舵机与滚转舵机的运动结合，从而可以实

现推进器在空间任意方向上的偏转。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艉舱含有三个运动输入，分别是驱动螺旋桨的主推电机、控制螺旋

桨整体摆动的摆转舵机与控制螺旋桨整体绕主轴旋转的滚转舵机。主推电机选用防水电

机，与螺旋桨直接连接控制螺旋桨旋转，摆转舵机通过传动件来控制螺旋桨整体摆动以实

现±30°的调节角，同时滚转舵机通过传动件控制螺旋桨整体的旋转。通过控制螺旋桨整体

的摆动与旋转，我们可以使螺旋桨的推进方向控制在一个圆锥体的范围从而实现矢量推

进。

[0012] 总体而言，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取得下列有益效

果。

[0013] 1）本发明的一种具有矢量推进功能的小型水下机器人，相较于其他的使用尾舵作

为转向机构的水下机器人，转弯半径大大缩短，再加上设计的小型舱体壳体上没有天线、尾

舵等附体，使得该水下机器人在机动性上对比其他类型水下机器人有了很大的提升，整体

航行阻力也大大降低，航速最高可达10节，满足在复杂的水下环境里灵活高速地实施任务

的要求。

[0014] 2）  而本发明的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通过齿轮传动实现推进器水平和垂直方向运

动控制，具有传动效率较高、可靠性高、整体结构设计紧凑、节省空间，易于进行局部密封，

同时偏转角度大（0～90°），灵活性较高，主要由轮系结构组成，齿轮传动效率高，可靠性较

高；主推电机直接驱动螺旋桨，灵活性强，均采用传动直齿轮与锥齿轮，结构简单，加工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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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0015] 3）主推电机采用防水电机，具有密封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了整个矢量推进器的

纵向长度，能够适应于小型水下机器人，同时直接将尾罩部分透水，不需设计复杂的防水密

封结构，从而解决了因密封泄露问题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主推电机置于艉部通过固

定连接驱动螺旋桨，可以增大主推电机的放置空间，对电机选型空间限制小，同时采用模块

化设计，利于改装和维修。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外形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传动机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舱体密封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防撞头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的重心调节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主推电机；2、螺旋桨；3、导流罩；4、U型架；5、挡板；6、艉舱；7、滚转舵机；8、

摆转舵机；9、外轴承支座；10、传动轴；11、连接架；12、轴承；13、轴承压盖；14、O型圈；15、轴

承；16、主套筒；17、主轴；18、传动件-1；19、连接板-1；20、连接板-2；21、舵机支架；22、内轴

承支座；23、传动件-2；24、O型圈；25、六角螺栓；26、传感器舱；27、电池舱；28、端面板；29、防

撞头；30、水密压盖；31、水密堵头；32、防撞头填充；33、水密插头；34、电动机；35、导轨；36、

丝杆；37、滑块；38、电池包。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进行详细阐述，以使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更易于被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19] 如图1、图2所示，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Ⅱ在艉部，固定于小型水下机器人本体Ⅰ在

后面，如图3、图4所示主推电机1、螺旋桨2、导流罩3、U型架4、挡板5、艉舱  6、滚转舵机7、摆

转舵机8，其中，滚转舵机7、摆转舵机8分别与U型架4相连构成偏转系统，主推电机1与螺旋

桨2相连构成矢量推进器尾部，偏转系统、矢量推进器尾部分别与U型架4相连构成矢量推进

器，其安装在水下航行器的尾舱6内，固定在挡板5上，可以为水下航行器提供矢量推力。

[0020] 如图3的螺旋桨矢量推进装置立体结构和图4中的传动机构，其包括：挡板5、艉舱

6、滚转舵机7、摆转舵机8、外轴承支座9、传动轴10、连接架11、轴承12、轴承压盖13、O型圈

14、轴承15、主套筒16、主轴17、传动件-1  18、连接板-1  19、连接板-2  20、舵机支架21、内轴

承支座22、传动件-2  23。实例中它们的连接关系为：连接架11的一端与主推电机1相连，另

一端与传动轴10的中部连接。传动轴10与主轴17相连，传动轴10上装有轴承12与U型架4相

配合，轴承压盖13与U型架4连接。主轴17上装有轴承15与舵机支架21相配合，主轴17的另一

端摆转舵机8的输出轴相连。主套筒16一端与U型架4固连，主套筒16与主轴17之间采用旋转

O型圈14进行动密封，主套筒16通过传动件-1  18实现轴向定位，传动件-1  18固定于主套筒

16末端上，传动件-2  23与滚转舵机7的轴相连。滚转舵机7和摆转舵机8分别固定在连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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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连接板-2  20上，连接板-1  19与连接板-2  20分别固连在舵机支架21上，舵机支架21

固定在挡板5上。主套筒16与尾舱6之间采用旋转O型圈14进行动密封，主轴17与主套筒16之

间采用旋转O型圈14进行动密封。

[0021] 如图5的舱体密封结构，其包括：挡板5、O型圈24、六角螺栓25、传感器舱26。挡板5

与传感器舱26之间采用公、母头对接方式，并用螺栓25连接，用舱体外壁的销孔对正。挡板5

与传感器舱26之间通过O型圈24实现静密封。

[0022] 如图6的防撞头的结构，其包括电池舱27、端面板28、防撞头29、水密压盖30、水密

堵头31、防撞头填充32、水密插头33。端面板28与防撞头29通过螺栓连接，为了充电方便在

防撞头前部开孔，将其作为充电孔，并通过水密插头33与端面板28之间通过水密堵头31进

行密封。

[0023] 如图7的重心调节机构，其包括电池舱27、电动机34、导轨35、丝杆36、滑块37、电池

包38。丝杆36从头到尾贯穿固定在电池27中，电池包38通过滑块37固定在导轨35上并与丝

杆36相连，通过电动机34带动丝杆36旋转使滑块37带动电池包38前后移动从而实现重心的

调节。当小型水下机器人需要传输数据时，控制器控制电动机34转动，使电池包38向头部移

动，此时重心在头部，舱体会头部向下、尾部向上，竖直漂浮在水中，天线露出水面便可以进

行通讯。

[0024] 本实例有两条运动传动链，一是摆转轴系传动链，实现尾部推进器上下摆动；二是

滚转轴系传动链，实现尾部推进器整体左右水平滚转，以便调整尾部推进器的姿态，从而使

尾部推进器相对水下航行器产生矢量推力。摆转轴系传动链：摆转舵机8输出的运动传递到

主轴17上，主轴17与传动轴10相连，将运动传动递给传动轴10,  传动轴10再带动连接架11

摆动，从而带动推进器尾部摆动，实现摆动范围是  -30°至  +30°。滚转轴系传动链：滚转舵

机7输出的运动通过传动件-2  23传递到传动件-1  18上,  再经过主套筒16将运动传动递给

U型架4，U型架4带动连接架11绕轴线滚转，从而带动推进器尾部绕其轴线在-180°至  +180°

范围内滚转。通过两条传动链的运动合成，推进器尾部可以实现任意回转角度下的全方位

偏转。在滚转舵机7、摆转舵机8的驱动下，推进器尾部首先回转到预定位置后，再改变其偏

转角度，推进器尾部就可以获得在任意回转角度下的-30°至  +30°范围内的偏转，从而将推

力矢量技术有机的结合到推进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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