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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及

取样方法。所述取样结构包括支撑台，安装在支

撑台底部且为环形结构的配重块，安装在支撑台

上且用于辅助插入泥沙内的辅助装置，安装在辅

助装置上且用于采集样品的取样装置。辅助装置

包括箱体，安装在箱体内且可升降、转动的多向

驱动组件，安装在多向驱动组件上且随多向驱动

组件运动的钻探组件。取样装置包括安装在钻探

组件上的多个取样组件，安装在钻探组件上且用

于封闭取样组件的多个密闭组件。本发明克服了

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专门用于海洋勘探

的取样结构及取样方法，该结构取样量大、适用

范围广、样品流失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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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包括支撑台(100)，安装在支撑台(100)底部且为环形结

构的配重块(101)，安装在支撑台(100)上且用于辅助插入泥沙内的辅助装置(200)，安装在

辅助装置(200)上且用于采集样品的取样装置(300)，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助装置(200)包括箱体(201)，安装在箱体(201)顶部且用于连接缆绳的挂钩

(205)，安装在箱体(201)内且可升降、转动的多向驱动组件(202)，安装在多向驱动组件

(202)上且随多向驱动组件(202)运动的钻探组件(203)；

所述取样装置(300)包括安装在钻探组件(203)上的多个取样组件(301)，安装在钻探

组件(203)上且用于封闭取样组件(301)的多个密闭组件(302)；所述多向驱动组件(202)包

括安装在箱体(201)内的驱动电机(233)，安装在驱动电机(233)输出轴上的主动皮带轮

(206)，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箱体(201)内的转轴，安装在转轴上的从动皮带轮(207)，

与主动皮带轮(206)、从动皮带轮(207)摩擦传动的环形皮带(208)，安装在主动皮带轮

(206)上且与主动皮带轮(206)同轴设置的固定轴，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轴中心轴线

环形阵列的一对驱动杆(209)，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轴中心轴线环形阵列、与驱动杆

(209)夹角为90°的一对过渡杆(210)，安装在过渡杆(210)上且为圆弧结构的过渡环(211)，

安装在从动皮带轮(207)上且与从动皮带轮(207)同轴设置的支撑轴，垂直安装在支撑轴上

的传动杆(212)，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箱体(201)内且设有第二驱动槽(213)、第三驱动

槽(214)的转向件(232)，上端与第一轴(216)连接且下端依次穿过转向件(232)与箱体

(201)、移动地安装在转向件(232)上的第二轴(215)，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第二轴

(215)顶部的第一轴(216)，安装在第一轴(216)上且设有第一驱动槽(217)的过渡件(218)；

所述传动杆(212)通过铰接的滑块与第一驱动槽(217)配合且带动第一轴(216)在Z方

向运动；

所述驱动杆(209)可插入第二驱动槽(213)、第三驱动槽(214)内且带动转向件(232)转

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件(218)包括

扇形结构且圆心在第一轴(216)中心轴线上的过渡块(219)，安装在过渡块(219)两端且与

水平面平行的平移块(220)；

所述第一驱动槽(217)包括与过渡块(219)同轴设置的扇形槽(221)，安装在平移块

(220)上且与扇形槽(221)连通的水平槽(222)。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件(232)包括

圆柱结构的转向柱(223)，安装在转向柱(223)两端且与转向柱(223)同轴设置的上转向环

(224)、下转向环(225)；

所述第二驱动槽(213)形状与驱动杆(209)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232)

上的运动轨迹重合，转向件(232)的转角为180°；

所述第三驱动槽(214)形状与驱动杆(209)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232)

上的运动轨迹重合，转向件(232)的转角为180°；

所述第二驱动槽(213)、第三驱动槽(214)相交且对称；

所述上转向环(224)上设有过渡槽A(226)，下转向环(225)上设有过渡槽B(227)，过渡

槽A(226)、过渡槽B(227)分别位于第一驱动槽(217)两端且与第一驱动槽(217)连通；

所述上转向环(224)上设有过渡槽C(228)、下转向环(225)上设有过渡槽D(229)，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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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C(228)、过渡槽D(229)分别位于第二驱动槽(213)两端且与第二驱动槽(213)连通；过渡

环(211)随固定轴转动时可穿过过渡槽A(226)与过渡槽B(227)或过渡槽C(228)与过渡槽D

(229)。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钻探组件(203)包

括安装在第二轴(215)下端且与第二轴(215)同轴设置、底部为圆锥结构的固定台(230)，安

装在固定台(230)底部且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设置的多个切割刀(231)。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样组件(301)围

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取样组件(301)包括安装在固定台(230)的第一电机

(303)，安装在第一电机(303)输出轴上的第一连杆(304)，移动地安装在固定台(230)上的

传动块A(305)，一端与第一连杆(304)铰接且另一端与传动块A(305)铰接的第二连杆

(306)，移动地安装在固定台(230)上的传动块B(307)，一端与传动块A(305)铰接且位于传

动块A(305)两侧的一对第三连杆(308)，一端与第三连杆(308)铰接且中部与支撑架铰接的

第四连杆(309)，一端与第四连杆(309)铰接且另一端与传动块B(307)铰接的第五连杆

(310)，安装在传动块B(307)上且位于传动块B(307)远离传动块A(305)一端的支撑臂

(311)，安装在支撑臂(311)上且沿Z方向均匀分布的多个取样管(31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闭组件(302)围

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密闭组件(302)包括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固定台

(230)上且与固定台(230)同轴设置的第一齿轮(313)，安装在固定台(230)上的第二电机，

安装在第二电机输出轴上且位于第一齿轮(313)内与第一齿轮(313)啮合的第二齿轮

(314)，安装在第一齿轮(313)上端面且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与取样装置

(300)一一对应的多个立柱(315)，安装在立柱(315)上且沿Z方向分布、与取样管(312)一一

对应的多个封盖(316)。

7.一种用于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的取样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缆绳

系在挂钩(205)上，利用缆绳将取样结构放入海底，多向运动组件带动切割刀(231)在Z方向

上下往复运动、正反转交替切割硬质泥沙，充分疏散硬质泥沙，为取样装置(300)的工作钻

好孔完成辅助采样工作；

钻孔完成后，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203)在Z方向向下运动到最大行程时，使钻

探组件(203)以及取样装置(300)完全离开配重块(101)，位于配重块(101)外；

接着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靠近固定台(230)中心轴线方向运动，使取样

管(312)与封盖(316)分离；密闭组件(302)带动封盖(316)远离取样管(312)；取样组件

(301)带动取样管(312)向远离固定台(230)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取样管(312)插入硬质泥沙

内进行取样；

然后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靠近固定台(230)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密闭组

件(302)带动封盖(316)回到初始位置；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封盖(316)所在

位置移动，封盖(316)插入取样管(31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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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及取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洋勘探取样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及取

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球表面积的71％时海洋，浩瀚的海洋有着丰富的资源，海底下出了蕴藏着数千

亿吨的石油和数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外，还有几百亿吨的各种金属矿产等。同时，海洋对整

个地球的气候有着重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厄尔尼诺这一海洋现象使地球

上的气候变得异常，以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等，这些均说明了海洋研究的重要性，而海

洋勘探取样调查对海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现有的海洋勘探取样需要获得海底的地形地貌和海底地质参数，海洋勘探取样依

靠取样设备完成，现有的取样设备一般是柱状取样器，采用缆绳吊挂后靠重力作用冲击至

海底，柱状取样器插入海底，取样物随机被采集入取样器内部，然后通过缆绳拉起取样器回

收至甲板，但是柱状取样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取样量少，无法实现不同深度的取样功能，

需要一次投放多个取样设备，大增加了取样成本；二是适用范围少，不能适用于硬质泥沙的

取样；三是采集完成后缺乏有效的封闭装置，导致取样器拨出时存在严重的样品流失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及取样方法，包括支撑台，安装在支撑台

底部且为环形结构的配重块，安装在支撑台上且用于辅助插入泥沙内的辅助装置，安装在

辅助装置上且用于采集样品的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

[0005] 所述辅助装置包括箱体，安装在箱体顶部且用于连接缆绳的挂钩，安装在箱体内

且可升降、转动的多向驱动组件，安装在多向驱动组件上且随多向驱动组件运动的钻探组

件；

[0006] 所述取样装置包括安装在钻探组件上的多个取样组件，安装在钻探组件上且用于

封闭取样组件的多个密闭组件。

[0007]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向驱动组件包括安装在

箱体内的驱动电机，安装在驱动电机输出轴上的主动皮带轮，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箱

体内的转轴，安装在转轴上的从动皮带轮，与主动皮带轮、从动皮带轮摩擦传动的环形皮

带，安装在主动皮带轮上且与主动皮带轮同轴设置的固定轴，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

轴中心轴线环形阵列的一对驱动杆，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轴中心轴线环形阵列、与

驱动杆夹角为90°的一对过渡杆，安装在过渡杆上且为圆弧结构的过渡环，安装在从动皮带

轮上且与从动皮带轮同轴设置的支撑轴，垂直安装在支撑轴上的传动杆，通过滚动轴承转

动安装在箱体内且设有第二驱动槽、第三驱动槽的转向件，上端与第一轴连接且下端依次

穿过转向件与箱体、移动地安装在转向件上的第二轴，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第二轴顶

部的第一轴，安装在第一轴上且设有第一驱动槽的过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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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传动杆通过铰接的滑块与第一驱动槽配合且带动第一轴在Z方向运动；

[0009] 所述驱动杆可插入第二驱动槽、第三驱动槽内且带动转向件转动。

[0010]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件包括扇形结构且圆

心在第一轴中心轴线上的过渡块，安装在过渡块两端且与水平面平行的平移块；

[0011] 所述第一驱动槽包括与过渡块同轴设置的扇形槽，安装在平移块上且与扇形槽连

通的水平槽。

[0012]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件包括圆柱结构的转

向柱，安装在转向柱两端且与转向柱同轴设置的上转向环、下转向环；

[0013] 所述第二驱动槽形状与驱动杆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上的运动轨

迹重合，转向件的转角为180°；

[0014] 所述第三驱动槽形状与驱动杆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上的运动轨

迹重合，转向件的转角为180°；

[0015] 所述第二驱动槽、第三驱动槽相交且对称；

[0016] 所述上转向环上设有过渡槽A，下转向环上设有过渡槽B，过渡槽A、过渡槽B分别位

于第一驱动槽两端且与第一驱动槽连通；

[0017] 所述上转向环上设有过渡槽C、下转向环上设有过渡槽D，过渡槽C、过渡槽D分别位

于第二驱动槽两端且与第二驱动槽连通。

[0018] 过渡环随固定轴转动时可穿过过渡槽A与过渡槽B或过渡槽C与过渡槽D。

[0019]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钻探组件包括安装在第二

轴下端且与第二轴同轴设置、底部为圆锥结构的固定台，安装在固定台底部且围绕固定台

中心轴线环形设置的多个切割刀。

[0020]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样组件围绕固定台中心

轴线环形阵列，取样组件包括安装在固定台的第一电机，安装在第一电机输出轴上的第一

连杆，移动地安装在固定台上的传动块A，一端与第一连杆铰接且另一端与传动块A铰接的

第二连杆，移动地安装在固定台上的传动块B，一端与传动块A铰接且位于传动块A两侧的一

对第三连杆，一端与第三连杆铰接且中部与支撑架铰接的第四连杆，一端与第四连杆铰接

且另一端与传动块B铰接的第五连杆，安装在传动块B上且位于传动块B远离传动块A一端的

支撑臂，安装在支撑臂上且沿Z方向均匀分布的多个取样管。

[0021]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选的取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闭组件围绕固定台中心

轴线环形阵列，密闭组件包括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固定台上且与固定台同轴设置的第

一齿轮，安装在固定台上的第二电机，安装在第二电机输出轴上且位于第一齿轮内与第一

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安装在第一齿轮上端面且围绕固定台中心轴线环形阵列、与取样装

置一一对应的多个立柱，安装在立柱上且沿Z方向分布、与取样管一一对应的多个封盖。

[0022] 本发明的取样方法如下：

[0023] 将缆绳系在挂钩上，利用缆绳将取样结构放入海底，取样结构在配重块的作用下

沉入海底，多向运动组件带动切割刀在Z方向上下往复运动、正反转交替切割硬质泥沙，充

分疏散硬质泥沙，为取样装置的工作钻好孔完成辅助采样工作。

[0024] 钻孔完成后，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在Z方向向下运动到最大行程时，使钻探

组件以及取样装置完全离开配重块，位于配重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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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接着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靠近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使取样管与封盖分

离；密闭组件带动封盖远离取样管；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远离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

取样管插入硬质泥沙内进行取样。

[0026] 然后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靠近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密闭组件带动封盖回

到初始位置；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封盖所在位置移动，封盖插入取样管内。

[0027] 本发明具有有益效果：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专门用于海洋

勘探的取样结构，该结构取样量大、适用范围广、样品流失量小。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剖视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辅助装置主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辅助装置后视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转向件部分剖视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过渡件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固定台仰视图；

[0034] 图7为图1沿A‑A方向剖视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取样组件完成取样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9为本发明取样装置主视图；

[0037] 图10为本发明取样组件进行取样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标记如下：

[0039] 100‑支撑台，101‑配重块。

[0040] 200‑辅助装置，201‑箱体，202‑多向驱动组件，203‑钻探组件，205‑挂钩，206‑主动

皮带轮，207‑从动皮带轮，208‑环形皮带，209‑驱动杆，210‑过渡杆，211‑过渡环，212‑传动

杆，213‑第二驱动槽，214‑第三驱动槽，215‑第二轴，216‑第一轴，217‑第一驱动槽，218‑过

渡件，219‑过渡块，220‑平移块，221‑扇形槽，222‑水平槽，223‑转向柱，224‑上转向环，225‑

下转向环，226‑过渡槽A，227‑过渡槽B，228‑过渡槽C，229‑过渡槽D，230‑固定台，231‑切割

刀，232‑转向件，233‑驱动电机。

[0041] 300‑取样装置，301‑取样组件，302‑密闭组件，303‑第一电机，304‑第一连杆，305‑

传动块A，306‑第二连杆，307‑传动块B，308‑第三连杆，309‑第四连杆，310‑第五连杆，311‑

支撑臂，312‑取样管，313‑第一齿轮，314‑第二齿轮，315‑立柱，316‑封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3] 如图1所示，一种海洋勘探用取样结构及取样方法，包括支撑台100，安装在支撑台

100底部且为环形结构的配重块101，安装在支撑台100上且用于辅助插入泥沙内的辅助装

置200，安装在辅助装置200上且用于采集样品的取样装置300。

[0044] 辅助装置200包括箱体201，安装在箱体201内且可升降、转动的多向驱动组件202，

安装在多向驱动组件202上且随多向驱动组件202运动的钻探组件203。

[0045] 箱体201顶部安装有用于系缆绳的挂钩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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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如图2、图3所示，多向驱动组件202包括安装在箱体201内的驱动电机233，安装在

驱动电机233输出轴上的主动皮带轮206，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箱体201内的转轴，安装

在转轴上的从动皮带轮207，与主动皮带轮206、从动皮带轮207摩擦传动的环形皮带208，安

装在主动皮带轮206上且与主动皮带轮206同轴设置的固定轴，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

轴中心轴线环形阵列的一对驱动杆209，安装在固定轴上且围绕固定轴中心轴线环形阵列、

与驱动杆209夹角为90°的一对过渡杆210，安装在过渡杆210上且为圆弧结构的过渡环211，

安装在从动皮带轮207上且与从动皮带轮207同轴设置的支撑轴，垂直安装在支撑轴上的传

动杆212，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箱体201内且设有第二驱动槽213、第三驱动槽214的转

向件232，上端与第一轴216连接且下端依次穿过转向件232与箱体201、移动地安装在转向

件232上的第二轴215，通过滚动轴承转动安装在第二轴215顶部的第一轴216，安装在第一

轴216上且设有第一驱动槽217的过渡件218；

[0047] 主动皮带轮206半径为R1，从动皮带轮207半径为R2，R1>R2；

[0048] 第二轴215上安装有滑柱，转向件232上设有与滑柱相互配合的滑槽，滑柱插入滑

槽内；

[0049] 如图5所示，过渡件218包括扇形结构且圆心在第一轴216中心轴线上的过渡块

219，安装在过渡块219两端且与水平面平行的平移块220；第一驱动槽217包括与过渡块219

同轴设置的扇形槽221，安装在平移块220上且与扇形槽221连通的水平槽222。传动杆212通

过铰接的滑块与第一驱动槽217配合且带动第一轴216在Z方向运动，滑块可在第一驱动槽

217内滑动。

[0050] 如图4所示，转向件232包括圆柱结构的转向柱223，安装在转向柱223两端且与转

向柱223同轴设置的上转向环224、下转向环225；

[0051] 第二驱动槽213形状与驱动杆209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232上的运

动轨迹重合，转向件232的转角为180°；

[0052] 第三驱动槽214形状与驱动杆209随固定轴转动过程中在转动的转向件232上的运

动轨迹重合，转向件232的转角为180°；

[0053] 第二驱动槽213、第三驱动槽214相交且对称；驱动杆209可插入第二驱动槽213、第

三驱动槽214内且带动转向件232转动。

[0054] 上转向环224上设有过渡槽A226，下转向环225上设有过渡槽B227，过渡槽A226、过

渡槽B227分别位于第一驱动槽217两端且与第一驱动槽217连通；

[0055] 上转向环224上设有过渡槽C228、下转向环225上设有过渡槽D229，过渡槽C228、过

渡槽D229分别位于第二驱动槽213两端且与第二驱动槽213连通；过渡环211随固定轴转动

时可穿过过渡槽A226与过渡槽B227或过渡槽C228与过渡槽D229，此时转向件232停止转动。

[0056] 如图6所示，钻探组件203包括安装在第二轴215下端且与第二轴215同轴设置、底

部为圆锥结构的固定台230，安装在固定台230底部且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设置的

多个切割刀231。

[0057] 通过辅助装置200解决了现有取样装置300适用范围少，不能适用于硬质泥沙取样

的问题；通过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203完成上下运动、以及交替正反转180°，带动切

割刀231在上下方向往复运动、正反转交替切割硬质泥沙，充分疏散硬质泥沙，为取样装置

300的工作预留出空间，为取样管312取样做好准备，完成辅助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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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当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203在Z方向向上运动到最大行程时，可以保证钻探

组件203位于配重块101内；当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203在Z方向向下运动到最大行程

时，可以保证钻探组件203以及取样装置300完全离开配重块101，位于配重块101外；

[0059] 驱动电机233转动，主动皮带轮206、从动皮带轮207随着转动，主动皮带轮206转动

一圈过程中，辅助装置200的运动过程如下：

[0060] 当过渡环211随主动皮带轮206转动转向件232处，过渡环211穿过过渡槽A226、过

渡槽B227，转向件232不转动；当转向件232不转动的过程中，传动杆212随从动皮带轮207转

动，当滑块运动到水平槽222位置处时，传动杆212、滑块带动第一轴216在Z方向运动，完成

一次上升、下降动作，两个水平槽222位置分别完成上升、下降动作；此时钻探组件203随第

一轴216在Z方向运动，深入硬质泥沙内。

[0061] 当过渡环211离开转向件232，驱动杆209转动到转向件232处，驱动杆209带动转向

件232转动180°，驱动杆209从过渡槽B227进入第三驱动槽214、从过渡槽C228离开，此时钻

探组件203随转向件232转动180°，在硬质泥沙内钻孔，方便取样管312取样；

[0062] 当驱动杆209离开转向件232后，另一过渡环211运动到转向件232处，过渡环211穿

过过渡槽C228、过渡槽D229，转向件232不转动，传动杆212再次带动第一轴216完成一次上

升、下降动作，钻探组件203再次随第一轴216在Z方向运动，对硬质泥沙进行疏松；

[0063] 当另一过渡环211离开转向件232，另一驱动杆209转动到转向件232处，驱动杆209

带动转向件232转动180°，驱动杆209从过渡槽D229进入第二驱动槽213、从过渡槽A226离

开，此时钻探组件203再次随转向件232转动180°，在硬质泥沙内钻孔。

[0064] 如图7、图8、图9所示，取样装置300包括安装在钻探组件203上的多个取样组件

301，安装在钻探组件203上且用于封闭取样组件301的多个密闭组件302。

[0065] 取样组件301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取样组件301包括安装在固定台

230的第一电机303，安装在第一电机303输出轴上的第一连杆304，移动地安装在固定台230

上的传动块A305，一端与第一连杆304铰接且另一端与传动块A305铰接的第二连杆306，移

动地安装在固定台230上的传动块B307，一端与传动块A305铰接且位于传动块A305两侧的

一对第三连杆308，一端与第三连杆308铰接且中部与支撑架铰接的第四连杆309，一端与第

四连杆309铰接且另一端与传动块B307铰接的第五连杆310，安装在传动块B307上且位于传

动块B307远离传动块A305一端的支撑臂311，安装在支撑臂311上且沿Z方向均匀分布的多

个取样管312。

[0066] 第一连杆304长度为L1，第二连杆306长度为L2，第三连杆308长度为L3，第四连杆

309长度为L4，第五连杆310长度为L5，L2＝4L1，L3＝L1，L4＝2L1，L4<L5<L2。

[0067] 通过取样组件301完成采集样本的工作，设置多个方向、多个角度的取样管312，解

决了现有取样装置300取样量少、无法实现不同深度取样的问题；辅助装置200带动取样装

置300离开配重块101内；

[0068] 利用第一电机303带动第一连杆304转动，第一连杆304、第二连杆306、第三连杆

308、第四连杆309、第五连杆310之间形成连杆机构，带动传动块A305、传动块B307沿固定台

230的径向方向做直线运动，利用连杆机构、传动块A305增加传动块B307向硬质泥沙的冲击

力，取样管312随传动块B307运动，保证取样管312插入经辅助装置200疏散后的硬质泥沙内

完成采样，采样完成后，取样管312回到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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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密闭组件302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密闭组件302包括通过滚动轴承

转动安装在固定台230上且与固定台230同轴设置的第一齿轮313，安装在固定台230上的第

二电机，安装在第二电机输出轴上且位于第一齿轮313内与第一齿轮313啮合的第二齿轮

314，安装在第一齿轮313上端面且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环形阵列、与取样装置300一一

对应的多个立柱315，安装在立柱315上且沿Z方向分布、与取样管312一一对应的多个封盖

316。

[0070] 通过密闭装置解决了现有的取样装置300缺乏有效的封闭装置，拨出时存在严重

的样品流失的问题。利用第二电机带动第二齿轮314转动，第二齿轮314与第一齿轮313啮

合，第一齿轮313围绕固定台230中心轴线转动，带动封盖316转动，避免封盖316阻挡取样管

312的取样工作。

[0071] 如图10所示，当需要取样时，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靠近固定台230中心轴

线方向运动，使取样管312与封盖316分离，取样管312打开；接着第二电机启动，第一齿轮

313转动到指定角度停下，然后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远离固定台230中心轴线方向

运动，进行取样。

[0072] 当取样完成，取样组件301带动取样管312向靠近固定台230中心轴线方向运动，运

动到指定位置停下；接着第二电机启动，第一齿轮313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取样组件301带动

取样管312向封盖316所在位置移动，封盖316插入取样管312内。

[0073] 该取样结构还包括安装在箱体的控制系统，安装在箱体内且可以为辅助装置、取

样装置供电的蓄电池，安装在支撑台上的电磁波测距仪，电磁波测距仪与控制系统之间电

连接，本申请的控制系统采用性能稳定的可编程数控系统(PLC)作为控制系统，实现辅助装

置、取样装置的全自动控制，并根据实际情况与设置：第二齿轮的运动角度，取样管的运动

行程等参数。控制系统具有示校功能、断点记忆功能、断弧保护功能。

[0074] 本发明公开的取样结构的工作原理如下：

[0075] 用户在船舶上将缆绳系在挂钩上，利用缆绳将取样结构放入海底，取样结构在配

重块的作用下向海底运动，当配重块沉入海底后取样结构停止运动，此时电磁波测距仪将

支撑台与海底间的距离信号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处理距离信号并发出指令给多向运

动组件，多向运动组件带动切割刀在Z方向上下往复运动、正反转交替切割硬质泥沙，充分

疏散硬质泥沙，为取样装置的工作钻好孔完成辅助采样工作。

[0076] 钻孔完成后，多向运动组件带动钻探组件在Z方向向下运动到最大行程时，使钻探

组件以及取样装置完全离开配重块，位于配重块外。

[0077] 接着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靠近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使取样管与封盖分

离；密闭组件带动封盖远离取样管；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远离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

取样管插入硬质泥沙内进行取样。

[0078] 然后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靠近固定台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密闭组件带动封盖回

到初始位置；取样组件带动取样管向封盖所在位置移动，封盖插入取样管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0567757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110567757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110567757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2

CN 110567757 B

12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3

CN 110567757 B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4

CN 110567757 B

14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5

CN 110567757 B

15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6

CN 110567757 B

16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7

CN 110567757 B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