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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属于潜航器技

术领域，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功能单

一的问题。本发明包括：机身；对称设置在机身两

侧的机翼，机翼为可旋转结构；设置在机身上端

后方的尾翼；对称设置在机身下端后方两侧的尾

部推进器；设置在机身内部的两个涵道螺旋桨机

构，涵道螺旋桨机构的涵道外壳上端和机身的上

壳接触，涵道螺旋桨机构的涵道桨叶和水平面平

行；设置在机身的上壳上的两组换向机构，两组

换向机构分别和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对应调整

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输出力的方向；以及固定设

置在机身内部的的电池组、电源调节器、电调组

和主控制器，电池组通过电源线与电源调节器连

接，电源调节器与电调组连接；主控制器控制整

个潜航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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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包括：

机身(1)；

对称设置在机身(1)两侧的机翼(2)；

设置在机身(1)上端后方的尾翼(10)；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翼(2)为可旋转结构，实现机翼(2)处于水平面和竖直面两个姿态的调整；

对称设置在机身(1)下端后方两侧的尾部推进器(5)；

所述潜航器还包括：

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3)，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的涵道外壳

(301)上端和所述机身(1)的上壳(101)接触，涵道螺旋桨机构(3)的涵道桨叶(303)和水平

面平行；

设置在机身(1)的上壳(101)上的两组换向机构(4)，两组所述换向机构(4)分别和两个

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对应调整两个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输出力的方向；

以及固定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的电池组(6)、电源调节器(7)、电调组(8)和主控制器

(9)，电池组(6)通过电源线与电源调节器(7)连接，电源调节器(7)与电调组(8)连接；主控

制器(9)控制整个潜航器运行；

所述换向机构(4)包括：

固定在机身(1)的上壳(101)和所述涵道外壳(301)对应位置的通孔结构处的内框

(401)；

并排设置的多个叶片(402)，每个所述叶片(402)中间开有中心孔，多个第一转轴(403)

分别穿过每个叶片(402)的中心孔两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内框(401)上；

和每个叶片(402)下部通过第二转轴(404)铰接的换向连杆(405)；

以及和所述换向连杆(405)一端固定连接的液压缸(4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涵道螺旋桨机

构(3)包括两组涵道机构以及带动两组涵道机构转动的动力驱动机构；

所述涵道机构包括：

固定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圆柱形涵道外壳(301)，所述机身(1)的上壳(101)和所述涵

道外壳(301)对应位置为通孔结构；

设置在涵道外壳(301)内中间位置的涵道支撑架(302)；

以及设置在所述涵道外壳(301)内的涵道桨叶(303)，所述涵道桨叶(303)通过动力驱

动机构带动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驱动单元

包括：

涵道电机(305)，

以及输入轴的一端和所述涵道电机(305)输出轴连接的动力传动机构，两组涵道机构

的涵道桨叶(303)通过涵道桨毂(304)分别固定在动力传动机构的两个输出轴的一端，同步

带动两组涵道机构的涵道桨叶(303)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传动机构

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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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输入轴另一端连接的锥齿轮Ⅰ(306)；

同时与锥齿轮Ⅰ(306)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Ⅱ(307)；

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Ⅱ(307)同轴设置的两个锥齿轮Ⅲ(308)；

以及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Ⅲ(308)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Ⅳ(309)，两个锥齿轮Ⅳ(309)分别

和两个输出轴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尾部推进器

(5)包括：

固定在机身(1)下端后方侧面的尾部涵道(501)；

固定连接在尾部涵道(501)内部的推进支撑架(502)；

固定在所述推进支撑架(502)上的推进电机(503)；

以及和所述推进电机(503)输出轴通过推进桨毂(504)连接的推进桨叶(505)，所述推

进桨叶(505)和行进方向垂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机翼(2)包括：

固定在机身(1)内部的侧翼电机(201)，所述侧翼电机(201)的输出轴穿过机身(1)，所

述侧翼电机(201)和电池组(6)连接；

固定在机身(1)的外侧壁上的主翼(202)；

一端穿过主翼(202)与侧翼电机(201)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的侧翼连杆(203)；

以及和所述侧翼连杆(203)另一端键连接的副翼(204)。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985537 B

3



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潜航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地形和交通状况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功能单一的交通工具已经无法满足人们

的需求，功能单一的交通工具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随着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不断

深入研究，不论是近海还是深海都是各国探究争夺的区域。潜航器是实现海洋开发利用的

重要工程装备。它通过搭载各种电子设备、机械装置，快速地潜浮于深海复杂环境中，实现

对海洋的勘探、科考、开发、作业等，其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家海洋资源勘探开

发甚至海洋权益维护能力。

[0003] 目前，潜航器主要包括有人驾驶潜航器及无人潜航器两大类，无人潜航器主要分

为无人自治潜航器(AUV)和水下遥控潜航器(ROV)两种传统型。无论是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

驶的潜航器，均只能实现水下不同深度的航行，潜航器功能单一，在遇特殊情况时，不能选

择其他路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功能

单一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包括：

[0006] 机身；

[0007] 对称设置在机身两侧的机翼，所述机翼为可旋转结构，实现机翼处于水平面和竖

直面两个姿态的调整；

[0008] 设置在机身上端后方的尾翼；

[0009] 对称设置在机身下端后方两侧的尾部推进器；

[0010] 设置在机身内部的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的涵道外壳上端和

所述机身的上壳接触，涵道螺旋桨机构的涵道桨叶和水平面平行；

[0011] 设置在机身的上壳上的两组换向机构，两组所述换向机构分别和两个所述涵道螺

旋桨机构对应调整两个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输出力的方向；

[0012] 以及固定设置在机身内部的的电池组、电源调节器、电调组和主控制器，电池组通

过电源线与电源调节器连接，电源调节器与电调组连接；主控制器控制整个潜航器运行。

[0013] 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包括两组涵道机构以及带动两组涵道机构转动的动力驱动

机构；

[0014] 所述涵道机构包括：

[0015] 固定设置在机身内部的圆柱形涵道外壳，所述机身的上壳和所述涵道外壳对应位

置为通孔结构；

[0016] 设置在涵道外壳内中间位置的涵道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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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以及设置在所述涵道外壳内的涵道桨叶，所述涵道桨叶通过动力驱动机构带动转

动。

[0018] 所述动力驱动单元包括：

[0019] 涵道电机，

[0020] 以及输入轴的一端和所述涵道电机输出轴连接的动力传动机构，两组涵道机构的

涵道桨叶通过涵道桨毂分别固定在动力传动机构的两个输出轴的一端，同步带动两组涵道

机构的涵道桨叶转动。

[0021] 所述动力传动机构还包括：

[0022] 和输入轴另一端连接的锥齿轮Ⅰ；

[0023] 同时与锥齿轮Ⅰ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Ⅱ；

[0024] 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Ⅱ同轴设置的两个锥齿轮Ⅲ；

[0025] 以及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Ⅲ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Ⅳ，两个锥齿轮Ⅳ分别和两个输出轴

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0026] 所述换向机构包括：

[0027] 固定在机身的上壳和所述涵道外壳对应位置的通孔结构处的内框；

[0028] 并排设置的多个叶片，每个所述叶片中间开有中心孔，多个第一转轴分别穿过每

个叶片的中心孔两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内框上；

[0029] 和每个叶片下部通过第二转轴铰接的换向连杆；

[0030] 以及和所述换向连杆一端固定连接的液压缸。

[0031] 所述尾部推进器包括：

[0032] 固定在机身下端后方侧面的尾部涵道；

[0033] 固定连接在尾部涵道内部的推进支撑架；

[0034] 固定在所述推进支撑架上的推进电机；

[0035] 以及和所述推进电机输出轴通过推进桨毂连接的推进桨叶，所述推进桨叶和行进

方向垂直。

[0036] 所述机翼包括：

[0037] 固定在机身内部的侧翼电机，所述侧翼电机的输出轴穿过机身，所述侧翼电机和

电池组连接；

[0038] 固定在机身的外侧壁上的主翼；

[0039] 一端穿过主翼与侧翼电机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的侧翼连杆；

[0040] 以及和所述侧翼连杆另一端键连接的副翼。

[004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可以同时实现水下行

使以及低空飞行，可以采用多种路径行进。在水下行驶时，尾部推进器可以控制前后前进的

速度，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控制下潜的深度与速度，应用尾部推进器的差速可以实现左右

变向，通过叶片角度可以进行斜向潜浮。

[0042] 在水下飞向空中时，可以通过转动侧边机翼变为垂直角度以减小上浮阻力，通过

涵道螺旋桨机构进行上浮以及低空飞行。

[0043] 在飞行运行过程中由电源调节器调节电池组的使用情况，由主控制器控制整机运

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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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结构侧视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结构主视图；

[0047]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结构俯视图；

[0048] 图5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除去上壳结构示意图；

[0049] 图6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涵道螺旋桨机构示意图；

[0050]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涵道螺旋桨机构原理图；

[0051] 图8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换向机构俯视图；

[0052] 图9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换向机构原理图；

[0053] 图10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尾部推进器结构示意图；

[0054] 图11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尾部推进器原理图；

[0055] 图12为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中机翼结构示意图；

[0056] 其中：1、机身，101、上壳，2、机翼，201、侧翼电机，202、主翼，203、侧翼连杆，204、副

翼，3、涵道螺旋桨机构，301、涵道外壳，302、涵道支撑架，303、涵道桨叶，304、涵道桨毂，

305、涵道电机，306、锥齿轮Ⅰ，307、锥齿轮Ⅱ，308、锥齿轮Ⅲ，309、锥齿轮Ⅳ，4、换向机构，

401、内框，402、叶片，403、第一转轴，404、第二转轴，405、换向连杆，406、液压缸，5、尾部推

进器，501、尾部涵道，502、推进支撑架，503、推进电机，504、推进桨毂，505、推进桨叶，6、电

池组，7、电源调节器，8、电调组，9、主控制器，10、尾翼。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58] 参见附图1-附图5，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涵道式两栖潜航器包括：

[0059] 机身1；

[0060] 对称设置在机身1两侧的机翼2，所述机翼2为可旋转结构，实现机翼2处于水平面

和竖直面两个姿态的调整；

[0061] 设置在机身1上端后方的尾翼10；

[0062] 对称设置在机身1下端后方两侧的尾部推进器5；

[0063] 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两个涵道螺旋桨机构3，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的涵道外壳301

上端和所述机身1的上壳101接触，涵道螺旋桨机构3的涵道桨叶303和水平面平行；

[0064] 设置在机身1的上壳101上的两组换向机构4，两组所述换向机构4分别和两个所述

涵道螺旋桨机构3对应调整两个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输出力的方向；

[0065] 以及固定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的电池组6、电源调节器7、电调组8和主控制器9，电

池组6通过电源线与电源调节器7连接，电源调节器7与电调组8连接，电调组8分别与每个电

机通过电线连接；主控制器9分别通过通讯线和每个电机、电源调节器7以及电调组8接控制

潜航器运行。

[0066] 参见附图6和附图7，所述涵道螺旋桨机构3包括两组涵道机构以及带动两组涵道

机构转动的动力驱动机构；

[0067] 所述涵道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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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固定设置在机身1内部的圆柱形涵道外壳301，所述机身1的上壳101和所述涵道外

壳301对应位置为通孔结构；

[0069] 设置在涵道外壳301内中间位置的涵道支撑架302；

[0070] 以及设置在所述涵道外壳301内的涵道桨叶303，所述涵道桨叶303通过动力驱动

机构带动转动。

[0071] 所述动力驱动单元包括：

[0072] 涵道电机305，

[0073] 以及输入轴的一端和所述涵道电机305输出轴连接的动力传动机构，两组涵道机

构的涵道桨叶303通过涵道桨毂304分别固定在动力传动机构的两个输出轴的一端，同步带

动两组涵道机构的涵道桨叶303转动。

[0074] 所述动力传动机构还包括：

[0075] 和输入轴另一端连接的锥齿轮Ⅰ306；

[0076] 同时与锥齿轮Ⅰ306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Ⅱ307；

[0077] 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Ⅱ307同轴设置的两个锥齿轮Ⅲ308；

[0078] 以及分别与两个锥齿轮Ⅲ308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Ⅳ309，两个锥齿轮Ⅳ309分别和

两个输出轴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0079] 涵道电机305转动带动动力传动机构的输入轴转动，输入轴带动固定在输入轴上

的锥齿轮Ⅰ306转动，锥齿轮Ⅰ306带动与之啮合的两个锥齿轮Ⅱ307转动，每个锥齿轮Ⅱ307

带动与之啮合的锥齿轮Ⅲ308转动，每个锥齿轮Ⅲ308带动与之啮合的锥齿轮Ⅳ309转动，每

个锥齿轮Ⅳ309带动和其固定连接的输出轴转动，进而带动涵道桨叶303转动。

[0080] 参见附图8和附图9，所述换向机构4包括：

[0081] 固定在机身1的上壳101和所述涵道外壳301对应位置的通孔结构处的内框401；

[0082] 并排设置的多个叶片402，每个所述叶片402中间开有中心孔，多个第一转轴403分

别穿过每个叶片402的中心孔两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内框401上；

[0083] 和每个叶片402下部通过第二转轴404铰接的换向连杆405；

[0084] 以及和所述换向连杆405一端固定连接的液压缸406。

[0085] 通过液压缸406的伸缩运动带动换向连杆405往复运动，进而带动多个叶片402改

变角度，调整每一组涵道螺旋桨机构3输出力的方向。

[0086] 参见附图10和附图11，所述尾部推进器5包括：

[0087] 固定在机身1下端后方侧面的尾部涵道501；

[0088] 固定连接在尾部涵道501内部的推进支撑架502；

[0089] 固定在所述推进支撑架50上的推进电机503；

[0090] 以及和所述推进电机503输出轴通过推进桨毂504连接的推进桨叶505，所述推进

桨叶505和行进方向垂直。

[0091] 参见附图12，所述机翼2包括：

[0092] 固定在机身1内部的侧翼电机201，所述侧翼电机201的输出轴穿过机身1，所述侧

翼电机201和电池组6连接；

[0093] 固定在机身1的外侧壁上的主翼202；

[0094] 一端穿过主翼202与侧翼电机201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的侧翼连杆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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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以及和所述侧翼连杆203另一端键连接的副翼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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