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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

置，包括承重座，其内部形成有腔体，承重座下表

面沿周向间隔均匀安装有多个导向底座，每个导

向底座中沿径向开有与所述腔体连通的通孔，通

孔内设有沿其滑动的承重销；承重座上表面中部

开有与所述腔体连通的中心孔，中心孔内安装有

与其配合的中空套筒；承重座上表面上安装有多

个吊环螺钉；还包括对接套筒：包括导向轴，其两

端设有限位轴肩，导向轴中部形成供ROV脐带缆

穿过的通道，导向轴上固定安装有承重环，其下

方的导向轴上安装有沿轴向滑动的释放环，释放

环和承重环与承重销配合，使导向轴、释放环及

承重环沿所述腔体相对于承重座上下运动。本发

明操作简单效率高，提高了作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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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承重座(1)，所述承重座(1)整体

为箱体结构，其内部形成有沿轴向延伸的、两端开口的腔体(112)，箱体结构的下表面沿周

向间隔均匀安装有多个导向底座(104)，每个导向底座(104)中沿径向开有与所述腔体

(112)连通的通孔，通孔内设有沿其滑动的承重销(107)；承重座(1)上表面中部开有与所述

腔体(112)连通的中心孔，中心孔内安装有与其配合的中空套筒；承重座(1)上表面上安装

有多个吊环螺钉(101)；

还包括对接套筒(2)，其结构为：包括导向轴(204)，其两端设有限位轴肩，导向轴(204)

中部形成供ROV脐带缆(3)穿过的通道，导向轴(204)上固定安装有承重环(201)，其下方的

导向轴(204)上安装有沿轴向滑动的释放环(203)，释放环(203)和承重环(201)与承重销

(107)配合，使导向轴(204)、释放环(203)及承重环(201)沿所述腔体(112)相对于承重座

(1)上下运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重销(107)的安

装结构为：包括固定安装导向底座(104)的通孔中的销套(108)，承重销(107)滑动安装在销

套(108)内孔中，且两端分别伸出销套(108)后，分别由安装在销套(108)两端的内挡圈

(106)和外挡圈(110)限位，承重销(107)远离腔体(112)中心的一端延伸有小直径端，其上

设有两端分别由承重销(107)和外挡圈(110)限位的小弹簧(109)。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导向轴(204)为空心

轴，承重环(201)固定套设在导向轴(204)顶端的限位轴肩的下部，释放环(203)与承重环

(201)之间的导向轴(204)上设有大弹簧(202)。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承重环(201)上表面为

半球面，下表面为内凹的圆锥面，释放环(203)成上下对称的圆锥形结构，且释放环(203)的

直径由中部向两侧递减，释放环(203)的上表面和承重环(201)的下表面相互匹配卡合。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导向轴(204)底端的限

位轴肩上对称设有两个耳环(205)。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套筒设有两

个，分别为长套筒(105)和短套筒(111)，长套筒(105)比短套筒(111)的轴向长度长。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承重座(1)由多个呈扇

形结构的基座(102)拼合形成圆柱形的箱体结构，所述吊环螺钉(101)分布于每个基座

(102)的上表面，所述导向底座(104)通过螺钉连接在每个基座(102)的下表面上。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的导向底座(104)

之间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支撑件(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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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ROV对接释放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缆控潜水器(ROV)是海洋科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常用于水下的观测、采样和勘

探等作业任务。在开始作业任务之前，通常是利用母船上安装的起吊装置将ROV从母船吊放

至水下近水面处，然后将起吊钩与ROV分离，使ROV能够自由地运动至指定的作业水域完成

预定的作业任务；在完成作业任务之后，在水下近水面处将起吊钩与ROV相连，再通过起吊

装置将ROV吊起并回收至母船上。在这个过程中，ROV的脱钩与挂钩一般是由蛙人潜入水下

通过人工手动完成的，在海况较恶劣时，采用这种人工手动脱挂钩的方式操作，一方面蛙人

脱挂钩的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蛙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人针对上述现有生产技术中的缺点，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的ROV近水面对接

与释放装置，操作更为简便、省时省力，从而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包括承重座，所述承重座整体为箱体结构，其内

部形成有沿轴向延伸的、两端开口的腔体，箱体结构的下表面沿周向间隔均匀安装有多个

导向底座，每个导向底座中沿径向开有与所述腔体连通的通孔，通孔内设有沿其滑动的承

重销；承重座上表面中部开有与所述腔体连通的中心孔，中心孔内安装有与其配合的中空

套筒；承重座上表面上安装有多个吊环螺钉；还包括对接套筒，其结构为：包括导向轴，其两

端设有限位轴肩，导向轴中部形成供ROV脐带缆穿过的通道，导向轴上固定安装有承重环，

其下方的导向轴上安装有沿轴向滑动的释放环，释放环和承重环与承重销配合，使导向轴、

释放环及承重环沿所述腔体相对于承重座上下运动。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7] 所述承重销的安装结构为：包括固定安装导向底座的通孔中的销套，承重销滑动

安装在销套内孔中，且两端分别伸出销套后，分别由安装在销套两端的内挡圈和外挡圈限

位，承重销远离腔体中心的一端延伸有小直径端，其上设有两端分别由承重销和外挡圈限

位的小弹簧。

[0008] 导向轴为空心轴，承重环固定套设在导向轴顶端的限位轴肩的下部，释放环与承

重环之间的导向轴上设有大弹簧。

[0009] 承重环上表面为半球面，下表面为内凹的圆锥面，释放环成上下对称的圆锥形结

构，且释放环的直径由中部向两侧递减，释放环的上表面和承重环的下表面相互匹配卡合。

[0010] 导向轴底端的限位轴肩上对称设有两个耳环。

[0011] 所述中空套筒设有两个，分别为长套筒和短套筒，长套筒比短套筒的轴向长度长。

[0012] 承重座由多个呈扇形结构的基座拼合形成圆柱形的箱体结构，所述吊环螺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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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个基座的上表面，所述导向底座通过螺钉连接在每个基座的下表面上。

[0013] 相邻的导向底座之间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支撑件。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本发明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无需增加电力、液压等动力系统，在原有设施设

备的基础上即可完成ROV的布放与回收的任务，相较于现有技术由蛙人通过人工手动完成

ROV的托挂钩动作，本发明的装置操作更为简便、省时，同时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的安全隐

患。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三维剖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释放ROV之前的状态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释放ROV时的状态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对接ROV时的状态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对接ROV之后的状态示意图。

[0022] 其中：1、承重座；2、对接套筒；3、ROV脐带缆；101、吊环螺钉；102、基座；103、支撑

件；104、导向底座；105、长套筒；106、内挡圈；107、承重销；108、销套；109、小弹簧；110、外挡

圈；111、短套筒；112、腔体；201、承重环；202、大弹簧；203、释放环；204、导向轴；205、耳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包括承重座1，承重座1

整体为箱体结构，其内部形成有沿轴向延伸的、两端开口的腔体112，箱体结构的下表面沿

周向间隔均匀安装有多个导向底座104，每个导向底座104中沿径向开有与腔体112连通的

通孔，通孔内设有沿其滑动的承重销107；承重座1上表面中部开有与腔体112连通的中心

孔，中心孔内安装有与其配合的中空套筒；承重座1上表面上安装有多个吊环螺钉101；还包

括对接套筒2，其结构为：包括导向轴204，其两端设有限位轴肩，导向轴204中部形成供ROV

脐带缆3穿过的通道，导向轴204上固定安装有承重环201，其下方的导向轴204上安装有沿

轴向滑动的释放环203，释放环203和承重环201与承重销107配合，使导向轴204、释放环203

及承重环201沿腔体112相对于承重座1上下运动。

[0025] 如图3-图5所示，承重销107的安装结构为：包括固定安装导向底座104的通孔中的

销套108，承重销107滑动安装在销套108内孔中，且两端分别伸出销套108后，分别由安装在

销套108两端的内挡圈106和外挡圈110限位，承重销107远离腔体112中心的一端延伸有小

直径端，其上设有两端分别由承重销107和外挡圈110限位的小弹簧109。

[0026] 导向轴204为空心轴，承重环201固定套设在导向轴204顶端的限位轴肩的下部，释

放环203与承重环201之间的导向轴204上设有大弹簧202。

[0027] 承重环201上表面为半球面，下表面为内凹的圆锥面，释放环203成上下对称的圆

锥形结构，且释放环203的直径由中部向两侧递减，释放环203的上表面和承重环201的下表

面相互匹配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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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导向轴204底端的限位轴肩上对称设有两个耳环205。

[0029] 中空套筒设有两个，分别为长套筒105和短套筒111，长套筒105比短套筒111的轴

向长度长。

[0030] 承重座1由多个呈扇形结构的基座102拼合形成圆柱形的箱体结构，吊环螺钉101

分布于每个基座102的上表面，导向底座104通过螺钉连接在每个基座102的下表面上。

[0031] 相邻的导向底座104之间通过螺钉固定安装有支撑件103。

[0032] 本发明的实施原理及实施过程如下：

[0033] 本发明整体分为两部分，其中承重座1通过吊环螺钉101与母船上起吊装置的起吊

钩相连，对接套筒2通过耳环205与ROV相连，并且由ROV脐带缆3穿过导向轴204、从承重座1

中心孔的中空套筒中穿出，将两部分沟通起来，通过控制母船上的起吊装置和ROV能够方便

地实现本装置两部分的对接与释放，从而完成ROV的回收与布放。

[0034] 如图1所示，对接套筒2通过导向轴204与ROV的脐带缆3固定连接，脐带缆3上端伸

出承重座1的中心孔中的中空套筒后，可在承重座1上方可自由的移动，脐带缆3上端固定在

母船上。吊环螺钉101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基座102的上方，3个基座102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成为一个整体，导向底座104通过螺钉连接安装在基座102上，支撑件103通过螺钉连接安装

在相邻的导向底座104之间。对接套筒2的底部耳环205与ROV的承重结构通过钢丝绳连接，

承重座1的吊环螺钉101与母船的起吊装置连接，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处于对接状态

时，ROV的重力沿钢丝绳、对接套筒2、承重座1传递到母船的起吊装置。

[0035] 如图2所示，中空套筒采用的是长套筒105，安装在基座102顶部中心孔处；内挡圈

106、外挡圈110分别通过螺钉连接安装在销套108两端的导向底座104上，内挡圈106、外挡

圈110分别安装在导向底座104的内侧和外侧，承重销107可在轴套108内移动；承重环201固

定安装在导向轴204上，承重环201由导向轴204的上端的轴肩限位，释放环203安装在导向

轴204上，释放环203底部由导向轴204的轴肩限位，释放环203可在导向轴204上移动，大弹

簧202安装在导向轴204上，大弹簧202的上端由承重环201限位，大弹簧202下端由释放环

203限位。

[0036] 在释放ROV之前，本实施例的ROV近水面对接与释放装置的状态如图3所示，母船上

起吊装置的起吊钩与本装置的吊环螺钉101相连，ROV与导向轴204底部的2个耳环205连接，

并将承重环201置于承重销107的上侧，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起吊，将ROV和本发明的装置一起

放入水中，且使ROV完全没于水面之下近水面处。

[0037] 如图3和图4所示，在ROV完全没于水下之后，工作人员控制ROV处于水下悬停状态，

即对接套筒2的位置固定，操控起吊装置使本发明的承重座1继续下放，承重销107在释放环

203的上部圆台侧面的作用下开始回缩，直至承重销107越过释放环203最大直径部位，承重

销107反向弹出；之后控制起吊装置向上起吊承重座1，由于受到承重销107的阻碍，释放环

203会跟随承重销107一起向上移动，直至释放环203与承重环201相接触，释放环203停止移

动，承重销107在释放环203下部锥面的作用下开始回缩，直至承重销107越过释放环203和

承重环201最大直径部位，从而使承重座1与对接套筒2分离，完成ROV的释放任务。

[0038] 如图1-图4所示，在释放ROV时，中空套筒采用的是短套筒111安装在基座102顶部

的中心孔处。如图5所示，在进行对接ROV任务之前，需要将短套筒111更换为长套筒105，短

套筒111的比长套筒105的轴向长度短。在ROV运行至水下近水面处之后，通过起吊装置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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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座1，在承重销107与承重环201的接触后，由于受到承重环201上部半球表面的阻碍，承

重销107开始回缩，直至越过承重环201最大直径部位，承重销107反向弹出，承重座1和对接

套筒2的状态如图6所示，完成了承重座1和对接套筒2的对接，继续向上起吊进而完成ROV的

回收任务。

[0039] 其中，将短套筒111更换为长套筒105的目的是避免在对接时，承重座1向下移动的

距离过大，使承重销107位于释放环203的下侧，无法完成承重座1和对接套筒2的对接。

[0040] 以上描述是对本发明的解释，不是对发明的限定，本发明所限定的范围参见权利

要求，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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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10203357 A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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