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282491.2

(22)申请日 2019.12.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05598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24

(73)专利权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一0研究所

地址 443003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胜利三

路58号

(72)发明人 邓小青　王海军　班伟　王华明　

吴文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11120

代理人 高会允

(51)Int.Cl.

B63H 25/26(2006.01)

B63H 25/34(2006.01)

B63H 25/00(2006.01)

审查员 胡腾飞

 

(54)发明名称

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

机，其中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龙骨上安装有舵

机，舵机包括舵机主体、舵轴、舵板以及传动机

构。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轴通过传动机构

连接舵轴；舵轴连接舵板。传动机构包括连接体、

齿条、齿轮以及键。传动机构与电机轴之间实现

卡入式自适应连接，用于将电机输出轴的直线伸

缩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并带动舵轴驱动舵板。

卡入式自适应连接方式中连接体与电机输出轴

固定后卡入齿条的卡接部，电机轴自动找位，连

接体和齿条保留极小的传动间隙，这种结构和安

装不会形成装配应力和出现卡滞，避免电机额外

负载和能源额外消耗，保证了舵机的高可靠性、

高输出扭矩，能够适应连续长期远距离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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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所述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龙骨上安装有舵机，其

特征在于，所述舵机包括舵机主体、舵轴、舵板以及传动机构；

所述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输出轴通过所述传动机构连接所述舵轴；所述舵轴连

接所述舵板；

所述传动机构包括连接体、齿条、齿轮以及键；

所述齿条端部垂直凸起形成卡接部，所述卡接部由前面板、后面板以及两面板之间的

卡槽组成，端部一侧为前面板，所述前面板上开设卡口；

所述连接体为一个一端带有凸台的圆柱体，所述圆柱体上带有外螺纹；

所述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且开设内螺纹孔，所述内螺纹孔与所

述圆柱体上外螺纹相配合；

所述齿轮中央开设有舵轴通孔，齿轮的内侧面开设轴向键缺口；所述齿条与所述齿轮

匹配连接；

所述连接体的凸台卡入到所述卡接部的卡槽内，所述连接体的圆柱体从所述前面板上

的卡口伸出，并伸入到所述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处，与所述电机输出轴螺纹连接；

所述舵轴两端分别为传动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传动机构连接端上嵌入键；传动

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之间套接双O型密封圈；

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位于所述舵机主体内部，所述双O型密封圈在所述舵机主体和

所述舵轴间形成径向动密封；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穿过所述舵轴通孔，其上嵌入键同时

卡入所述齿轮内侧面的轴向键缺口内；舵轴的舵板连接端与所述舵板固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舵机主体内还具备磁罗盘、海洋环境传

感器、传感器控制模块、导航控制单元以及舵机控制模块；

所述磁罗盘，用于获取滑翔器的航向与姿态信息，通过水密通信电缆送至导航控制单

元；

所述海洋环境传感器安装在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上，用于获取海洋环境数据；

所述传感器控制模块，一方面获取导航控制单元发来的传感器控制指令包括传感器开

关控制指令以及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当接收到传感器开关控制指令时，所述传感器控制

模块对所述海洋环境传感器进行开关控制；接收到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时，所述传感器数

据获取指令中给出数据获取周期，所述传感器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数据获取周期获取所述海

洋环境传感器敏感到的海洋环境数据，并将所述海洋环境数据进行数据格式转换，转换为

导航控制单元定制的数据格式；

所述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的端面上还安装有角度传感器，用于感知获取舵机的实际

舵角送入所述舵机控制模块；

所述导航控制单元，用于根据期望航向生成期望舵角，并通过通信电缆发送所述期望

舵角至所述舵机控制模块；

所述舵机控制模块获取所述实际舵角与所述期望舵角之间的差值，根据所述差值生成

电机驱动指令，用于控制直线电机的输出轴做直线伸缩运动；

所述电机启动后，其输出轴进行直线伸缩运动，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的齿条带动齿轮转

动将直线伸缩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齿轮通过舵轴带动舵板转动，使得实际舵角向期望舵

角逼近，从而改变所述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的航向，使得所述滑翔器实际航向逼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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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055988 B

3



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舵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

背景技术

[0002] 波浪能自主滑翔器以波浪能为驱动力，以太阳能为辅助能源为机载负载提供电

能。波浪能自主滑翔器能够按给定的航路自主航行，可实现海气多界面、大范围、远距离的

海洋水文参数及气象参数的实时测量，可为国防、海洋研究和海产养殖等提供可移动、持久

的传感器搭载平台。

[0003] 舵机属于波浪能自主滑翔器水下驱动装置的主要组件，主要承担操舵功能。除了

电机、电机驱动器、角度传感器、传动机构等舵机功能部件，波浪能自主滑翔器舵机还需要

容纳磁罗盘、数据转接卡、控制器、通信电缆等其他安装组件，而滑翔器由于重量、航行阻力

等因素，限制了舵机尺寸和重量，另外，波浪能自主滑翔器在水中航行时间长、所处的海面

环境恶劣，可能遇到高海流、大海浪，故而同时对舵机提出了长服役期、高可靠性、高输出扭

矩、耐腐蚀性、密封性以及低能耗等一系列要求。

[0004] 目前传统的舵机无法满足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相关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能够保证舵机的高可靠

性、高输出扭矩，能够适应连续长期远距离服役。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滑翔器的

水下驱动单元龙骨上安装有舵机，舵机包括舵机主体、舵轴、舵板以及传动机构。

[0007] 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轴通过传动机构连接舵轴；舵轴连接舵板。

[0008] 传动机构包括连接体、齿条、齿轮以及键。

[0009] 齿条端部垂直凸起形成卡接部，卡接部由前面板、后面板以及两面板之间的卡槽

组成，端部一侧为前面板，前面板上开设卡口。

[0010] 连接体为一个一端带有凸台的圆柱体，圆柱体上带有外螺纹。

[0011] 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且开设内螺纹孔，内螺纹孔与圆柱体

上外螺纹相配合。

[0012] 齿轮中央开设有舵轴通孔，齿轮的内侧面开设轴向键缺口；齿条与齿轮匹配连接。

[0013] 连接体的凸台卡入到卡接部的卡槽内，连接体的圆柱体从前面板上的卡口伸出，

并伸入到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处，与电机输出轴螺纹连接。

[0014] 舵轴两端分别为传动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传动机构连接端上嵌入键；传动

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之间套接双O型密封圈。

[0015] 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位于舵机主体内部，双O型密封圈在舵机主图和舵轴间形

成径向动密封；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穿过舵轴通孔，其上嵌入键同时卡入齿轮内侧面的

轴向键缺口内；舵轴的舵板连接端与舵板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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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舵机主体内还具备磁罗盘、海洋环境传感器、传感器控制模块、导航控

制单元以及舵机控制模块。

[0017] 磁罗盘，用于获取滑翔器的航向与姿态信息，通过水密通信电缆送至导航控制单

元。

[0018] 海洋环境传感器安装在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上，用于获取海洋环境数据。

[0019] 传感器控制模块，一方面获取导航控制单元发来的传感器控制指令包括传感器开

关控制指令以及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当接收到传感器开关控制指令时，传感器控制模块

对海洋环境传感器进行开关控制；接收到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时，传感器控制模块根据传

感器数据获取指令中给出的数据获取周期获取海洋环境传感器敏感到的海洋环境数据，并

将海洋环境数据进行数据格式转换，转换为导航控制单元定制的数据格式。

[0020] 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的端面上还安装有角度传感器，用于感知获取舵机的实际

舵角送入舵机控制模块。

[0021] 导航控制单元，用于根据期望航向生成期望舵角，并通过通信电缆发送期望舵角

至舵机控制模块。

[0022] 舵机控制模块获取实际舵角与期望舵角之间的差值，根据差值生成电机驱动指

令，用于控制直线电机的输出轴做直线伸缩运动。

[0023] 电机启动后，其输出轴进行直线伸缩运动，通过传动机构的齿条带动齿轮转动将

直线伸缩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齿轮通过舵轴带动舵板转动，使得实际舵角向期望舵角逼

近，从而改变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的航向，使得滑翔器实际航向逼近期望航向。

[0024] 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能够通过控制波浪能自主滑翔器

的舵板舵角从而控制波浪能自主滑翔器航行方向，本发明采用连接体实现了齿条与电机输

出轴的卡入式自适应连接，以该方式代替传统螺纹刚性连接方式。传统螺纹连接对电机轴

和齿条上安装孔同轴度要求极高，由于加工形成的公差积累和安装时位置误差不可避免地

导致电机轴线与连接螺纹轴线不一致从而形成装配应力，给电机增加额外负载，严重时甚

至导致卡滞。卡入式自适应连接方式中连接体与电机输出轴固定后卡入齿条的卡接部，电

机轴自动找位，连接体和齿条保留极小的传动间隙，这种结构和安装不会形成装配应力和

出现卡滞，避免电机额外负载和能源额外消耗，保证传动可靠，同时安装简单方便，保证了

舵机的高可靠性、高输出扭矩，能够适应连续长期远距离服役。

[0026] 2、本发明提供的舵机具有操舵功能，提供磁罗盘、数据转接卡等安装空间和水密

通信电缆安装接口，具有长服役期、高可靠性、高输出扭矩、耐腐蚀性、密封性以及低能耗等

特点，该舵机最大操舵舵角不小于±30°范围。该舵机操舵可靠、精确，能使波浪能自主滑翔

器保持一定航路自主航行，或保持一定位置虚拟锚泊，可在水下连续长期远距离工作。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舵机主体拆除盖板后内部结构示意图；图中1‑主体；2‑磁罗

盘安装组件；3‑数据转接卡安装组件；4‑角度传感器座；5‑角度传感器；6‑齿轮；7‑齿条；8‑

连接体；9‑电机；10‑控制单元安装组件；11‑水密通信电缆；12‑O形密封圈；13‑舵轴支撑板；

14‑舵轴组件；15‑舵板；16‑舵板连接体；17‑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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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舵机外型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舵轴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机轴、传动结构以及舵轴连接关系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传感器、舵轴、齿轮连接方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波浪能自主滑翔器用舵机，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龙骨上安装

有舵机，舵机包括舵机主体、舵轴、舵板以及传动机构。图1示出了舵机主体拆除盖板后内部

结构，图2示出了舵机外型。

[0034] 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轴通过传动机构连接舵轴；舵轴连接舵板。

[0035] 传动机构包括连接体、齿条、齿轮以及键。

[0036] 齿条端部垂直凸起形成卡接部，卡接部由前面板、后面板以及两面板之间的卡槽

组成，端部一侧为前面板，前面板上开设卡口。

[0037] 连接体为一个一端带有凸台的圆柱体，圆柱体上带有外螺纹。

[0038] 舵机主体内具备电机，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且开设内螺纹孔，内螺纹孔与圆柱体

上外螺纹相配合。

[0039] 齿轮中央开设有舵轴通孔，齿轮的内侧面开设轴向键缺口；齿条与齿轮匹配连接。

[0040] 连接体的凸台卡入到卡接部的卡槽内，连接体的圆柱体从前面板上的卡口伸出，

并伸入到电机输出轴端部内凹处，与电机输出轴螺纹连接。此处通过连接体实现了齿条与

电机输出轴的卡入式自适应连接，以该方式代替传统螺纹刚性连接方式。传统螺纹连接对

电机轴和齿条上安装孔同轴度要求极高，由于加工形成的公差积累和安装时位置误差不可

避免地导致电机轴线与连接螺纹轴线不一致从而形成装配应力，给电机增加额外负载，严

重时甚至导致卡滞。卡入式自适应连接方式中连接体与电机轴固定后卡入齿条，电机轴自

动找位，连接体和齿条保留极小的传动间隙，这种结构和安装不会形成装配应力和出现卡

滞，避免电机额外负载和能源额外消耗，保证传动可靠，同时安装简单方便。

[0041] 舵轴两端分别为传动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传动机构连接端上嵌入键；传动

机构连接端和舵板连接端之间套接双O型密封圈。舵轴结构如图3所示。

[0042] 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位于舵机主体内部，双O型密封圈在舵机主图和舵轴间形

成径向动密封；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穿过舵轴通孔，其上嵌入键同时卡入齿轮内侧面的

轴向键缺口内；舵轴的舵板连接端与舵板固连。

[0043] 舵板连接端通过一个舵板连接体连接舵板，舵板连接体为一个平面板，其通过六

个螺钉连接舵板。

[0044] 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机轴、传动结构以及舵轴连接关系如图4所示。

[0045] 舵机主体内还具备磁罗盘、海洋环境传感器、传感器控制模块、导航控制单元以及

舵机控制模块。

[0046] 磁罗盘，用于获取滑翔器的航向与姿态信息，通过水密通信电缆送至导航控制单

元。

[0047] 海洋环境传感器安装在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上，用于获取海洋环境数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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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温盐深传感器CTD。

[0048] 传感器控制模块，一方面获取导航控制单元发来的传感器控制指令包括传感器开

关控制指令以及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当接收到传感器开关控制指令时，传感器控制模块

对海洋环境传感器进行开关控制；接收到传感器数据获取指令时，传感器控制模块根据传

感器数据获取指令中给出的数据获取周期获取海洋环境传感器敏感到的海洋环境数据，并

将海洋环境数据进行数据格式转换，转换为导航控制单元定制的数据格式。

[0049] 舵轴的传动机构连接端的端面上还安装有角度传感器，用于感知获取舵机的实际

舵角送入舵机控制模块。本发明实施例中传感器、舵轴、齿轮连接方式如图5所示。

[0050] 导航控制单元，用于根据期望航向生成期望舵角，并通过通信电缆发送期望舵角

至舵机控制模块。

[0051] 舵机控制模块获取实际舵角与期望舵角之间的差值，根据差值生成电机驱动指

令，用于控制直线电机的输出轴做直线伸缩运动。

[0052] 电机启动后，其输出轴进行直线伸缩运动，通过传动机构的齿条带动齿轮转动将

直线伸缩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齿轮通过舵轴带动舵板转动，使得实际舵角向期望舵角逼

近，从而改变滑翔器的水下驱动单元的航向，使得滑翔器实际航向逼近期望航向。

[0053] 综上所述，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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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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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11055988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