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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

生捕获装置，包括机架总成、驱动总成、执行总

成、软体捕获囊；驱动总成和执行总成均安装在

机架总成上，驱动总成对执行总成起驱动作用，

执行总成为多连杆机构，且与机架总成之间形成

多个转动副和移动副，软体捕获囊挂接在执行总

成内且底端形成开口，在执行总成牵动下张口并

快速关闭，捕获软体生物。该仿生捕获装置以狸

藻作为仿生模型，利用负压吸附原理结合对捕获

囊关闭入口的策略对海洋软体生物样本实施捕

获，整个实施过程迅速，捕获成功率高，且不会对

软体生物样本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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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总成、驱动总成、执

行总成、软体捕获囊；

所述驱动总成包括单作用式液压缸、滑轨、滑块以及压缩弹簧，滑轨固定在机架总成

内，滑块滑动连接在滑轨上，压缩弹簧抵接在滑块与机架总成之间，单作用式液压缸固定在

机架总成顶部且其液压杆与滑块铰接；

所述执行总成包含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第四连杆、第五连杆、第六连杆、第

七连杆，其整体为对称式结构；两个第一连杆与驱动总成的滑块铰接；两个第二连杆一端与

第一连杆铰接，另一端与机架总成构成转动副；两对第三连杆一端与两个第二连杆通过第

一连杆连接件构成转动副，两对第三连杆另一端与两对布置在左右两侧的第四连杆铰接，

且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四连杆铰连接；第五连杆与机架总成构成转动副，并与第一连杆连

接件构成移动副；两对布置在左右两侧的第六连杆分别与两个第五连杆通过第二连杆连接

件构成转动副；两对对称分布的第七连杆与两对第六连杆铰接，且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七

连杆铰连接；

所述软体捕获囊挂接在执行总成内且底端形成开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

总成包括叉式机架、第一机架连接杆、第二机架连接杆、第三机架连接杆，第一机架连接杆

固连在叉式机架中部，第二机架连接杆固连在叉式机架中部且位于第一机架连接杆下方，

两个第二机架连接杆分别通过螺母固定在叉式机架端部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

总成的滑轨包括第一滑轨、第二滑轨、支座，第一滑轨固定在叉式机架的中部，两个第二滑

轨对称布置在第一滑轨的两侧，第一滑轨、第二滑轨分别由第二滑轨支座、第一滑轨支座固

定在第一机架连接杆上；滑块同时与第一滑轨、第二滑轨滑动连接，两个压缩弹簧布置在滑

块和第一滑轨支座之间，两个支座对称固定在滑块的上下两侧，两个单作用式液压缸定在

叉式机架顶部且其液压杆与支座铰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执行

总成的两个第二连杆与第三机架连接杆构成转动副；第五连杆与第二机架连接杆构成转动

副。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软体

捕获囊包含第一软体弹性接头、第二软体弹性接头、第三软体弹性接头、软体捕获囊本体、

第四软体弹性接头、第五软体弹性接头，软体捕获囊本体与各软体弹性接头为一体制作而

成；第一软体弹性接头与第三机架连接杆连接；第二软体弹性接头连接第三连杆与第四连

杆的铰接处；第三软体弹性接头连接在同侧的两个第四连杆的铰接处；第四软体弹性接头

连接在同侧的两个第七连杆的铰接处；第五软体弹性接头连接在第六连杆与第七连杆的铰

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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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洋生物探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海洋生物探测作为海洋探测的一部分，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探测设备的不断完善，人们对海洋生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一些海洋中特有的

软体动物，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

[0003] 但是，海洋软体生物由于其自身特殊的结构特性，人们很难用传统的捕获工具对

其进行抓取。实验表明，即便是采用软体夹取式的捕捉工具，也很容易破坏海洋软体生物样

本的完整性。同时，由于软体夹取式捕捉工具的夹取速度一般较慢，使得捕获样本的成功率

很低。软体夹取式捕捉工具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对海洋软体动物进一步的研究。

[0004] 而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可以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快速捕获猎物，如一种水生植物狸

藻。狸藻拥有多个捕获囊，当其准备捕猎时，捕获囊处于收缩状态，如果有如水生的昆虫等

猎物靠近时，捕获囊就会迅速膨胀，产生负压，从而将猎物吸入捕获囊中。狸藻整个捕获猎

物的过程非常迅速，捕获成功率极高，且不会对猎物造成破坏。

[0005] 本发明受狸藻捕获方式启发，采用对软体生物样本没有任何破坏的捕获方式，设

计制造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这种装置具备快速的驱动能力，可以提高

海洋软体生物捕获的成功率且不会对目标生物样本造成破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夹取式的海洋软体生物捕捉装置普遍存在的易对

生物样本产生破坏、夹取速度慢、抓取成功率低的问题，而提出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

生捕获装置，该仿生捕获装置以狸藻作为仿生模型，利用负压吸附原理结合对捕获囊关闭

入口的策略对海洋软体生物样本实施捕获，整个实施过程迅速，捕获成功率高，且不会对软

体生物样本造成破坏。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包括机架总成、驱动总成、执行总成、软

体捕获囊；所述驱动总成包括单作用式液压缸、滑轨、滑块以及压缩弹簧，滑轨固定在机架

总成内，滑块滑动连接在滑轨上，压缩弹簧抵接在滑块与机架总成之间，单作用式液压缸固

定在机架总成顶部且其液压杆与滑块铰接；所述执行总成包含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

杆、第四连杆、第五连杆、第六连杆、第七连杆，其整体为对称式结构；两个第一连杆与驱动

总成的滑块铰接；两个第二连杆一端与第一连杆铰接，另一端与机架总成构成转动副；两对

第三连杆一端与两个第二连杆通过第一连杆连接件构成转动副，两对第三连杆另一端与两

对布置在左右两侧的第四连杆铰接，且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四连杆铰连接；第五连杆与机

架总成构成转动副，并与第一连杆连接件构成移动副；两对布置在左右两侧的第六连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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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两个第五连杆通过第二连杆连接件构成转动副；两对对称分布的第七连杆与两对第六

连杆铰接，且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七连杆铰连接；所述软体捕获囊挂接在执行总成内且底

端形成开口。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机架总成包括叉式机架、第一机架连接杆、第二机架连接杆、第三

机架连接杆，第一机架连接杆固连在叉式机架中部，第二机架连接杆固连在叉式机架中部

且位于第一机架连接杆下方，两个第二机架连接杆分别通过螺母固定在叉式机架端部之

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总成的滑轨包括第一滑轨、第二滑轨、支座，第一滑轨固定在

叉式机架的中部，两个第二滑轨对称布置在第一滑轨的两侧，第一滑轨、第二滑轨分别由第

二滑轨支座、第一滑轨支座固定在第一机架连接杆上；滑块同时与第一滑轨、第二滑轨滑动

连接，两个压缩弹簧布置在滑块和第一滑轨支座之间，两个支座对称固定在滑块的上下两

侧，两个单作用式液压缸定在叉式机架顶部且其液压杆与支座铰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执行总成的两个第二连杆与第三机架连接杆构成转动副；第五连

杆与第二机架连接杆构成转动副。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软体捕获囊包含第一软体弹性接头、第二软体弹性接头、第三软体

弹性接头、软体捕获囊本体、第四软体弹性接头、第五软体弹性接头，软体捕获囊本体与各

软体弹性接头为一体制作而成；第一软体弹性接头与第三机架连接杆连接；第二软体弹性

接头连接第三连杆与第四连杆的铰接处；第三软体弹性接头连接在同侧的两个第四连杆的

铰接处；第四软体弹性接头连接在同侧的两个第七连杆的铰接处；第五软体弹性接头连接

在第六连杆与第七连杆的铰接处。

[001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和原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假设捕获装置从准备捕获状态

下开始工作。此时，软体捕获囊在第四连杆的作用下，后半部分处于压缩状态，内部体积很

小，而在第七连杆的作用下软体捕获囊的入口处于开放状态，有利于海洋软体生物的进入。

当海洋软体生物接近软体捕获囊的入口时，单作用式液压缸结束保压状态，压缩弹簧推动

滑块向右运动，使单作用式液压缸复位的同时，通过第一连杆将驱动力传入执行总成中。两

个第二连杆在第一连杆的带动下，使两个第一连杆连接件相背运动，成对使用的第四连杆

之间的夹角因而加大。与此同时，第一连杆连接件还带动第五连杆，使两个第二连杆连接件

相向运动，进而使成对使用的第七连杆之间的夹角变小。第二连杆、第四连杆、第五连杆和

第七连杆的快速运动，使软体捕获囊内部的体积急剧变化，进而产生负压，同时配合第七连

杆的关闭软体捕获囊入口的动作，将海洋中的软体生物吸入并关闭在软体捕获囊中。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利用连杆机构改变软体捕获囊的体积，模拟狸藻的负压吸入捕获方式，

捕获机构由弹簧驱动，速度快，捕获效率高。

[0016] 2、与传统的夹取机械手捕获方式不同，本发明结合负压吸入和关闭软体捕获囊入

口的策略对海洋中的软体生物样本进行捕获，不会对软体生物样本产生挤压，可以最大限

度地保证海洋软体生物样本的完整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在准备捕获状态下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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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为本发明在完成捕获状态下的三维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在完成捕获状态下的俯视图。

[0020] 图4为软体捕获囊在准备捕获状态下的三维视图。

[0021] 图5为软体捕获囊在完成捕获状态下的三维示意图。

[0022] 图6为去除软体捕获囊后的捕获装置在准备捕获状态下三维示意图。

[0023] 图7为去除软体捕获囊后的捕获装置在完成捕获状态下三维示意图。

[0024] 图8为捕获装置的驱动总成在准备捕获状态下三维示意图。

[0025] 图9为捕获装置的驱动总成在完成捕获状态下三维示意图。

[0026] 图10为图2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其中：1-驱动总成；11-单作用式液压缸；12-第一螺钉；13-第一滑轨；14-第二滑

轨；15-第一销轴；16-支座；17-滑块；18-第二螺钉；19-压缩弹簧；110-第一滑轨支座；111-

第一机架连接杆；112-第二滑轨支座；113-叉式机架；2-执行总成；21-第一连杆；22-第二销

轴；23-第二连杆；24-第一连杆连接件；25-第三连杆；26-第三销轴；27-第四连杆；28-第五

连杆；29-第二机架连接杆；210-螺母；211-第二连杆连接件；212-第六连杆；213-第四销轴；

214-第七连杆；215-第五销轴；216-第六销轴；217-第三机架连接杆；3-软体捕获囊；3A-第

一软体弹性接头；3B-第二软体弹性接头；3C-第三软体弹性接头；3D-软体捕获囊本体；3E-

第四软体弹性接头；3F-第五软体弹性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详细介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10所示，一种用于海洋软体生物的仿生捕获装置，包括机架总成

(这里的机架总成没有标号可以么？)、驱动总成1、执行总成2、软体捕获囊3，共四个部分。

[0030] 机架总成包括叉式机架113、第一机架连接杆111、第二机架连接杆29、第三机架连

接杆217，第一机架连接杆111固连在叉式机架113中部，第二机架连接杆29固连在叉式机架

113中部且位于第一机架连接杆111下方，两个第二机架连接杆29分别通过螺母210固定在

叉式机架113端部之间。

[0031] 驱动总成1包含单作用式液压缸11、第一螺钉12、第一滑轨13、第二滑轨14、第一销

轴15、支座16、滑块17、第二螺钉18、压缩弹簧19、第一滑轨支座110、第二滑轨支座112。如图

8所示，第一滑轨13固定在叉式机架113的中部，两个第二滑轨14对称布置在第一滑轨13的

两侧，第一滑轨13、第二滑轨14分别由第二滑轨支座112、第一滑轨支座110固定在第一机架

连接杆111上。其中，第一机架连接杆111固连在叉式机架113上。滑块17同时与第一滑轨13、

第二滑轨14滑动连接，两个压缩弹簧19布置在滑块17和第一滑轨支座110之间，对执行总成

2起驱动作用。两个支座16通过第二螺钉18对称固定在滑块17的上下两侧，两个单作用式液

压缸11通过第一螺钉12固定在叉式机架113顶部，同时单作用式液压缸11的液压杆通过第

一销轴15与支座16铰接。单作用式液压缸11主要负责压缩弹簧19的复位工作，使捕获装置

恢复到准备捕获状态下，也就是压缩弹簧19处于最大压缩状态下。当捕获装置在完成捕获

状态时，压缩弹簧19处于最大伸长状态，此时的弹性势能最小，单作用式液压缸11在此状态

时完成复位，如图9所示。

[0032] 执行总成2包含第一连杆21、第二销轴22、第二连杆23、第一连杆连接件24、第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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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25、第三销轴26、第四连杆27、第五连杆28、第二连杆连接件211、第六连杆212、第四销轴

213、第七连杆214、第五销轴215、第六销轴216。如图7所示，其中，两个第一连杆21与滑块17

铰接，将驱动总成1提供的驱动力传输到执行总成2上。两个第二连杆23通过第二销轴22与

第一连杆21铰接，同时，两个第二连杆23与第三机架连接杆217构成转动副。两个第一连杆

连接件24分别固定在第二连杆23的一端，两对第三连杆25分别与两个第一连杆连接件24构

成转动副。两对第三连杆25同时通过四个第三销轴26与两对布置在左右两侧的第四连杆27

铰接，这里，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四连杆27通过第六销轴216铰接。两个第五连杆28与对应

的第二机架连接杆29构成转动副的同时，与第一连杆连接件24构成移动副。两对第六连杆

212分别对称固定在两个第二连杆连接件211的两侧，第二连杆连接件211与第五连杆28形

成转动副。两对对称分布的第七连杆214通过第四销轴213与两对第六连杆212铰接，这里，

布置在同侧的两个第七连杆214通过第五销轴215铰接。

[0033] 软体捕获囊3挂接在执行总成2内且底端形成开口。软体捕获囊3包含第一软体弹

性接头3A、第二软体弹性接头3B、第三软体弹性接头3C、软体捕获囊本体3D、第四软体弹性

接头3E、第五软体弹性接头3F。其中，第一软体弹性接头3A、第二软体弹性接头3B、第三软体

弹性接头3C、第四软体弹性接头3E、第五软体弹性接头3F与软体捕获囊本体3D为一体制作

而成，用于执行总成2与软体捕获囊3的连接。如图1、图2、图3及图10所示，这里，一对第一软

体弹性接头3A与第三机架连接杆217连接。两对第二软体弹性接头3B与上下对称的两对第

三销轴26连接。两个第三软体弹性接头3C与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第六销轴216连接。两个第

四软体弹性接头3E与两个第五销轴215连接。四个第五软体弹性接头3F与四个第四销轴213

连接。

[0034]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和原理：

[0035]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假设捕获装置从准备捕获状态下开始工作。此时，软体捕获

囊3在第四连杆27的作用下，后半部分处于压缩状态，内部体积很小，而在第七连杆214的作

用下软体捕获囊3的入口处于开放状态，有利于海洋软体生物的进入。当海洋软体生物接近

软体捕获囊3的入口时，单作用式液压缸11结束保压状态，压缩弹簧19推动滑块17向机架顶

部滑动，使单作用式液压缸11复位的同时，通过第一连杆21将驱动力传入执行总成2中。两

个第二连杆23在第一连杆21的带动下，使两个第一连杆连接件24相背运动，成对使用的第

四连杆27之间的夹角因而加大。与此同时，第一连杆连接件24还带动第五连杆28，使两个第

二连杆连接件211相向运动，进而使成对使用的第七连杆214之间的夹角变小。第二连杆23、

第四连杆27、第五连杆28和第七连杆214的快速运动，使软体捕获囊3内部的体积急剧变化，

进而产生负压，同时配合第七连杆214的关闭软体捕获囊3入口的动作，将海洋中的软体生

物吸入并关闭在软体捕获囊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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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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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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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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