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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及利用拖点

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分为水下试验阶段和

水下试验完成阶段，初始状态时，水下拖带缆、水

面拖曳绳处于初始状态，水下拖带缆处于紧绷受

力状态，水面拖曳绳处于松弛状态；更换为水面

拖曳状态时，打捞起拖曳组合缆，拉紧水面拖曳

绳，使水面拖曳绳在收纳管中的折叠部分展开，

并从限位条中脱离，直至水面拖曳绳位于扎带、

浮筏之间的长度小于水下拖带缆在扎带、浮筏之

间的长度，此时水面拖曳绳处于张紧受力状态，

水下拖带缆处于松弛状态，由水面拖曳绳拉动浮

筏。本发明在试验结束后、水面工作船拖带浮筏

回港时，由水下拖曳点切换至浮筏甲板上拖曳

点，能够保证水面拖带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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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浮筏(1)、从浮筏(1)上引出的拖曳组合缆(2)，

所述拖曳组合缆(2)包括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202)，所述水面拖曳绳(201)、

水下拖带缆(202)捆扎成一股，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202)之间能够作相对位移，

所述浮筏(1)的甲板处设有挂钩(3)，浮筏(1)的底部设有拖曳承力块(4)；水面拖曳绳

(201)一端挂设在挂钩(3)上；水下拖带缆(202)一端与拖曳承力块(4)相连；

所述水面拖曳绳(201)靠近挂钩(3)的一段折叠贴附在浮筏(1)的侧壁上，

水下拖曳缆(202)的长度大于水面拖曳绳(201)的长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

(202)上捆绑有扎带(203)，相邻扎带(203)之间设有浮子(204)；扎带(203)与水面拖曳缆、

水下拖带缆(202)之间预留有允许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202)相对位移的间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面拖曳缆背离挂钩(3)

的一端设为水面绳套(20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浮筏(1)侧壁上贴设有收

纳管(206)，收纳管(206)通过限位条固定在浮筏(1)侧壁上，水面拖曳绳(201)折叠在收纳

管(206)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拖曳承力块(4)上设有若

干用于连接水下拖带缆(202)的通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拖曳组合缆(2)还包括被扎带

(203)限位的光电缆(207)。

7.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点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一、水下试验阶段：水下拖带缆(202)、水面拖曳绳(201)处于初始状态，水下拖带缆

(202)处于紧绷受力状态，水面拖曳绳(201)处于松弛状态；水下拖带缆(202)的绳套与水下

潜艇相连，水下潜艇拖曳浮筏(1)；

二、水下试验完成阶段：在水面工作船上打捞起拖曳组合缆(2)，将其逐步收到船上，可

以够到水面绳套(205)时，从水面绳套(205)处抽拉水面拖曳绳(201)，使水面拖曳绳(201)

在收纳管(206)中的折叠部分展开，并从限位条中脱离；直至使水面拖曳绳(201)位于扎带

(203)、浮筏(1)之间的长度小于水下拖带缆(202)在扎带(203)、浮筏(1)之间的长度，此时

水面拖曳绳(201)处于张紧受力状态，水下拖带缆(202)处于松弛状态，由水面拖曳绳(201)

拉动浮筏(1)。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拖点转换方法，其特征在于：水面拖曳绳(201)呈“N”形弯折后套

进收纳管(206)中。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拖点转换方法，其特征在于：限位条在收纳管(206)两侧对称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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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及利用拖点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潜水器拖曳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及利用拖点转换结构

的拖点转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在进行发射潜射导弹试验时，当潜艇下潜以后，潜艇与地面的指挥通信、时统

与试验数据的传输以及为地面光测设备提供视觉通信的问题通过以拖曳浮筏为主体的“潜

地通信系统”来解决。该系统的原理是将一个具有一定浮力的通信浮筏，通过拖曳电缆与安

装在艇体内的通信仪器相连，潜航试验时，潜艇通过拖曳电缆拖带浮筏同步前进。试验结束

后，潜艇解脱拖曳缆。潜艇离开后，水面工作船打捞拖曳电缆，拖带浮筏回港。

[0003]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存在两种拖带工况，一种为水下潜艇拖带水面浮筏的试验工

况，另一种为水面工作船拖带浮筏的返航工况。设计时优先保证试验工况，在浮筏底部设置

有拖曳承力块，上面设置有拖曳孔，以保证水下试验工况时浮筏良好的姿态。

[0004] 在以往的设计中，返航工况时水面工作船打捞拖曳缆，直接利用水下拖带缆工况

时的拖点和拖曳缆进行拖带浮筏回港，但水下拖带缆工况的底部拖曳点和拖曳孔位置对水

上拖带工况是极其不利的，水面高速拖带时浮筏的姿态难以保证。

[0005] 通常的水面拖带中常采用上甲板拖曳方式，但采用此方式需要人员在水面工作船

上持杆将套索送到浮筏甲板挂钩处。在水面工作船距离浮筏较远时此操作难以实现，在两

者距离较近时该操作容易实现，但是危险性增加，尤其当海况比较差时，浮筏和水面工作船

易发生碰撞。

发明内容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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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点转换结构及

利用拖点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能够根据水面、水下拖曳的实际情况，更换受力的缆

绳，从而提高水面拖曳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拖点转换结构，包括浮筏、从浮筏上引出的拖曳组合缆，

[0009] 所述拖曳组合缆包括水面拖曳绳、水下拖带缆，所述水面拖曳绳、水下拖带缆捆扎

成一股，水面拖曳绳、水下拖带缆之间能够作相对位移，

[0010] 所述浮筏的甲板处设有挂钩，浮筏的底部设有拖曳承力块；水面拖曳绳一端挂设

在挂钩上；水下拖带缆一端与拖曳承力块相连；

[0011] 所述水面拖曳绳靠近挂钩的一段折叠贴附在浮筏的侧壁上，

[0012] 水下拖曳缆的长度大于水面拖曳绳的长度。

[0013] 所述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上捆绑有扎带，相邻扎带之间设有浮子；扎带与水面

拖曳缆、水下拖带缆之间预留有允许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相对位移的间隙。

[0014] 所述水面拖曳缆背离挂钩的一端设为水面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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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浮筏侧壁上贴设有收纳管，收纳管通过限位条固定在浮筏侧壁上，水面拖曳

绳折叠在收纳管中。

[0016] 所述拖曳承力块上设有若干用于连接水下拖带缆的通孔。

[0017] 拖曳组合缆还包括被扎带限位的光电缆。

[0018] 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点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一、水下试验阶段：水下拖带缆、水面拖曳绳处于初始状态，水下拖带缆处于紧绷

受力状态，水面拖曳绳处于松弛状态；水下拖带缆的绳套与水下潜艇相连，水下潜艇拖曳浮

筏；

[0020] 二、水下试验完成阶段：在水面工作船上打捞起拖曳组合缆，将其逐步收到船上，

可以够到水面绳套时，从水面绳套处抽拉水面拖曳绳，使水面拖曳绳在收纳管中的折叠部

分展开，并从限位条中脱离；直至使水面拖曳绳位于扎带、浮筏之间的长度小于水下拖带缆

在扎带、浮筏之间的长度，此时水面拖曳绳处于张紧受力状态，水下拖带缆处于松弛状态，

由水面拖曳绳拉动浮筏。

[002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22] 水面拖曳绳呈“N”形弯折后套进收纳管中。

[0023] 限位条在收纳管两侧对称设置。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5] 本发明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在进行潜射试验时，采用浮筏底部拖曳点，保证

了水下试验工况时浮筏良好的姿态。

[0026] 在试验结束后、水面工作船拖带浮筏回港时，切换至浮筏甲板上拖曳点，能够保证

水面拖带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也为水面高速拖曳回港提供了条件。

[0027] 本发明只需在现有的拖曳系统基础上增加一套凯夫拉绳作为水面拖曳绳，并进行

适当的改装即可完成拖点转换，可实现性高。

[0028] 本发明相较于人员在水面工作船上持杆将套索送到浮筏甲板挂钩处的拖点转换

方式，安全性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初始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图1的A部放大图用于体现拖曳组合缆的结构。

[0031] 图3为本发明在水面拖曳绳受力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其中：1、浮筏；2、拖曳组合缆；3、挂钩；4、拖曳承力块；

[0033] 201、水面拖曳绳；202、水下拖带缆；203、扎带；204、浮子；205、水面绳套；206、收纳

管；207、光电缆。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拖点转换结构，包括浮筏1、从浮筏1上引出的拖曳组

合缆2，

[0036] 拖曳组合缆2包括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202，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4084283 A

4



202捆扎成一股，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202之间能够作相对位移，

[0037] 浮筏1的甲板处设有挂钩3，浮筏1的底部设有拖曳承力块4；水面拖曳绳201一端挂

设在挂钩3上；水下拖带缆202一端与拖曳承力块4相连；

[0038] 水面拖曳绳201靠近挂钩3的一段折叠贴附在浮筏1的侧壁上，

[0039] 水下拖曳缆202的长度大于水面拖曳绳201的长度。

[0040] 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202上捆绑有扎带203，相邻扎带203之间设有浮子204；扎

带203与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202之间预留有允许水面拖曳缆、水下拖带缆202相对位移

的间隙。

[0041] 水面拖曳缆背离挂钩3的一端设为水面绳套205。

[0042] 浮筏1侧壁上贴设有收纳管206，收纳管206通过限位条固定在浮筏1侧壁上，水面

拖曳绳201折叠在收纳管206中。

[0043] 拖曳承力块4上设有若干用于连接水下拖带缆202的通孔。

[0044] 拖曳组合缆2还包括被扎带203限位的光电缆207。

[0045] 本实施例的利用拖点转换结构的拖点转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一、水下试验阶段：水下拖带缆202、水面拖曳绳201处于初始状态，水下拖带缆202

处于紧绷受力状态，水面拖曳绳201处于松弛状态；水下拖带缆202的绳套与水下潜艇相连，

水下潜艇拖曳浮筏1；

[0047] 二、水下试验完成阶段：在水面工作船上打捞起拖曳组合缆2，将其逐步收到船上，

可以够到水面绳套205时，从水面绳套205处抽拉水面拖曳绳201，使水面拖曳绳201在收纳

管206中的折叠部分展开，并从限位条中脱离；直至使水面拖曳绳201位于扎带203、浮筏1之

间的长度小于水下拖带缆202在扎带203、浮筏1之间的长度，此时水面拖曳绳201处于张紧

受力状态，水下拖带缆202处于松弛状态，由水面拖曳绳201拉动浮筏1。

[0048] 水面拖曳绳201呈“N”形弯折后套进收纳管206中。

[0049] 限位条在收纳管206两侧对称设置。

[0050] 本实施例的具体结构及工作过程如下：

[0051] 本发明的拖曳组合缆2由水面拖曳绳201、水下拖带缆202通过扎带203捆扎形成。

本实施例中的水下拖曳缆的长度在90米左右，水面拖曳绳201总长是20米左右；在距离牵引

点至少3米处，开始用尼龙扎带203将水面拖曳绳201捆扎在水下拖曳缆上并行，将水面拖曳

绳201的水面绳套205部位的端部用绳子绑紧在拖曳组合缆2上，本实施例中的扎带203不彻

底收紧，保证水面拖曳绳201能够自由抽动。水下拖带缆202在相邻的扎带203之间设置有浮

子204。

[0052] 其中，水下拖带缆202为承力构件，浮子204在拖曳组合缆2上间隔设置以保证拖曳

组合缆2的中性浮力状态。

[0053] 本实施例中的水下拖带缆202的两端均设为绳套，此绳套结构与水面拖曳绳201上

的水面绳套205结构相同；水下拖带缆202的一端绳套通过卸扣挂在浮筏1底部的拖曳承力

块4上，另一端连接水下潜艇，在试验时，进行水下拖带。

[0054] 水面拖曳绳201的两端，一端连接在挂钩3上，然后折叠呈“N”状塞进收纳管206中，

收纳管206被固定在浮筏1侧壁，沿着浮筏1侧壁向下延伸，延伸到浮筏1底部后，与水下拖带

缆202、光电缆207一起捆扎形成拖曳组合缆2。光电缆207为信号传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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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采用N字形收纳水面拖曳缆的目的是增加长度，并套进聚乙烯材质的收纳管206

中，以保证水面拖曳缆不会轻易地松散，在水下工况时，水面拖曳缆不会被水流冲向两侧。

[0056] 本实施例中的水下拖带缆202采用钢缆，水面拖曳缆采用凯夫拉绳，凯夫拉绳在保

证强度的前提下，密度相对钢丝绳小，在一定程度减少转换装置的引起的重量增加。

[0057] 本发明的初始状态是：水下拖带缆202受力，水面拖曳绳201松弛；试验结束后更换

受力绳，也就是将受力绳从水下拖带缆202更换为水面拖曳绳201。本发明中将水面拖曳绳

201的初始状态设置为折叠状，能够增长整体的长度，使得与水下拖带缆202并行的长度缩

短，减小了对水下拖带工况阻力的影响，同时保证了水面工作船与浮筏1的安全拖带距离。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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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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