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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

及其方法，包括万向车轮、车体、升降杆摄像头、

机器手臂、搬运机构和主控制器。万向车轮、升降

杆摄像头、机器手臂、搬运机构、主控制器固定安

装在车体上，车体底盘可行走在平缓地面或混凝

土屋顶。万向车轮沿巡检线行走在驻留点停留；

升降杆摄像头在驻留点通过升或降及旋转以对

准观测目标，机器手臂操作弱电开关与现场装置

的按钮，搬运机构将光伏清扫机从一排光伏板搬

运到另一排光伏板；主控制器通过传感检测及通

信接口获得数据，通过应用流程进行控制；主控

制器通过无线通信接口与远程监控中心联系。本

发明突出了各电气设备本身，因此本发明在大型

光伏电站及屋顶光伏电站巡检运维应用中具有

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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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万向车轮、车体、升降杆摄像头、机器

手臂、搬运机构和主控制器；

所述万向车轮安装于所述车体的两侧且每侧两支或安装于所述车体的四边且每边一

支，经所述升降杆摄像头获得巡检线驻留点信息后由所述主控制器引导所述万向车轮在光

伏电站沿任意角度前进或后退；

所述车体承载了所述升降杆摄像头、所述机器手臂、所述搬运机构和所述主控制器的

固定安装，所述车体内还安装蓄电池与行走驱动器；

所述升降杆摄像头包括升降杆、升降杆控制器和摄像头，升降杆的底座固定在所述车

体上；

所述机器手臂为四个到六个自动的轻质手臂，包括各机器手臂关节、末端的夹持器及

运动控制器，所述机器手臂的第一关节固定安装在所述车体上；

所述搬运机构包括起吊机架、起吊电机、水平臂、水平臂磁铁件及起吊控制器，所述搬

运机构由起吊机架的底座与所述车体固定安装；

所述主控制器为工业控制计算机或嵌入式控制器，包括串行通信接口、USB通信接口、

RJ45通信接口、WiFi通信接口、Zigbee通信接口，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车体的行走驱动器连

接，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升降杆摄像头的升降杆控制器及摄像头数据接口连接，通过通信

接口与所述机器手臂的运动控制器连接，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搬运机构的起吊控制器连

接；

所述车体包括主梁和车厢，所述升降杆摄像头、所述机器手臂、所述搬运机构和所述主

控制器均固定安装在主梁上；蓄电池及行走驱动器在车厢内；蓄电池向各电气回路提供电

源；行走驱动器电源回路与所述万向车轮连接，行走驱动器通信接口与主控制器连接；由所

述升降杆摄像头拍摄图片传输给所述主控制器判断车体所处位置，或主控制器接收GPS北

斗数据、或主控制器接收RFID数据后判断车体所处位置；

所述主控制器接受摄像头视频信息，接受GPS或北斗位置数据，接受RFID数据；主控制

器在接受到数据后给出所述车体或行走命令或旋转命令或停止命令，主控制器通过图像分

析并识别目标对象，主控制器对识别目标引导所述机器手臂操作各类电气开关，主控制器

引导车体行走或旋转对准清扫机，主控制器引导搬运机构通过水平臂磁铁件吸住清扫机，

主控制器通过无线接口与远程监控中心交换数据；

在指定驻留点由升降杆摄像头查找对准自动清扫机，由搬运机构从一排光伏阵列搬运

到另一排光伏阵列内继续清扫；通过不停地行走，由机器手臂对机械部件及电气设备直接

操作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杆能使摄像头

降到1m之下以及升到2m之上，旋转角度小于5度；在驻留点或上升或下降或旋转，引导摄像

头拍摄到光伏板表面或拍摄电气设备或拍摄监控仪表或拍摄光伏板支撑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手臂的夹持器

为双手指，每个手指独立伸缩；双手指同时伸出形成合环以操作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型开

关，一个手指缩回另一个手指伸出以操作按钮型开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机构的水平臂

磁铁件为四个磁铁件布设为口字形状或六个磁铁件布设为田字形状，由起吊控制器给予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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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熄灭磁性；所述搬运机构起吊电机安装在搬运机构起吊机架顶部，所述搬运机构的水

平臂或上或下在起吊机架移动由所述摄像头与所述主控制器引导调节。

5.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基于权利要求1～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

运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包括沿巡检线行走工作流程；在驻留点

摸索目标对象工作流程；搬运清扫机工作流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沿巡检线行走工作

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1）当选择GPS或北斗导航行走时，由手持定位设备采集行走路径与驻留点位置数据，

下载到主控制器路径数据库；主控制器引导车体沿路径行走，并在驻留点停留；

（2）当选择视觉与RFID标签导航时，视觉聚焦一排排光伏板边缘或地面上涂写的白颜

色黄颜色路径，驻留点或以脚丫标识或RFID标签提示；

（3）当选择磁条导航时，巡检线路铺设磁条，驻留点铺设RFID标签，主控制器检测磁条

与RFID标签行走并停留。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驻留点摸索目标

对象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1）事前配置驻留点的巡检维护项，指示本驻留点特征；

（2）主控制器控制车体旋转和/或控制升降杆，以确保摄像头对准对象目标；

（3）当对象目标是监控仪表时，或直接拍摄图像或先触动按钮激活装置运行然后再拍

摄；

（4）当判断对象目标是光伏板有灰尘时，转入搬运自动清扫机流程。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清扫机工作流

程包括如下步骤：

（1）确认本驻留点目标对象是搬运自动清扫机；

（2）主控制器旋转车体或控制升降杆以确保摄像头对准自动清扫机；

（3）移动车体确保搬运机构的水平臂与自动清扫机对齐；

（4）给予水平臂磁铁件通电，以吸合自动清扫机；

（5）起吊电机向上卷扬机拉起同时平衡铁移动到水平臂另一侧；

（6）主控制器让车体旋转以离开一排光伏阵列；

（7）主控制器引导车体行走到另一排光伏阵列的驻留点；

（8）主控制器让车体旋转使水平臂处于另一排光伏阵列；

（9）起吊电机向下卷扬降至另一排光伏阵列表面；

（10）让水平臂磁铁件断电，以释放自动清扫机在另一排光伏阵列自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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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及其方法，属于机电一体化智能装备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发电是清洁能源（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最主要的形式。光伏

电站必须在空旷的地域直接面向太阳。目前光伏电站主要安装于煤矿塌陷区、西部沙漠区、

房屋屋顶及墙面、湖堰水面、山坡山丘。

[0003] 如图1所示，平地及屋顶安装的光伏电站，光伏板运行时要保持一定的斜角并保证

一排光伏阵列与相邻排光伏阵列之间不遮挡，为此，一排光伏阵列与相邻排光伏阵列之间

阵列间距大约在910mm-1000mm之间。将此定义为光伏阵列一排排间距布局。一排光伏阵列

约30Kw，大型光伏电站在100排光伏阵列、500排光伏阵列，1000排光伏阵列之间不等，一座

建筑物屋顶光伏电站在10排光伏阵列、50排光伏阵列、100排光伏阵列之间不等。

[0004] 如图2所示，光伏电站由光伏阵列、钢结构支撑架、电缆、汇流排、逆变器、并网配电

开关等机械机电电气设备组成。

[0005] 随时间推移，光伏电站各个环节都会出现损坏、异常、故障。如电池板组件表面是

否有破损现象，电池板组件之间的接线是否牢固，电池板正负接线是否有老化磨破接地现

象，固定部件松动异常，光伏板表面灰尘情况，又如逆变器散热排风系统是否正常、显示界

面是否完好等。

[0006] 如图3所示，光伏电站及其它机电设备（如变电站、水电站），为了巡视稽查设备运

行状态和异常，设置了巡视稽查线路与驻留点。

[0007] 传统机电设备巡视稽查制度是由相关人员在指定时间，沿所述的巡视稽查线路行

走，在所述驻留点停留，相关人员用看、听、闻、摸等途径判断机电设备的运行状态，并记录

在巡检日志薄上。

[0008] 逆变器是光伏电站最重要的设备，并且逆变器自身配置智能设备具有数据接口，

已经存在以逆变器为基础基于数据通信的光伏电站监控运维系统。

[0009] 现在城市与乡村风沙雾天气频频，尤其是在西部沙尘天气较多的地区，光伏板容

易积灰，鸟雀排便也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积灰之后光伏板难以自洁，降低了光伏发电的效

率，在组织人工定期清洗的同时，国内外机构已研制光伏板自动清扫机（用水式、无水式），

因为光伏阵列一排排间距布局特点导致这些自动清扫机都仅仅只在一排光伏阵列之内运

行。如大型光伏电站有333排光伏阵列、则要配套330个自动清扫机，如建筑物屋顶光伏电站

有26排光伏阵列则要配套26个自动清扫机。自动清扫机绑定并限制在一排光伏阵列的模式

有待改进。

[0010] 在国家电网公司220KV以上（包括500KV、1000KV）变电站，因为其自身的技术参数

指标和需要背景，装备了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尤其是对主变压器设备进行自动温度红外成像

稽查。这类变电站巡检机器人主要突出了行走与非接触观测，没有配备维护用机器手臂及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7065852 B

4



搬运移动的机构。

[0011] 如上基于逆变器的集中监控运维、自动清扫机、变电站巡检机器人等都从一个侧

面给予的技术解决方案，但面向包括机械支撑、光伏板、一次设备、二次仪表等机电设备整

体的光伏电站，如何在机器人平台上集约相关技术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全面掌握把控的光

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是目前迫切需要就解决的问题。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光伏电站

巡检技术，如公开日为2016年01月20日，公开号为CN105263000A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

基于无人机载双相机的大型光伏电站巡检装置，又如公开日为2016年08月10日，公开号为

CN105844732A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光伏电站多功能红外巡检仪，但是这些技术也难

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

维系统及其方法，旨在站在“反对信息孤岛、反对功能孤岛”的设计角度，在对光伏电站各组

成部件环节自动巡检的同时，对电气设备直接接触，对光伏板灰尘自动清扫模式给予优化，

并与远程中心数据交互，为光伏电站的全面自动化、无人化及自动巡检自动运维提供技术

支持。

[0013]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的结构特点

在于：包括万向车轮、车体、升降杆摄像头、机器手臂、搬运机构和主控制器；

[0014] 所述万向车轮安装于所述车体的两侧且每侧两支或安装于所述车体的四边且每

边一支，经所述升降杆摄像头获得巡检线驻留点信息后由所述主控制器引导所述万向车轮

在光伏电站沿任意角度前进或后退；

[0015] 所述车体承载了所述升降杆摄像头、所述机器手臂、所述搬运机构和所述主控制

器的固定安装，所述车体内还安装蓄电池与行走驱动器；

[0016] 所述升降杆摄像头包括升降杆、升降杆控制器和摄像头，升降杆的底座固定在所

述车体上；

[0017] 所述机器手臂为四个到六个自动的轻质手臂，包括各机器手臂关节、末端的夹持

器及运动控制器，所述机器手臂的第一关节固定安装在所述车体上；

[0018] 所述搬运机构包括起吊机架、起吊电机、水平臂、水平臂磁铁件及起吊控制器，所

述搬运机构由起吊机架的底座与所述车体固定安装；

[0019] 所述主控制器为工业控制计算机或嵌入式控制器，包括串行通信接口、USB通信接

口、RJ45通信接口、WiFi通信接口、Zigbee通信接口，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车体的行走驱动

器连接，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升降杆摄像头的升降杆控制器及摄像头数据接口连接，通过

通信接口与所述机器手臂的运动控制器连接，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搬运机构的起吊控制器

连接。

[0020]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万向车轮为麦克纳姆轮，万向车轮半径大于100mm，万向车

轮可在平地及小于30度斜坡行走。

[0021]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车体包括主梁和车厢，所述升降杆摄像头、所述机器手臂、

所述搬运机构和所述主控制器均固定安装在主梁上；蓄电池及行走驱动器在车厢内；蓄电

池向各电气回路提供电源；行走驱动器电源回路与所述万向车轮连接，行走驱动器通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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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主控制器连接；由所述升降杆摄像头拍摄图片传输给所述主控制器判断车体所处位

置，或主控制器接收GPS北斗数据、或主控制器接收RFID数据后判断车体所处位置。

[0022]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升降杆能使摄像头降到1m之下以及升到2m之上，旋转角度

小于5度；在驻留点或上升或下降或旋转，引导摄像头拍摄到光伏板表面或拍摄电气设备或

拍摄监控仪表或拍摄光伏板支撑架。

[0023]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机器手臂的夹持器为双手指，每个手指独立伸缩；双手指同

时伸出形成合环以操作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型开关，一个手指缩回另一个手指伸出以操作

按钮型开关。

[0024]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搬运机构的水平臂磁铁件为四个磁铁件布设为口字形状或

六个磁铁件布设为田字形状，由起吊控制器给予磁性或熄灭磁性；所述搬运机构起吊电机

安装在搬运机构起吊机架顶部，所述搬运机构的水平臂或上或下在起吊机架移动由所述摄

像头与所述主控制器引导调节。

[0025]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主控制器接受摄像头视频信息，接受GPS或北斗位置数据，

接受RFID数据；主控制器在接受到数据后给出所述车体或行走命令或旋转命令或停止命

令，主控制器通过图像分析并识别目标对象，主控制器对识别目标引导所述机器手臂操作

各类电气开关，主控制器引导车体行走或旋转对准清扫机，主控制器引导搬运机构通过水

平臂磁铁件吸住清扫机，主控制器通过无线接口与远程监控中心交换数据。

[0026] 一种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基于所述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其特点在于：所

述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包括沿巡检线行走工作流程；在驻留点摸索目标对象工作流程；

搬运清扫机工作流程。

[0027]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沿巡检线行走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当选择GPS或北斗导航行走时，由手持定位设备采集行走路径与驻留点位置数

据，下载到主控制器路径数据库；主控制器引导车体沿路径行走，并在驻留点停留；

[0029] （2）当选择视觉与RFID标签导航时，视觉聚焦一排排光伏板边缘或地面上涂写的

白颜色黄颜色路径，驻留点或以脚丫标识或RFID标签提示；

[0030] （3）当选择磁条导航时，巡检线路铺设磁条，驻留点铺设RFID标签，主控制器检测

磁条与RFID标签行走并停留。

[0031]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在驻留点摸索目标对象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32] （1）事前配置驻留点的巡检维护项，指示本驻留点特征如RFID标签号码；

[0033] （2）主控制器控制车体旋转和/或控制升降杆，以确保摄像头对准对象目标；

[0034] （3）当对象目标是监控仪表时，或直接拍摄图像或先触动按钮激活装置运行然后

再拍摄；

[0035] （4）当判断对象目标是光伏板有灰尘时，转入搬运自动清扫机流程。

[0036] 作为优选，本发明所述搬运清扫机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37] （1）确认本驻留点目标对象是搬运自动清扫机；

[0038] （2）主控制器旋转车体或控制升降杆以确保摄像头对准自动清扫机；

[0039] （3）移动车体确保搬运机构的水平臂与自动清扫机对齐；

[0040] （4）给予水平臂磁铁件通电，以吸合自动清扫机；

[0041] （5）起吊电机向上卷扬机拉起同时平衡铁移动到水平臂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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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6）主控制器让车体旋转以离开一排光伏阵列；

[0043] （7）主控制器引导车体行走到另一排光伏阵列的驻留点；

[0044] （8）主控制器让车体旋转使水平臂处于另一排光伏阵列；

[0045] （9）起吊电机向下卷扬降至另一排光伏阵列表面；

[0046] （10）让水平臂磁铁件断电，以释放自动清扫机在另一排光伏阵列自行工作。

[004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在指定驻留点由升降杆摄像头查

找对准自动清扫机，由搬运机构从一排光伏阵列搬运到另一排光伏阵列内继续清扫，开创

一个全新光伏板灰尘清扫模式：60-80排光伏阵列共享一部高品质自动清扫机，彻底改变了

自动清扫机绑定在一排光伏阵列内的现状。通过不停地行走，由机器手臂对机械部件及电

气设备直接操作接触，使得传统人工巡检看一看、摸一摸、记一记的措施以一种新的途径保

留了下来，与传统基于逆变器的集中监控运维系统配合，本发明真正实现了机器人巡检运

维替代人工巡检运维乃至超过人工巡检运维的效果。本发明突出了各电气设备本身，因此

本发明在大型光伏电站及屋顶光伏电站巡检运维应用中更具有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48] 图1是现有技术中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局示意图。

[0049] 图2是现有技术中光伏电站部件组成示意图。

[0050] 图3是现有技术中巡检线路驻留点示意图。

[0051] 图4是本发明各部件总体组成示意图。

[0052] 图5是本发明升降杆摄像头去掉摄像头后的结构示意图。

[0053] 图6是本发明机器手臂部件夹持器结构示意图。

[0054] 图7是本发明搬运机构示意图。

[0055] 图中：1-万向车轮、2-车体、3-升降杆、4-摄像头、5-机器手臂关节、6-夹持器、7-起

吊机架、8-水平臂磁铁件、9-主控制器、10-升降杆控制器、11-上升回路、12-下降回路、13-

运动控制器、14-左夹、15-右夹、16-手臂底座、17-起吊电机、18-水平臂、19-平衡铁、20-起

吊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57] 实施例。

[0058] 人工巡检运维在如图2所述的现场各部件，布设如图3所示的巡检线路与驻留点，

由人工按时沿巡检线路行走在驻留点停留开展规程要求的巡检运维工作。

[0059] 本发明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在替代人工巡检运维的基础上，实现更多附加功

能。光伏电站巡检运维系统的各部件总体组成如图4所示，图4中包括万向车轮1、车体2、升

降杆3、摄像头4、机器手臂关节5、夹持器6、起吊机架7、水平臂磁铁件8、主控制器9。

[0060] 万向车轮1为麦克纳姆轮，万向车轮1半径大于100mm，万向车轮1可在平地及小于

30度斜坡行走。万向车轮1安装于所述车体2两侧且每侧两支或安装于所述车体2四边且每

边一支；行走驱动器安装在所述车体2内，但行走驱动器是接受来自于主控制器9命令后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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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万向车轮1以一个角度旋转并行走。更为完整表达是万向车轮1经所述摄像头4获得巡检

线驻留点信息后由所述主控制器9引导所述万向车轮1在光伏电站沿任意角度前进或后退。

[0061] 车体2是长方箱体结构，车体2包括了主梁和车厢，主梁是支撑受力件，车厢是防雨

隔离件，为本发明系统提供动力的蓄电池及驱动万向车轮1的行走驱动器安装在车厢内，而

升降杆3、所述机器手臂关节5、所述搬运机构和所述主控制器9均固定安装在车体2的主梁

上，蓄电池向本发明系统各电气回路提供电源；行走驱动器电源回路与万向车轮1连接，行

走驱动器通信接口与主控制器9连接；由摄像头4拍摄图片传输给主控制器9判断车体2所处

位置及下步行走路径，或主控制器9接收GPS北斗类型数据判断车体2所处位置及下步行走

路径，或主控制器9接收预埋在地面上RFID标签数据后判断车体2所处位置及下步行走路

径。

[0062] 如图5所示，升降杆摄像头包括升降杆3、摄像头4、升降杆控制器10、上升回路11及

下降回路12。升降杆3的底座固定在车体2主梁上，升降杆控制器电源来自于车体2蓄电池，

上升回路11及下降回路12与主控制器9连接，上升回路11上升到最高位置是有截止触点确

保不再继续上升，下降回路12下降到最低位置时有截止触点确保不再继续下降，摄像头4跟

随升降杆3或上或下，低到降到1m之下，高则可升到2m之上。

[0063] 升降杆3在车体2沿巡检线路行走时是处于在一个确定高度，升降杆3在驻留点处

则选择或上升或下降以便引导摄像头4拍摄到光伏板表面或拍摄电气设备或拍摄监控仪表

或拍摄光伏板支撑架等。

[0064] 如图6所示，机器手臂为四个到六个自由度轻质手臂，包括各机器手臂关节5、末端

的夹持器6、运动控制器13、左夹14、右夹15和手臂底座16。机器手臂的手臂底座16固定安装

在车体2主梁上，运动控制器13与主控制器9连接。机器手臂的左夹14与右夹15同时动作形

成双手指合环以操作顺时针旋转或逆指针旋转型开关。机器手臂的左夹14与右夹15的一个

单夹收缩而另一单夹伸出则形成单手指以操作按钮型开关。

[0065] 车体2首先靠近开关对象，然后主控制器9通过运动控制器13操作各机器手臂关节

5运动，使得末端夹持器6接近开关对象，最后主控制器9通过运动控制器13操作左夹14或右

夹15完成开关对象的一次操作。

[0066] 本发明系统经过如下步骤完成自动清扫机搬运过程：

[0067] 第一、  找到自动清扫机；

[0068] 第二、 搬运机构抱起自动清扫机；

[0069] 第三、 自动清扫机离开了一排光伏阵列处于搬运机构上；

[0070] 第四、 沿路径行走到另一排光伏阵列旁；

[0071] 第五、 搬运机构将自动清扫机放置在另一排光伏阵列上。

[0072] 如图7所示，搬运机构包括起吊机架7、起吊电机17、水平臂18、水平臂磁铁件9、平

衡铁19及起吊控制器20。搬运机构由起吊机架7底座与所述车体2固定安装；所述搬运机构

的水平臂磁铁件9由四个磁铁件布设为口字形状或六个磁铁件布设为田字形状，由起吊控

制器20给予磁性或熄灭磁性；搬运机构的起吊电机17安装在搬运机构的起吊机架7顶部；平

衡铁19处于水平臂18的一端而水平臂磁铁件9在水平臂18另一端。

[0073] 主控制器9安装于车体2车厢内。主控制器9为工业控制计算机或嵌入式控制器，包

括串行通信接口、USB通信接口、RJ45通信接口、WiFi通信接口、Zigbee通信接口，主控制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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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车体2行走驱动器连接，主控制器9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升降杆控制器

11及摄像头4数据接口连接，主控制器9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机器手臂运动控制器13连接，

主控制器9通过通信接口与所述搬运机构起吊控制器20连接，主控制器9通过电气回路与升

降杆的上升回路11及下降回路12连接。

[0074] 主控制器9接受摄像头4视频信息或接受GPS北斗位置数据或接受RFID标签数据；

主控制器9在接受到各类数据后对车体2下达导航命令，让车体2及万向车轮1行走或按照一

定角度移动；主控制器9在驻留点通过上升回路11及下降回路12让摄像头4找到目标对象；

主控制器9在驻留点找到目标对象后，主控制器9通过运动控制器13驱动左夹14和右夹15以

操作各类电气开关；主控制器9接受到各类数据后对车体2下达导航命令，让车体2及万向车

轮1行走或按照一定角度移动以对准自动清扫机，主控制器9通过起吊控制器20及水平臂磁

铁件9吸住自动清扫机。主控制器9通过无线接口与远程监控中心交换数据。

[0075] 本发明的光伏电站巡检运维方法包括：沿巡检线行走工作流程；在驻留点摸索目

标对象工作流程；搬运清扫机工作流程。

[0076] 本发明沿巡检线行走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77] （1）当选择GPS或北斗导航行走时，由手持定位设备采集行走路径与驻留点位置数

据，下载到主控制器9路径数据库；主控制器9引导车体沿路径行走，并在驻留点停留；

[0078] （2）当选择视觉与RFID标签导航时，视觉聚焦一排排光伏板边缘或地面上涂写的

白颜色黄颜色路径，驻留点或以脚丫标识或RFID标签提示；

[0079] （3）当选择磁条导航时，巡检线路铺设磁条，驻留点铺设RFID标签，主控制器9检测

磁条与RFID标签行走并停留。

[0080] 本发明在驻留点摸索目标对象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81] （1）事前配置驻留点的巡检维护项，指示本驻留点特征如RFID标签号码；

[0082] （2）主控制器9控制车体1旋转和控制升降杆3，以确保摄像头4对准对象目标；

[0083] （3）当对象目标是监控仪表时，或直接拍摄图像或先触动按钮激活装置运行然后

再拍摄；

[0084] （4）当判断对象目标是光伏板有灰尘时，转入搬运自动清扫机流程。

[0085] 本发明的搬运清扫机工作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86] （1）确认本驻留点目标对象是搬运自动清扫机；

[0087] （2）主控制器9旋转车体1或控制升降杆3以确保摄像头4对准自动清扫机；

[0088] （3）移动车体2确保搬运机构的水平臂18与自动清扫机对齐；

[0089] （4）给予水平臂磁铁件8通电，以吸合自动清扫机；

[0090] （5）起吊电机17向上卷扬机拉起，同时平衡铁19移动到水平臂18的另一侧；

[0091] （6）主控制器9让车体2旋转以离开一排光伏阵列；

[0092] （7）主控制器9引导车体2行走到另一排光伏阵列驻留点；

[0093] （8）主控制器9让车体2旋转以水平臂18处于另一排光伏阵列；

[0094] （9）起吊电机17向下卷扬降至另一排光伏阵列表面；

[0095] （10）让水平臂磁铁件8断电，以释放自动清扫机在另一排光伏阵列自行工作。

[0096] 本发明是一套智能装备，能行走、有手臂、有眼睛、可搬运，以光伏电站各环节各部

位为巡检维护目标对象，工作流程之间循环交叉，为光伏电站无人值班无人值守及整体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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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运维提供了装备基础，由于采用了初等技术手段，高性价比，特别具有应用价值。

[0097]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其零、部件的形状、所取名

称等可以不同，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说明。凡依

据本发明专利构思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者简单变化，均包括于本发

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内。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

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

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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