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07606.5

(22)申请日 2019.03.19

(71)申请人 江南大学

地址 214122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

号

    申请人 江苏中梦孚生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颜文旭　刘扬　许德智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市中南伟业知识产权代

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32257

代理人 郭磊

(51)Int.Cl.

H02G 1/02(2006.01)

B62D 57/02(2006.01)

 

(54)发明名称

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

人越障行走装置。本发明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

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包括：至少三节行走机身；

所述行走机身包括：外支撑架；内支撑架，所述内

支撑架位于所述外支撑架内部，所述内支撑架与

所述外支撑架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

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内外支撑

架旋转驱动装置，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

用来改变所述外支撑架与所述内支撑架之间的

夹角；固定在所述内支撑架上的升降装置；被所

述升降装置升降驱动的行走手臂，所述行走手臂

在输电线上滚动；以及旋转装置。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可以转弯越障且平衡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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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至少三节行走机身；

所述行走机身包括：

外支撑架；

内支撑架，所述内支撑架位于所述外支撑架内部，所述内支撑架与所述外支撑架相互

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用来改变所述外支撑架与所

述内支撑架之间的夹角；

固定在所述内支撑架上的升降装置；

被所述升降装置升降驱动的行走手臂，所述行走手臂在输电线上滚动；以及

旋转装置，所述旋转装置驱动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时所处的平面与

所述内支撑架的上端面平行；

其中，所述前后相邻的行走机身中前一个行走机身的外支撑架与下一个行走机身的内

支撑架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外

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转驱动电机、被所述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

旋转驱动蜗杆和被所述旋转驱动蜗杆驱动的旋转驱动蜗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装置包括升降电机、被所述升降电机驱动的丝杆和被所述丝杆驱动的滚珠花键轴，所述滚

珠花键轴驱动所述行走手臂上下运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

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转电机、被所述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旋转蜗杆和被所述旋

转蜗杆驱动的旋转蜗轮，所述旋转蜗轮驱动所述行走手臂旋转。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

手臂包括手臂本体、固定在所述手臂本体上的行走电机和被所述行走电机驱动的行走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

机身还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来检测所述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行走

时是否遇到障碍。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设

置在所述行走轮的至少一侧。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是

光电传感器或者接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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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沿输电线巡检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保证高压输电线安全稳定的运行，必须定期对高压输电线进行检修。高压输

电线的巡检检查对保护电网的安全是非常必要的，高压输电线分布广泛，部分地区地理环

境较为复杂，人工巡检方式由于劳动强度大，巡检精度低，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只能寻求新

的巡检方式。

[0003] 传统技术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0004] 传统技术发展了许多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可以直线越障，但是缺

乏转弯越障能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可

以转弯越障且平衡性好。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

置，包括：

[0007] 至少三节行走机身；

[0008] 所述行走机身包括：

[0009] 外支撑架；

[0010] 内支撑架，所述内支撑架位于所述外支撑架内部，所述内支撑架与所述外支撑架

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0011] 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用来改变所述外支撑架

与所述内支撑架之间的夹角；

[0012] 固定在所述内支撑架上的升降装置；

[0013] 被所述升降装置升降驱动的行走手臂，所述行走手臂在输电线上滚动；以及

[0014] 旋转装置，所述旋转装置驱动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时所处的平

面与所述内支撑架的上端面平行；

[0015] 其中，所述前后相邻的行走机身中前一个行走机身的外支撑架与下一个行走机身

的内支撑架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可以转弯越障且平衡性好。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

转驱动电机、被所述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旋转驱动蜗杆和被所述旋转驱动蜗杆驱动的旋转

驱动蜗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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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电机、被所述升降电机驱动的丝杆

和被所述丝杆驱动的滚珠花键轴，所述滚珠花键轴驱动所述行走手臂上下运动。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旋转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转电机、被所述

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旋转蜗杆和被所述旋转蜗杆驱动的旋转蜗轮，所述旋转蜗轮驱动所述

行走手臂旋转。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手臂包括手臂本体、固定在所述手臂本体上的行

走电机和被所述行走电机驱动的行走轮。

[002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机身还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来检测所述蛇

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行走时是否遇到障碍。

[002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行走轮的至少一侧。

[002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是光电传感器或者接触传感器。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中行走机身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中行走机身的又一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中行走手臂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

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0] 参阅图1到图3，一种蛇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包括：

[0031] 至少三节行走机身；

[0032] 所述行走机身包括：

[0033] 外支撑架100；

[0034] 内支撑架200，所述内支撑架位于所述外支撑架内部，所述内支撑架与所述外支撑

架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0035] 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用来改变所述外支撑架

与所述内支撑架之间的夹角；

[0036] 固定在所述内支撑架上的升降装置；

[0037] 被所述升降装置升降驱动的行走手臂，所述行走手臂在输电线上滚动；以及

[0038] 旋转装置，所述旋转装置驱动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所述行走手臂旋转时所处的平

面与所述内支撑架的上端面平行；

[0039] 其中，所述前后相邻的行走机身中前一个行走机身的外支撑架与下一个行走机身

的内支撑架相互铰接，而且，与铰接轴垂直的平面和所述行走机身前进的方向平行。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1] 可以转弯越障且平衡性好。具体地，通过所述前后相邻的行走机身中前一个行走

机身的外支撑架与下一个行走机身的内支撑架相互铰接，以及同一个行走机身中外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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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内支撑架相互铰接，这样的双重铰接弯曲半径更大，自由度更大，摆动更灵活。不同于

所述前后相邻的行走机身中前一个行走机身的外支撑架与下一个行走机身的内支撑架相

互铰接这样的自由铰接即缺乏驱动装置，对同一个行走机身中外支撑架与下内支撑架相互

铰接还设置了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这样增加了自由度，可以面对更加的复杂情况。

[004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

转驱动电机310、被所述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旋转驱动蜗杆320和被所述旋转驱动蜗杆驱动

的旋转驱动蜗轮330。

[0043] 由于这边的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为现有技术，故不再赘述。

[0044] 可以理解，所述内外支撑架旋转驱动装置的形式可以很多，本申请不做限制。

[004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电机410、被所述升降电机驱动的丝

杆420和被所述丝杆驱动的滚珠花键轴430，所述滚珠花键轴驱动所述行走手臂上下运动。

[0046] 由于这边的所述升降装置为现有技术，故不再赘述。

[0047] 可以理解，所述升降装置的形式可以很多，本申请不做限制。

[004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旋转装置包括固定在内支撑架上的旋转电机610、被所

述旋转驱动电机驱动的旋转蜗杆620和被所述旋转蜗杆驱动的旋转蜗轮630，所述旋转蜗轮

驱动所述行走手臂旋转。

[0049] 由于这边的所述旋转装置为现有技术，故不再赘述。

[0050] 可以理解，所述旋转装置的形式可以很多，本申请不做限制。

[005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手臂包括手臂本体510、固定在所述手臂本体上的

行走电机520和被所述行走电机驱动的行走轮530。

[0052] 由于这边的所述行走手臂为现有技术，故不再赘述。

[0053] 可以理解，所述行走手臂的形式可以很多，本申请不做限制。

[0054] 参阅图4，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手臂，包括：

[0055] 包括：手臂本体910；行走轮组件，所述行走轮组件设置在所述手臂本体的一端，所

述行走轮组件包括行走轮921和驱动所述行走轮的行走轮电机922；以及夹紧轮组件，所述

夹紧轮组件设置在所述手臂本体靠近行走轮组件的一端，所述夹紧轮组件包括两个夹紧轮

931和驱动所述两个夹紧轮的夹紧轮电机932；所述两个夹紧轮分别位于所述行走轮的两

侧；所述两个夹紧轮和所述行走轮接触输电线时，所述两个夹紧轮和所述行走轮分别位于

所述输电线的两侧。

[005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7] 对输电线的摩擦力大，爬坡能力强。具体地，由于设置两个夹紧轮，且夹紧轮分别

位于所述行走轮的两侧；所述两个夹紧轮和所述行走轮接触输电线时，所述两个夹紧轮和

所述行走轮分别位于所述输电线的两侧，这样就形成了三点接触，构成一个三角形，大大增

加了输电线的摩擦力大，爬坡能力强。(CN103904583A-一种铁路牵引供电线摆臂式巡线移

动机器人，CN106655006A-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CN106786170A-输电线路巡

检机器人等专利中的手臂采用行走轮和压紧轮的上下设置的结构，由于行走轮和压紧轮对

地线只是简单的单点接触，故手臂对输电线的摩擦力较小，在行走时能力不行，容易脱落，

爬坡能力也不强。)

[005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两个夹紧轮同时被一个夹紧轮电机驱动。由于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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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现有技术，故不再赘述。可以理解，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实现所述两个夹紧轮同

时被一个夹紧轮电机驱动，本申请在此不做限制。

[005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两个夹紧轮分别被一个夹紧轮电机驱动。

[006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两个夹紧轮关于所述行走轮对称。

[006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两个夹紧轮关于所述行走轮不对称。

[006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轮的直径大于所述夹紧轮的直径。

[006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行走机身还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来检测所述蛇

形沿输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行走时是否遇到障碍。

[0064] 可以理解，本申请不限制传感器的具体形式，所述传感器只要可以用来检测沿输

电线巡检机器人越障行走装置行走时遇到的障碍即可。

[0065] 具体地，所述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行走轮的至少一侧。具体地，所述传感器可以设置

在所述行走轮的一侧或者两侧。

[0066] 具体地，所述传感器是光电传感器或者接触传感器。

[006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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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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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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