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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属

于机器人技术领域。包括两个对称的由槽形框

架、斜板构成一体的摆臂、若干设置在摆臂上用

于除冰的棘轮除冰器、若干设置在摆臂上用于飞

行的旋翼直升机、电源以及控制装置；两个摆臂

使用销轴转动连接；棘轮除冰器包括低速电机以

及由低速电机驱动的除冰棘轮；旋翼直升机包括

固定在斜板下的高速电机以及设置在斜板上且

与高速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旋翼；还包括同槽形

框架固定对旋翼直升机包覆的U形架。在控制装

置的操控下可实现自动由地面直接飞行到高架

电缆作业位置，能自动飞越电缆电锤等障碍，可

以对电力架空输电线带电除冰作业，能高效为电

缆除冰，能耗低，易控制，携带轻便，快速行走，使

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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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对称的由槽形框架（1-1）、斜板

（1-2）构成一体的摆臂（1）、若干设置在摆臂（1）上用于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若干设置在

摆臂（1）上用于飞行的旋翼直升机（3）、电源以及控制装置；两个摆臂（1）使用销轴（4）转动

连接；棘轮除冰器（2）包括低速电机（2-1）以及由低速电机（2-1）驱动的除冰棘轮（2-2）；旋

翼直升机（3）包括固定在斜板（1-2）下的高速电机（3-1）以及设置在斜板（1-2）上且与高速

电机（3-1）的输出轴连接的旋翼（3-2）；还包括同槽形框架（1-1）固定连接对旋翼直升机（3）

包覆的U形架（6）；槽形框架（1-1）上部设有若干对电缆（5）进行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槽形

框架（1-1）的下部设置若干对电缆（5）进行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斜板（1-2）上端与槽形框

架（1-1）下端固定连接；棘轮除冰器（2）设置6个；每个槽形框架（1-1）上部设置2个棘轮除冰

器（2），每个槽形框架（1-1）下部设置1个棘轮除冰器（2）；两个槽形框架（1-1）下部的棘轮除

冰器（2）相对设置；四个位于槽形框架（1-1）上部的棘轮除冰器（2）交错设置并且两两一组

分别位于槽形框架（1-1）下部的棘轮除冰器（2）的两侧；除冰棘轮（2-2）为锥台棘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旋翼直升机（3）设

置双数个，旋翼直升机（3）均布在摆臂（1）的两个斜板（1-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旋翼直升机（3）在

两个摆臂（1）上对称设置，旋翼直升机（3）设置为4个、6个或8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U形架（6）是带有

网孔的U形薄板，U形架包覆旋翼（3-2），并且形成电缆（5）斜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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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除冰机器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电缆除冰机器人是基于一般机器人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类特种机器人。在雨雪

混合天气，高压电缆容易结冰，若不及时除冰，会因雪冰负载过重导致输电线断裂和铁塔倒

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经济损失。由于电缆除冰机器人可以及时为电缆除冰，因此多年

来世界各国对电缆除冰机器人的研究十分重视，多种技术融合，结构简单，轻质，控制容易，

高效除冰、快速行走和跨越电锤等障碍一直是电缆除冰机器人研究的发展方向。至今人们

已研制出多种电缆除冰技术和相应的机器。2008年中国南方遭遇严重冰雪袭击，导致许多

电缆严重结冰和塔架坍塌，激发一些中国专家提出以下发明技术，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

CN200810124321.7）公开一种线缆除冰机器人，由机架、除冰盾、电源、夹持机构和行走机构

构成，采用夹持导轮，行走机构采用行走电机和线缆驱动轮构成。上述发明虽然具有电缆除

冰的功能，但如何跨越障碍，使电缆除冰机器人同时具有结构简单，轻便携带，容易控制，高

效除冰、快速行走和自动跨越电锤等障碍优点，尚未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来实现同时高效除冰、快速行

走和自动跨越电锤等障碍的功能，其结构简单，轻便携带，容易控制的电缆除冰机器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包括两个对称的由槽形框架、斜板构成一体的摆臂、

若干设置在摆臂上用于除冰的棘轮除冰器、若干设置在摆臂上用于飞行的旋翼直升机、电

源以及控制装置；两个摆臂使用销轴转动连接；棘轮除冰器包括低速电机以及由低速电机

驱动的除冰棘轮；旋翼直升机包括固定在斜板下的高速电机以及设置在斜板上且与高速电

机的输出轴连接的旋翼；还包括同槽形框架固定连接对旋翼直升机包覆的U形架。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槽形框架上部设有若干对电缆进行除冰

的棘轮除冰器，槽形框架的下部设置若干对电缆进行除冰的棘轮除冰器；斜板上端与槽形

框架下端固定连接。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棘轮除冰器设置6个。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每个槽形框架上部设置2个棘轮除冰器，每个

槽形框架下部设置1个棘轮除冰器。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两个槽形框架下部的棘轮除冰器相对设置；

四个位于槽形框架上部的棘轮除冰器交错设置并且两两一组分别位于槽形框架下部的棘

轮除冰器的两侧。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旋翼直升机设置双数个，旋翼直升机均布在

摆臂的两个斜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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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旋翼直升机在两个摆臂上对称设置，旋翼直

升机设置为4个、6个或8个。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U形架是带有网孔的U形薄板，U形架包覆旋

翼，并且形成电缆斜导面。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除冰棘轮为锥台棘轮。

[001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效果有：

[0015] 1 .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旋翼直升机，在控制装置的操控下除冰机器人能自动由地

面直接飞行到高架电缆作业位置，能自动飞越电缆电锤等障碍。

[0016] 2.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棘轮除冰器，可根据电缆的直径，更换不同规格的棘轮，能

够满足不同规格的电缆进行除冰，因锥台棘轮的特殊结构，除冰棘轮能够在结冰的电缆上

站立，在重力作用下，6个锥台棘轮包围电缆自转行走除冰，能够将结冰电缆上全部的冰清

除干净，高效除冰。

[0017] 3.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槽形框架、斜板和U形架结构，结构设置巧妙合理，使飞行式

电缆除冰机器人结构简单，携带轻便，能够快速行走。摆臂使用销轴转动连接，能够相对绕

销轴转动，摆臂的灵活转动能够满足该除冰器的飞行状态和除冰状态的功能要求。

[0018] 4.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低速电机驱动除冰棘轮自动转，高速电机驱动旋翼飞行，而

且整个机器人结构简单，携带轻便，所以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在除冰过程中或飞行时能

耗低。

[0019] 4.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蓄电池作为电源，控制装置进行操控，可以进行电力架空输

电线的带电除冰作业，保证了电缆的安全性。

[0020] 5、本发明由于采用了U形架结构，U形架用于形成定位电缆斜导面，防护旋翼和降

落支撑，保证了除冰机器人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除冰状态主视示意简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除冰状态侧视示意简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除冰状态俯视示意简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非除冰状态主视示意简图。

[0025] 其中，1、摆臂，1-1、槽形框架，1-2、斜板，2、棘轮除冰器，2-1、低速电机，2-2、除冰

棘轮，3、旋翼直升机，3-1、高速电机，3-2、旋翼，4、销轴，5、电缆，6、U形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具体的说是一种能自动由地面直接飞

行到高架电缆作业位置， 能自动飞越电缆电锤等障碍，可以对电力架空输电线带电除冰作

业的一种除冰机器人。下面就其结构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包括两个对称的由槽形框

架1-1、斜板1-2构成一体的摆臂1、若干设置在摆臂1上用于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若干设置

在摆臂1上用于飞行的旋翼直升机3、电源以及控制装置。其中，两个摆臂1使用销轴4转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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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能够相对绕销轴4转动。槽形框架1-1和斜板1-2构成一体的摆臂1作为主体支架用于安

装其他功能部件。棘轮除冰器2包括低速电机2-1以及由低速电机2-1驱动的除冰棘轮2-2；

旋翼直升机3包括固定在斜板1-2下的高速电机3-1以及设置在斜板1-2上且与高速电机3-1

的输出轴连接的旋翼3-2；还包括同槽形框架1-1固定连接对旋翼直升机3包覆的U形架6。

[0029] 摆臂1由槽形框架1-1与斜板1-2构成一体，其槽形框架1-1上部设有两个相互平行

的通孔和正交两个平行通孔的纵向通孔，下部设有垂直通孔，用于安装低速电机和棘轮除

冰器。如图3所示，在槽形框架1-1上端还设置有正交两个平行通孔的纵向通孔的耳板，销轴

4穿过耳板上的纵向通孔使两个摆臂1转动，形成对称转动副联接，且销轴4平行于电缆5。

[0030] 低速电机2-1分别与摆臂1的槽形框架1-1上部的2个平行通孔和下部垂直通孔同

轴固连，其驱动轴与所述除冰棘轮2-2同轴键连接。

[0031] 如图1所示，每个槽形框架1-1上部设置2个对电缆5进行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两个

槽形框架1-1上部设置的四个棘轮除冰器2的轴线在除冰时大致处于水平状态，主要用于对

电缆5上部进行除冰。每个槽形框架1-1的下部设置1个对电缆5进行除冰的棘轮除冰器2，两

个槽形框架1-1下部设置的两个棘轮除冰器2的轴线在除冰时大致处于竖直状态，主要用于

对电缆5的侧面和侧下部除冰。棘轮除冰器2共设置6个，两个槽形框架1-1下部的棘轮除冰

器2相对设置；四个位于槽形框架1-1上部的棘轮除冰器2交错设置并且两两一组分别位于

槽形框架1-1下部的棘轮除冰器2的两侧；除冰棘轮2-2优先地设置为锥台棘轮，锥台棘轮可

根据电缆的规格尺寸拆卸更换符合要求的锥台棘轮，并且锥台棘轮能够提高与电缆的接触

表面，提高除冰效果。斜板1-2上端与槽形框架1-1下端固定连接。

[0032] 旋翼直升机3包括高速电机3-1和旋翼3-2；如图2、图3所示，斜板1-2下端设有多个

通孔固定连接安装架，安装架包括安装梁和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为块状并且固定在安装梁

的外侧，安装板用于安装高速电机和旋翼直升机。具体的是，高速电机3-1分别与摆臂1斜板

1-2上的安装架上的安装板的通孔同轴固定连接，其驱动轴与旋翼3-2同轴键连接；旋翼直

升机3在两个摆臂1上对称设置，旋翼直升机3通常设置双数个，能够确保飞行平稳，可以为4

个、6个或8个，也可根据需要设置更多的旋翼直升机3。旋翼直升机3均布在摆臂1的两个斜

板1-2端部的安装架上。

[0033] 电源采用蓄电池，控制装置控制低速电机2-1和高速电机3-1的运行和停止。控制

装置一般为遥控器。

[0034] 槽形框架1-1上的U形架6是带有网孔的U形薄板，U形架6包覆旋翼3-2，并且在内侧

形成斜导面，与摆臂1多处固连。两个槽形框架1-1上的U形架6的内侧面为圆弧斜面，该除冰

器在电缆上方对准电缆下落时，圆弧斜面能够起到导向作用。而在工作完成后在地面降落

时，能够起到防护旋翼3-2的作用，还能够起到降落支撑的作用。

[0035] 实施例：

[0036] 本实施例中，旋翼直升机3设置为八个。

[0037] 控制装置操控，启动，八个旋翼直升机3同时起飞，除冰机器人自动由地面直接飞

行到高架电缆待除冰位置。

[0038] 除冰时，控制装置进行操控，八个旋翼直升机3停飞，4个除冰棘轮2-2支撑在电缆5

上端面，在重力作用下，六个除冰棘轮2-2包围电缆5通过自转行走除冰。如图1所示，工作状

态时，旋翼直升机3整体上位于电缆5所在平面以下，能够保证除冰器行走稳定，并且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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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身重力施加到电缆上。

[0039] 除冰结束或遇电缆障碍时，控制装置进行操控八个旋翼直升机3同时起飞，带动2

个摆臂1相互反转张开，直到六个除冰棘轮2-2脱离电缆5，然后带动该电缆除冰机器人飞到

地面或下一段待除冰电缆5上方。定位后，八个旋翼直升机3同时停飞，在自重作用下，两摆

臂1带动U形架6迫使六个除冰棘轮2-2重新包围电缆5自转行走除冰。

[0040] 本发明是一种飞行式电缆除冰机器人，包括两个对称的由槽形框架、斜板构成一

体的摆臂、六个设置在摆臂上用于除冰的棘轮除冰器、八个设置在摆臂上用于飞行的旋翼

直升机、电源以及控制装置；两个摆臂使用销轴转动连接；棘轮除冰器包括低速电机以及由

低速电机驱动的除冰棘轮；旋翼直升机包括固定在斜板下的高速电机以及设置在斜板上且

与高速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旋翼；还包括同槽形框架固定连接对旋翼直升机包覆的U形架，

在控制装置的操控下可实现自动由地面直接飞行到高架电缆作业位置，能自动飞越电缆电

锤等障碍，可以对电力架空输电线带电除冰作业，能高效为电缆除冰，能耗低，易控制，携带

轻便，快速行走，使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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