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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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80068.4

(22)申请日 2016.12.14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611155219.4 2016.12.14

(71)申请人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地址 213001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局前街

27号

    申请人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72)发明人 黄清　秦勇明　纪良　郭建　郭毓　

黄颖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江海阳光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32214

代理人 陆文俊

(51)Int.Cl.

H02G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

器的更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带电作业机器人具有

设置在机器人平台上的机械臂，包括第一机械

臂、第二机械臂以及辅助机械臂，第一机械臂、第

二机械臂以及辅助机械臂响应于控制数据完成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

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摇操作时，该角度

期望值由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主操作手各

关节角度变化数据解算获得；自主作业时，数据

处理和控制系统使用笛卡尔空间路径规划方法

规划出各机械臂的空间路径，然后解算出各机械

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本发明能够在不断

电、不带负荷的情况下通过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机

械臂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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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带电作业机

器人具有设置在机器人平台（4）上的机械臂，包括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以及辅

助机械臂（42），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以及辅助机械臂（42）响应于控制数据完

成以下工作：

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以及辅助机械臂（42）端部安装夹持工具，用夹持工

具夹持绝缘遮蔽材料对标记的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然后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

（44）末端换装螺栓拆装工具；

辅助机械臂（42）夹持引线固定装置（190）移动到横担（103）附近并将引线固定装置

（190）的固定孔与横担（103）上固有的固定孔对齐；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

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置（190）的螺栓，将固定引线固定装置（190）固定在

横担（103）上；

辅助机械臂（42）夹持上引线（101），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

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上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臂（42）将拆卸

下来的上引线（101）移动到引线固定装置（190）上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

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上引线（101）固定在引

线固定装置（190）的上端；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上引线（101），并移动到下引线（102）附近对下引线（102）进

行夹持；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120）上固定下引线（102）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臂（42）将拆卸下来的下引线（102）移动到

引线固定装置（190）下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

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下引线（102）的螺栓，将下引线（102）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的下端；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下引线（102），并移动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附近对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120）进行夹持；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

用于固定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和横担（103）的螺栓；螺栓拆除后，辅助机械臂（42）将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120）移动至机器人平台4上放置；

辅助机械臂（42）夹持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将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移

动至横担（103）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与横担（103）的螺栓，将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与横担（103）固定；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

（190）上的下引线（102）；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

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下引线（102）从引线固定装置（190）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

下引线（102）移动至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下端的安装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

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下引线（102）的螺栓，将下引线（102）固定在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120）下端；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下引线（102），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上的上引

线（101）；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上引线（101）

的螺栓，将上引线（101）从引线固定装置（190）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上引线（101）移

动至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上端附近的安装孔，第一机械臂（43）与第二机械臂（44）使用

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上引线（101）固定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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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上端；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上引线（101），转而夹持引线固定装置（190）；第一机械臂

（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置（190）与横担（103）

的螺栓，将引线固定装置（190）从横担（103）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引线固定装置

（190）放回机器人平台（4）上专用工具箱（47）；

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换装夹持工具，使用夹持工具夹持覆盖在带电体上

的绝缘遮蔽材料，撤除绝缘遮蔽材料；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带

电作业机器人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各机械臂与作业对象的相对位置以及作业任务动

作序列，使用笛卡尔空间路径规划方法规划出各机械臂的空间路径，然后根据空间路径解

算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绝缘遮蔽材料为绝缘护套或者环氧玻璃布。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放置在移动至机器人平台（4）上的专用工具箱（47）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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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1155219.4  ，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带电作业机器人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更换方法》，申请日为：2016年12月14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更换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在当今电力系统输配电线路中广泛使用，成为电力系统中过电

压防护的主要设备。

[0004] 随着配电网的长期运行，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可能出现螺母松动，瓷套破裂，橡胶圈

老化种种问题，需要更换。通常做法是停电更换，若停电面积较大，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严重影响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广大研究人员也在积极研究带电作业更换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方法。但是人工的更换和维护，作业人员将在高压带电线路附近作业，

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005] 配电线路中带电作业更换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主要采用绝缘手套作业法，绝缘手套

作业法中作业人员穿戴全套绝缘防护用具，通过绝缘手套进行带电作业。还需要对人体可

能触及到的带电体和接地体进行绝缘遮蔽。更换过程中往往产生电弧，极易对作业人员造

成灼伤；在更换过程中需要对上下引线进行拆接，也会有触电的危险；作业人员在绝缘斗臂

车上的绝缘斗上作业，有高处坠落的风险；在作业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人为操作的失误，客

观上相间引线间距小，可能造成相间短路事件，给人民财产，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

换方法，该方法能够在不断电、不带负荷的情况下通过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机械臂对10kv配

电线路中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自动更换，在减少小作业人员所面临的危险的同时，简

化了作业步骤，提高了作业效率。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的更换方法，带电作业机器人具有设置在机器人平台上的机械臂，包括  第一机械臂、第二

机械臂以及辅助机械臂，第一机械臂、第二机械臂以及辅助机械臂响应于控制数据完成以

下工作：

第一机械臂、第二机械臂以及辅助机械臂端部安装夹持工具，用夹持工具夹持绝缘遮

蔽材料对标记的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然后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末端换装螺栓拆装工

具；

辅助机械臂夹持引线固定装置移动到横担附近并将引线固定装置的固定孔与横担上

固有的固定孔对齐；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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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螺栓，将固定引线固定装置固定在横担上；

辅助机械臂夹持上引线，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

避雷器上固定上引线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臂将拆卸下来的上引线移动到引线固定装置上

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上引线的螺

栓，将上引线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的上端；

辅助机械臂停止夹持上引线，并移动到下引线附近对下引线进行夹持；第一机械臂和

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上固定下引线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

臂将拆卸下来的下引线移动到引线固定装置下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

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下引线的螺栓，将下引线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的下端；

辅助机械臂停止夹持下引线，并移动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附近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

行夹持；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和横

担的螺栓；螺栓拆除后，辅助机械臂将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移动至机器人平台上放置；

辅助机械臂夹持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将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移动至横担附近；

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跌落式熔断器与横担的螺栓，将

跌落式熔断器与横担固定；

辅助机械臂停止夹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上的下引线；

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上引线的螺栓，将下引线从引线

固定装置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将下引线移动至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下端的安装孔附近，第

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下引线的螺栓，将下引线固定在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下端；

辅助机械臂停止夹持下引线，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上的上引线；第一机械臂

和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上引线的螺栓，将上引线从引线固定装置上

拆下来；辅助机械臂将上引线移动至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上端附近的安装孔，第一机械臂与

第二机械臂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上引线的螺栓，将上引线固定在金属氧化物避

雷器上端；

辅助机械臂停止夹持上引线，转而夹持引线固定装置；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使用

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置与横担的螺栓，将引线固定装置从横担上拆下

来；辅助机械臂将引线固定装置放回机器人平台上专用工具箱；

第一机械臂和第二机械臂换装夹持工具，使用夹持工具夹持覆盖在带电体上的绝缘遮

蔽材料，撤除绝缘遮蔽材料；

第一机械臂，或者第二机械臂，或者辅助机械臂推动跌落式熔断器的活动模块，从而合

上跌落式熔断器。

[0008] 进一步，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该角度期望值由带电

作业机器人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设置于绝缘斗臂车内的主操作手各关节角度变化数

据解算获得；主操作手包括第一主操作手、第二主操作手和辅助主操作手；第一主操作手、

第二主操作手和辅助主操作手分别与第一机械臂、第二机械臂和辅助机械臂对应，构成主

从操作关系。

[0009] 进一步，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带电作业机器人数据

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各机械臂与作业对象的相对位置以及作业任务动作序列，使用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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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路径规划方法规划出各机械臂的空间路径，然后根据空间路径解算出各机械臂关节运

动的角度期望值。

[0010] 进一步，所述绝缘遮蔽材料为绝缘护套或者环氧玻璃布。

[0011] 进一步，所述引线固定装置包括本体，设置在本体中间位置的用于与横担固定的

固定孔，以及设置在本体上下两端的用于固定上引线和下引线的固定孔。

[0012] 进一步，所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放置在移动至机器人平台上的专用工具箱内。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在于，由于采用带电作业机器人自动更换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提高了作业效率和准确度，避免人工失误的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线路停电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幅度减少停电时间，提

高供电可靠率；同时减少小作业人员所面临的危险，无需考虑电弧产生时对人体的灼伤以

及触电危险、高空坠落等问题，大大提高了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带电作业机器人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机器人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所述方法流程图；

图4为本发明中使用的引线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带电作业机器人带电更换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作业环境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容易理解，依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不变更本发明的实质精神的情况下，本领域

的一般技术人员可以想象出本发明用于带电作业机器人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更换方法的

多种实施方式。因此，以下具体实施方式和附图仅是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示例性说明，而

不应当视为本发明的全部或者视为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或限定。

[0016] 结合附图，带电作业机器人包括绝缘斗臂车1、控制室2、伸缩臂3、机器人平台4。其

中，绝缘斗臂车1上架设控制室2和伸缩臂3，伸缩臂3末端连接机器人平台4，机器人平台4与

控制室2之间采用光纤以太网通信或者无线网络通信。

[0017] 绝缘斗臂车1可供操作人员驾驶，从而将机器人平台4运输到作业现场。绝缘斗臂

车1上装有支撑腿，支撑腿可以展开，从而将绝缘斗臂车1与地面稳固支撑。绝缘斗臂车1上

装有发电机，从而给控制室2及伸缩臂3供电。

[0018] 伸缩臂3设有沿伸缩方向的驱动装置，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驱动装置，从而将机

器人平台4升降到作业高度。该伸缩臂3由绝缘材料制成，用于实现机器人平台4与控制室2

的绝缘。在本发明中，伸缩臂3可有由剪叉式升降机构或其他机构代替。

[0019] 控制室2中设置有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以及显示屏、第一主操作手、第二主操作

手、辅助主操作手以及通信模块等。

[0020] 机器人平台4包括绝缘子46、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辅助机械臂42、第一工

控机48、双目摄像头45、全景摄像头41、深度摄像头410、蓄电池49、专用工具箱47、通信模

块。

[0021] 机器人平台4的绝缘子46用于支撑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辅助机械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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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三个机械臂的外壳与机器人平台4绝缘。

[0022] 蓄电池49为第一工控机48、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辅助机械臂42、全景摄

像头41、双目摄像头45、深度摄像头410、通信模块供电。

[0023] 专用工具箱47  是放置抓具、扳手等作业工具的场所。机械臂末端安装有工具快换

装置。机械臂根据作业任务的类型到专用工具箱47中使用工具快换装置获取作业工具。

[0024] 控制室2中第一主操作手、第二主操作手以及辅助主操作手是一种用于人工远程

操作机械臂的操作装置，他们与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和辅助机械臂42构成主从操

作关系。机械臂和主操作手具有相同的结构，只是主操作手尺寸规格比机械臂小，以便于操

作人员操作。机械臂和主操作手拥有六个关节，每个关节都有光电编码器采集角度数据，各

主操作手的微型控制器通过串口将六个关节的角度数据发送给第二工控机。

机器人平台4与控制室2之间的数据传输通过光纤有线传输，或者使用无线网络传输。

机器人平台4上的通信模块是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用于实现光纤中的光信号与双绞线

中的电信号的相互转换，从而在通信上实现机器人平台4与控制室2的电气隔离。控制室2中

的通信模块是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用于实现光纤中的光信号与双绞线中的电信号的相

互转换，从而在通信上实现机器人平台4与控制室2的电气隔离。

[0025] 本发明带电作业机器人既可以由作业人员进行远程摇操作以完成带电作业，又可

以进行自主带电作业。

[0026] 带电作业机器人更换跌落式熔断器的过程如下：

在更换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之前，作业人员先进行带电作业机器人的作业准备，检查

气象条件、核对杆塔号、布置现场、在工作现场设置安全护栏、作业标志、和相关警示标志，

采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对用到的绝缘工器具进行表面绝缘电阻检测，阻值不小于700兆欧。由

绝缘斗臂车驾驶员将绝缘斗臂车1驶入杆塔100附近位置并布置现场。作业位置具体为待作

业杆塔100的附近位置并避开附近电力线和障碍物，避免停放在沟道盖板上,绝缘斗臂车1

支腿顺序为先伸出水平支腿，再伸出垂直支腿，支撑到位后车辆前后左右呈水平。

[0027] 绝缘斗臂车布置妥当后，开启带电作业机器人，采集全景图像。操作人员在根据显

示器显示的实景图像，控制伸缩臂3将机器人平台4移动至跌落式熔断器作业位置。操作人

员根据机械臂上双目摄像头45返回的实景图像对作业范围内在绝缘安全距离内的带电体

进行标记。

[0028] 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以及辅助机械臂42响应于控制数据完成以下工作：

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以及辅助机械臂42端部安装夹持工具，用夹持工具夹持

绝缘遮蔽材料对标记的带电体进行绝缘遮蔽。绝缘遮蔽材料如绝缘护套、环氧玻璃布等。辅

助机械臂42夹持引线固定装置190移动到横担103附近并将引线固定装置190的固定孔与横

担103上固有的固定孔对齐；在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末端换装螺栓拆装工具，第一

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置190的螺栓，将固

定引线固定装置190固定在横担103上；所述引线固定装置包括本体，设置在本体中间位置

的用于与横担固定的固定孔，以及设置在本体上下两端的用于固定上引线和下引线的固定

孔。引线固定装置上的开孔符合最小安全距离的标准。

[0029] 辅助机械臂42夹持上引线101，同时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

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上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臂42将拆卸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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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线101移动到引线固定装置190上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

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上引线101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的上

端。

[0030]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上引线101，并移动到下引线102附近对下引线102进行夹

持。同时，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上固

定下引线102的螺栓，然后辅助机械臂42将拆卸下来的下引线102移动到引线固定装置190

下端的固定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下引线

102的螺栓，将下引线102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的下端。

[0031] 辅助机械臂42末端停止夹持下引线102，并移动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附近对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120进行夹持。此时，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

用于固定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和横担103的螺栓；螺栓拆除后，辅助机械臂42将金属氧化

物避雷器120移动至机器人平台4上专用工具箱47。

[0032] 辅助机械臂42将更换下来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放入专用工具箱47后，转而夹

持专用工具箱47内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然后将新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移动至横

担103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定跌落式熔断器

与横担103的螺栓，将跌落式熔断器与横担103固定。

[0033]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

上的下引线102。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上引线101

的螺栓，将下引线102从引线固定装置190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下引线102移动至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120下端的安装孔附近，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

装用于固定下引线102的螺栓，将下引线102固定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下端。

[0034]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下引线102，转而夹持固定在引线固定装置190上的上引线

101。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

上引线101从引线固定装置190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上引线101移动至金属氧化物避

雷器120上端附近的安装孔，第一机械臂43与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安装用于固

定上引线101的螺栓，将上引线101固定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120上端。

[0035] 辅助机械臂42停止夹持上引线101，转而夹持引线固定装置190。第一机械臂43和

第二机械臂44使用螺栓拆装工具拆除用于固定引线固定装置190与横担103的螺栓，将引线

固定装置190从横担103上拆下来。辅助机械臂42将引线固定装置190放回机器人平台4上专

用工具箱47。

[0036] 第一机械臂43和第二机械臂44换装夹持工具，使用夹持工具夹持覆盖在带电体上

的绝缘遮蔽材料，撤除绝缘遮蔽材料。

[0037] 第一机械臂43推动跌落式熔断器的活动模块，从而合上跌落式熔断器。

[0038] 通过人工摇操作完成上述过程时，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

值，该角度期望值由带电作业机器人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设置于绝缘斗臂车内的主操

作手各关节角度变化数据解算获得；主操作手包括第一主操作手、第二主操作手和辅助主

操作手；第一主操作手、第二主操作手和辅助主操作手分别与第一机械臂43、第二机械臂44

和辅助机械臂42对应，构成主从操作关系。

[0039] 带电作业机器人自主完成上述过程时，所述控制数据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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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带电作业机器人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根据各机械臂与作业对象的相对位置以及作

业任务动作序列，使用笛卡尔空间路径规划方法规划出各机械臂的空间路径，然后根据空

间路径解算出各机械臂关节运动的角度期望值。

[0040] 本发明方法能够在不断电不带负荷的情况下通过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机械臂对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带电更换，避免了停电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幅度减少停电时间，提高供

电可靠率，缓解用电投诉矛盾。本发明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代替人进行带电作业，相比于绝

缘杆作业法具有更加丰富的功能。本发明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相比于绝缘手套作业法能免

于考虑电弧产生时对人体的灼伤和触电危险、高空坠落问题。本发明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

由操作人员摇杆控制，对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要求小，减少了作业强度大出现人为失误的

情况，大大提高了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性，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309358 A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109309358 A

10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109309358 A

1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2

CN 109309358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