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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

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其包括刀口相对

应设置且上下水平布设的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

以及驱动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的修剪机

器手驱动机构。工作时，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

形成“剪刀”对树枝进行修剪，不管是软的还是硬

的树枝，均是双向夹攻一剪即断，可有效剪断树

枝，修剪效率较高。而且，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

动，它们的反扭矩可以互相抵消，架空输电线路

不会受第一、第二刀片带来的扭矩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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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刀口相对

应设置且上下水平布设的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以及驱动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的

修剪机器手驱动机构；

所述修剪机器手驱动机构包括第一转轴、第二转轴、第一刀盘和第二刀盘，所述第二转

轴同轴活动穿套于所述第一转轴内且下端伸出所述第一转轴的下端部，所述第一、第二转

轴转动方向相反，所述第一、第二刀盘上下水平设置且分别与所述第一、第二转轴的下端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分别安装于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

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均呈半月形，均具有安装端和自由端，且所述第一、第二刀片的安

装端分别对应铰接于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分别开设有供

容置所述第一、第二刀片的容置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安装端的刀面宽度比所述自由端的刀面宽度窄。

3.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

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均有两片以上，各所述第一刀片刀口方向一致，各

所述第二刀片也刀口方向一致，且各所述第一刀片与各所述第二刀片于水平面上依次交错

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其特

征在于：各所述第一刀片于所述第一刀盘上对称分布，各所述第二刀片于所述第二刀盘上

对称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修剪系统通过V型绝缘臂活动悬挂于移动机体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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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架空输电线路通道维护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架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

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乡工、农业的不断发展，输电线路通道内新增植树等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

行为仍将会不断出现。电力部门线路通道维护工作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林电矛盾一直是

输电线路安全可靠运行的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优质供电的要求以及砍伐树木的排场费用

越来越高，造成林电矛盾问题越来越凸出，给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很大的隐患。

[0003] 随着电网密度逐年增大，树线矛盾已日益突出，每年因树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越来越大，带来的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老难题，正引来越来越多的新关注。

[0004] 而现有的人工砍伐树木的困难如下：

[0005] 1、村民的协调难度大：村民索取高额赔偿造成了协调难，一些村民为了一己之私

不服协调，置人身与电网安全于不顾，不管是先有线路后有树，还是先有树后有线路，他们

都态度蛮横地百般阻挠电力部门砍伐线下树木，并漫天要价，谋求高额赔偿。

[0006] 2、赔付费用高昂：每株树木数十到数千元不等。

[0007] 3、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有些树枝接近输电线路，安全距离不够，在没有停电作业

条件下，人员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树林经常会有马蜂窝，一旦惊动，就会出现重大人员

伤亡事故。

[0008] 4、砍伐难度很高：很多地方斗篷车无法到达，人工砍伐很难。

[0009] 为了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中国专利201510277573.3公开了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

路带电作业树枝修剪机器人，以代替人工作业，解决高压线路通道维护问题。其包括机器人

作业平台，固定在机器人作业平台上的主轴驱动箱，与主轴驱动箱固定连接的重心调节装

置，与重心调节装置连接的操作臂摆动关节以及设置在操作臂摆动关节末端的末端工具；

其中：所述机器人作业平台，包括机体，机械臂，行走轮，夹持夹爪，等电位轮，压紧轮；所述

机械臂以反对称等距离形式布置在机体两侧，上端连接行走轮和夹线夹爪；等电位轮布置

在夹线夹爪的一侧；所述压紧轮布置在机械臂上与丝杆螺母结构连接，电机驱动丝杆螺母

机构，带动压紧轮，在机械臂纵向方向进行直线运动，压紧导线；所述驱动箱通过螺钉连接

悬挂在机体的中间；所述主轴驱动箱包括驱动箱箱体，主轴，主轴传动涡轮，蜗杆，键，主轴

驱动电机，重心调节涡轮，重心调节电机，传动齿轮，齿轮端盖，轴承端盖，主轴偏心套，箱体

盖板；所述主轴垂直于箱体地面布置于主轴驱动箱中，通过键与涡轮连接，由蜗轮蜗杆机构

驱动主轴的旋转；所述蜗杆横向布置于主轴传动箱中，通过一对外啮合齿轮传动，由电机驱

动；蜗杆两端由箱体侧壁通过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托起，将承受的反作用力直接传递到机体

上；所述涡轮被主轴穿透，由圆锥滚子轴承隔离主轴并托起主轴，保证涡轮在蜗杆驱动下，

可以绕主轴独立旋转与主轴无摩擦；所述主轴偏心套穿透箱体盖板，与机体通过螺钉固接；

偏心套在主轴上端通过滚动轴承，限定主轴不会两侧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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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末端工具包括俯仰关节，夹持关节，横移关节，直流电锯；所述末端工具通过

螺钉连接在绝缘臂末端；随绝缘臂一起摆动；俯仰关节安装在绝缘操作臂的末端，俯仰关节

的连杆末端安装有夹持机构，由与之相连的丝杆螺母机构上的俯仰电机驱动，横移关节和

直流电锯安装在夹持关节末端；所述俯仰关节包括俯仰电机，俯仰丝杆，俯仰螺母，电机接

盘，俯仰拉杆，俯仰基座；所述的俯仰拉杆由丝杆螺母结构驱动，随着螺母的纵向移动做伸

缩运动；所述夹持关节包括夹持基座，传感器贴片，夹爪电机，夹爪丝杆，电机端盖，电机接

盘，夹持销，夹爪螺母，夹持连杆，夹持夹爪组成；夹持丝杆螺母机构由电机驱动，进行直线

运动；夹持夹爪通过夹爪连杆与夹爪螺母连接，并随着螺母的前后移动，进行夹爪张开与夹

持动作；夹持基座尾端和俯仰基座铰接，前端和俯仰拉杆铰接；并随着俯仰拉杆的伸缩运动

实现夹持关节的俯仰，实现末端姿态调整；所述横移关节包括横移基座，横移电机，横移丝

杆，横移螺母，传动齿轮，齿轮端盖，导轨，滑台，横移滑座；横移关节由电机通过外啮合齿轮

传动，驱动丝杆螺母做横向直线移动；螺母带动滑台，实现滑台的横向移动；横移基座连接

夹持基座和横移滑座，横移基座内安装有横移丝杆和横移螺母，丝杆与电机之间通过一对

齿轮传动，由齿轮端盖密封；横移基座上安装有导轨，横移滑座在横移螺母的带动下沿导轨

做横向移动；所述电锯为直流电锯，通过末端自带的直流电源驱动；所述电锯固接在横移滑

台下端，随着滑台横移实现电锯的进给运动。

[0011] 另外，中国专利201510279013.1公开了一种架空输电线路通道内树竹自动削剪系

统，其包括无人直升机模块(1)、油锯模块(3)和地面控制模块(4)；所述无人直升机模块(1)

包括机身、激光测距单元和机上控制单元；所述激光测距单元与机上控制单元相连；所述油

锯模块(3)包括油锯主体及油锯控制单元；所述无人直升机模块(1)的机身的底部通过连接

构架(2)吊接油锯模块(3)，所述无人直升机模块(1)的机上控制单元通过数据线连接油锯

模块(3)的油锯控制单元；所述地面控制模块(4)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无人直升机模块(1)

的机上控制单元通信连接；所述地面控制模块(4)用于远程控制或地面遥控无人直升机模

块(1)的飞行状态和油锯模块(3)的工作状态。

[0012] 上述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树枝修剪机器人和一种架空输电线路通道内树

竹自动削剪系统，采用直流电锯或油锯作为修剪树枝的工具，这种锯类的工具在使用上存

在如下问题：

[0013] 1、若树枝较细较柔软，电锯或油锯会拂过树枝前进，无法有效剪断树枝。

[0014] 2、若树枝较粗较坚硬时，电锯或油锯没有保护措施，一味地往前锯，容易导致电锯

或油锯损坏，甚至损坏修剪机器人的其他部件。

[0015] 3、电锯或油锯在修剪树枝时进给速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修剪效率较低。

[0016] 4、电锯或油锯工作时是单向运动，架空输电线路易受电锯或油锯所带来的扭矩力

的影响。

[0017] 鉴于现有的树枝修剪机器人的上述缺陷，申请人对树枝修剪机器人进行深入的研

究，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1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

其具有可有效剪断树枝、修剪效率较高的特点，并且架空输电线路不受修剪工具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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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力的影响。

[001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20] 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包括刀口相对应设置且上

下水平布设的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以及驱动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的修剪机器手

驱动机构。

[0021] 所述修剪机器手驱动机构包括第一转轴、第二转轴、第一刀盘和第二刀盘，所述第

二转轴同轴活动穿套于所述第一转轴内且下端伸出所述第一转轴的下端部，所述第一、第

二转轴转动方向相反，所述第一、第二刀盘上下水平设置且分别与所述第一、第二转轴的下

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分别安装于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

[0022] 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均呈半月形，均具有安装端和自由端，且所述第一、第二刀片

的安装端分别对应铰接于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所述第一、第二刀盘的周沿分别开设

有供容置所述第一、第二刀片的容置槽。

[0023] 所述安装端的刀面宽度比所述自由端的刀面宽度窄。

[0024] 所述第一、第二刀片均有两片或两片以上，各所述第一刀片刀口方向一致，各所述

第二刀片也刀口方向一致，且各所述第一刀片与各所述第二刀片于水平面上依次交错设

置。

[0025] 各所述第一刀片于所述第一刀盘上对称分布，各所述第二刀片于所述第二刀盘上

对称分布。

[0026] 所述修剪系统通过V型绝缘臂活动悬挂于所述移动机体的下部。

[0027]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的修剪系统，

工作时，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形成“剪刀”对树枝进行修剪，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树枝，

均是双向夹攻一剪即断，可有效剪断树枝，修剪效率较高。而且，第一、第二刀片反向转动，

它们的反扭矩可以互相抵消，架空输电线路不会受第一、第二刀片带来的扭矩力的影响。

[002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半月形的第一、第二刀片不用时可收置于第一、第二刀盘的周

沿的容置槽内。而且，第一、第二刀片铰接式安装，工作时通过转动的离心力自动张开刀片，

当遇到较粗较硬的树枝时，若无法剪断，刀片会自动退回自我保护，不会损坏刀片和其他部

件。

[002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第一、第二刀片安装端的刀面宽度比自由端的刀面宽度窄，工

作时可获得较大的惯性力，使得刀片更容易张开。

[003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第一、第二刀片均有两片或两片以上，刀盘每转过一周，第一、

第二刀片可形成四次或四次以上的“剪刀”，提高了修剪效率。

[003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修剪系统通过V型绝缘臂活动悬挂于所述移动机体的下方，一

方面实现了修剪系统与架空输电线路之间的绝缘，另一方面通过V型绝缘臂于移动机体的

下方形成稳固的三角形，起到稳定修剪系统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移动机体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移动机体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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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4为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移动机体另一角度的背面结构示

意图；

[0036] 图5为本发明的修剪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本发明的修剪系统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7为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修剪树枝机器人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如图1-7所示，

包括控制系统和移动机体200，控制系统包括地面控制系统11和机载控制系统12，机载控制

系统12包括牵引车控制模块121和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牵引车控制模块121安装于移

动机体200上，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安装于下述修剪系统600上，牵引车控制模块121和

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分别通过无线数传单元与地面控制系统11实现数据交互和通信。

[0040] 移动机体200上设有第一电池组300和驱动移动机体200在架空输电线路400上行

走的行走系统500。由第一电池组300为行走系统500和牵引车控制模块121供电；由牵引车

控制模块121控制行走系统500的工作，由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控制下述修剪系统600的

工作。

[0041] 移动机体200具有安装平台21和安装背板22，安装平台21水平设置，安装背板22垂

直连接于安装平台21与架空输电线路400相平行的一侧。第一电池组300安装于安装平台21

的中部。

[0042] 本发明中，为了便于表述，以图1中的箭头所指方向为前，与前相背向的为后。移动

机体200以图2所示的一面为正面，以图3所示的一面为背面。

[0043] 行走系统500设有行走单元51和与此行走单元51的行走轮共同压紧架空输电线路

400的压紧单元52。

[0044] 行走单元51包括分别安装于安装背板22上的第一直流电机511、前行走轮512、后

行走轮513和齿轮组，直流电机511、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轮513安装于安装背板22的正面

上，齿轮组安装于安装背板22的背面上。齿轮组包括主动齿轮514、传动齿轮515、第一从动

齿轮516和第二从动齿轮517，第一直流电机511的输出轴连接主动齿轮514，传动齿轮515分

别与主动齿轮514、第一从动齿轮516和第二从动齿轮517相啮合，第一从动齿轮516和第二

从动齿轮517的轮轴分别连接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轮513的轮轴。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轮

513分别设有供架设于架空输电线路400上V型轮槽。

[0045] 压紧单元52包括至少一个位于架空输电线路下方的压紧轮521和将此压紧轮521

压在架空输电线路400下侧的弹力压紧机构。压紧轮521设有供压设于架空输电线路400下

侧的V型轮槽。本实施例中，压紧轮521有一个，此压紧轮521于前后方向上位于前行走轮512

与后行走轮513之间的中部位置。当然，也可分别为前行走轮512与后行走轮513设置压紧轮

和弹力压紧机构。

[0046] 弹力压紧机构包括压缩弹簧522和与压紧轮521的轮轴同轴设置的连杆523，安装

背板22开设有竖向设置的条形通孔221，条形通孔221的下部具有扩径段，连杆523活动穿设

于条形通孔221内，连杆523的第一端伸出至安装背板22的正面，连杆523的第二端伸出至安

装背板22的背面，连杆523的第一端与第二端之间具有与安装背板22进行铰接的铰接部，此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05746198 B

6



铰接部位于条形通孔221的上下两端之间的合适位置上；压缩弹簧522位于安装背板22的背

面，压缩弹簧522的下端固定安装在安装背板22上且位于连杆523的下方，压缩弹簧522的上

端连接于连杆523的第二端，压紧轮521的轮轴枢接于连杆523的第一端。

[0047] 移动机体200具有挂钩23，挂钩23具有钩部231和杆部232，挂钩的钩部231高出安

装背板22，挂钩的杆部232的上部沿其长度方向开设有限位孔2321，限位孔2321的前后两侧

分别设有开具穿孔的安装片，一销钉(图中未示出)穿过此两个安装片的穿孔并活动穿设于

限位孔2321内。挂钩的杆部232下端与连杆523的第二端相铰接。

[0048] 行走系统500还设有防止移动机体200从架空输电线路400上跌落的防跌落机构。

本实施例中，防跌落机构采用分别设置于安装背板22前后两侧的机械手53、54，工作时，机

械手53、54的手爪531、541呈闭环状虚扣在架空输电线路400的相应部位上。

[0049] 本发明中的机械手采用公知的机械手，只要其能满足在控制指令的控制下实现机

械手的手爪张开或闭合成环状虚扣在输电线路上即可。

[0050] 修剪系统600包括刀口相对应设置且上下水平布设的第一刀片61和第二刀片62，

驱动第一、第二刀片61、62反向转动的修剪机器手驱动机构63，以及第二电池组64。由第二

电池组64为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和修剪系统600供电。当然，本发明中，也可由第一电池

组300为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和修剪系统600供电；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可安装于移

动机体200上也可安装于修剪系统600上。

[0051] 具体地：

[0052] 修剪系统600设有安装座60，安装座60呈框架结构，具有上层601和下层602，第二

电池组64安装于上层601的中部。安装座60通过V型绝缘臂700活动悬挂于移动机体200的下

方，具体地，V型绝缘臂700的两臂的上端分别活动铰接在安装平台21的底部的前后两侧，安

装座60的顶部设有活动连接组件65，活动连接组件65包括依次由下而上设置的基座651、连

接座652和连接座653，连接座653呈三角状，底边在上，顶角在下，V型绝缘臂700的两臂的下

端分别铰接于连接座653的底边的两端(连接座653的底边的两端之间很靠近，使得绝缘臂

呈V型)，连接座653的顶角处铰接于连接座652的上部，连接座652的下部与基座651相铰接。

[0053] 修剪机器手驱动机构63包括第二直流电机630、第三直流电机631、第一齿轮632、

第二齿轮633、第三齿轮634、第四齿轮635、第一转轴636、第二转轴637、第一刀盘638和第二

刀盘639。

[0054] 第二直流电机630和第三直流电机631安装于上层601内分设于第二电池组64的两

侧，第二直流电机630和第三直流电机631的输出轴分别穿过上层601的底板伸至下层602内

并分别连接第一齿轮632和第二齿轮633，第三齿轮634和第四齿轮635分别与第一齿轮632

和第二齿轮633相啮合。第二转轴637同轴活动穿套于第一转轴636内且下端伸出第一转轴

636的下端部，第一、第二刀盘638、639上下水平设置且分别与第一、第二转轴636、637的下

端固定连接。第二直流电机630、第三直流电机631的输出轴在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的控

制下反向转动，通过第一齿轮632和第三齿轮634、第二齿轮633和第四齿轮635的传动，带动

第一、第二转轴636、637反向转动，从而实现第一、第二刀盘638、639反向转动。

[0055] 第一、第二刀盘638、639的周沿分别开设有供容置第一、第二刀片61、62的环形容

置槽6381、6391。第一、第二刀片61、62均呈半月形，均具有安装端和自由端，且安装端的刀

面宽度比自由端的刀面宽度窄。第一、第二刀片61、62的安装端分别对应铰接于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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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盘的环形容置槽6381、6391内。

[0056] 本发明中，第一、第二刀片61、62可均只有一片，工作时，第一、第二刀盘638、639每

转过一周，第一、第二刀片61、62形成一次“剪刀”。

[0057] 作为一个较佳的实施例，第一、第二刀片61、62均有两片，各第一刀片61刀口方向

一致且于第一刀盘638上对称分布，各第二刀片62也刀口方向一致且于第二刀盘639上对称

分布，且各第一刀片61与各第二刀片62于水平面上依次交错设置。此实施例中，工作时，第

一、第二刀盘638、639每转过一周，第一、第二刀片61、62形成四次“剪刀”。

[0058] 作为改进的实施例，第一、第二刀片61、62可有两片以上，各刀片的设置与上述各

有两片刀片的实施例类似。

[0059] 使用本发明修剪系统的用于架空输电线路的自动修剪树枝机器人，工作原理如

下：

[0060] 安装时，工人通过挂钩23吊起整个修剪树枝机器人，此时挂钩23将连杆523的第二

端向上提，压缩弹簧522被向上拉伸，压紧轮512向下摆，便于工人将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

轮513架设于架空输电线路400，当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轮513架设完成，松开挂钩23，此时

连杆523的第二端被压缩弹簧522的回复力向下拉，将压紧轮512向上压紧在架空输电线路

400下侧，从而完成修剪树枝机器人的安装工作。拆卸时，工人再次通过挂钩23吊起整个修

剪树枝机器人，就可松开压紧512卸下整个修剪树枝机器人，安装拆卸过程十分简单。

[0061] 工作时，地面控制系统11通过无线数传单元分别发出工作指令给牵引车控制模块

121和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牵引车控制模块121和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分别按照设

定时序控制行走系统500和修剪系统600工作。具体地：

[0062] 牵引车控制模块121得到工作指令，输出控制信号，第一直流电机511得到控制信

号开始工作，第一直流电机511的输出轴带动主动齿轮514转动，主动齿轮514通过传动齿轮

515分别带动第一从动齿轮516和第二从动齿轮517转动，从而带动前行走轮512和后行走轮

513在架空输电线路400上行走，最终实现移动机体200在架空输电线路400上行走。

[0063] 原始状态时，机械手53、54的手爪531、541呈松开状态，工作时，牵引车控制模块

121输出控制信号给机械手53、54，机械手53、54开始工作，其手爪531、541分别形成闭环状

虚扣在架空输电线路400的相应部位上。

[0064] 修剪机器手控制模块122得到工作指令，输出控制信号，第二、第三直流电机630、

631得到控制信号开始工作，第二、第三直流电机630、631的输出轴反向转动且分别带动第

一、第二齿轮632、633转动，第一、第二齿轮632、633分别带动第三、第四齿轮634、635转动，

从而分别带动第一、第二转轴636、637反向转动，再通过第一、第二转轴636、637带动第一、

第二刀盘638、639反向转动，第一、第二刀盘638、639转动时，铰接在第一、第二刀盘638、639

的环形容置槽6381、6391内的第一、第二刀片61、62由于离心力被甩出张开，在第一、第二刀

盘638、639反向转动的驱动下，每次第一、第二刀片61、62相遇时均形成一次“剪刀”，对位于

架空输电线路400通道内的树枝进行修剪。

[0065] 由于第一、第二刀片61、62采用铰接方式进行安装，当遇到较粗较硬的树枝无法剪

断时，第一、第二刀片61、62会自动退回自我保护。

[0066]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可以在安装背板22的上部设置有摄像单元，此摄像单元与牵

引车控制模块121相连接。通过此摄像单元可实时监控行走系统和修剪系统的工作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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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传到地面控制系统，由地面工作人员根据传回的数据做相应的处理。

[0067]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形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现有技术对本发明做出各种形式的变形，这些均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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