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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

的驱动装置，包括机架、直线导轨、驱动电机、固

定板、齿轮、滚动轴承、定位块、丝杠、方形架、丝

杠螺母轴、行走轮、行走电机、直线电机等；本发

明结构简单，质量轻；同时运动控制简单，易于实

现，成对使用时可实现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

机器人在高压缆线上行走与避障功能，解决高压

缆线间隔棒运输与辅助安装问题，提高高压缆线

安装效率，减轻安装工人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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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的驱动装置，其特征是包括机架（1），第一

直线导轨（2），第二直线导轨（3），第一驱动电机（4），第一固定板（5），第一齿轮（6），第二齿

轮（7），第一螺母（8），第一滚动轴承（9），第一定位块（10），第一丝杠（11），第一方形架（12），

第一丝杠螺母轴（13），第一行走轮（14），第一行走电机（15），第一直线电机（16），第一直线

电机螺母（17）；第二驱动电机（18），第二固定板（19），第三齿轮（20），第四齿轮（21），第二螺

母（22），第二滚动轴承（23），第二定位块（24），第二丝杠（25），第二方形架（26），第二丝杠螺

母轴（27），第二直线电机（28），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第二行走电机（30），第二行走轮

（31）；第三驱动电机（42），第三固定板（43），第五齿轮（44），第六齿轮（45），第三螺母（46），

第三滚动轴承（47），第三定位块（48），第三丝杠（49），第三方形架（50），第三丝杠螺母轴

（51），第三直线电机（52），第三直线电机螺母（53），第三行走电机（54），第三行走轮（55）；第

四驱动电机（56），第四固定板（57），第七齿轮（58），第八齿轮（59），第四螺母（60），第四滚动

轴承（61），第四定位块（62），第四丝杠（63），第四方形架（64），第四丝杠螺母轴（65），第四直

线电机（66），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7），第四行走电机（68），第四行走轮（69）；

第一直线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固定于机架（1）上，第一方形架（12）与第一直线

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联接，第一驱动电机（4）固定于第一固定板（5）上，且其轴与第

一齿轮（6）固定联接，第二齿轮（7）与第一齿轮（6）啮合，且与第一丝杠（11）固定联接，第一

丝杠（11）与第一螺母（8）及第一滚动轴承（9）联接，第一滚动轴承（9）装在第一定位块（10）

中，第一定位块（10）与第一固定板（5）和第一方形架（12）固定联接；  第一丝杠螺母轴（13）

与第一丝杠（11）联接，第一行走电机（15）固定在第一丝杠螺母轴（13）上，且与第一行走轮

（14）固定联接；第一直线电机（16）固定于机架（1）上，其轴与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7）联接，

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7）与第一方形架（12）固定联接；

第二方形架（26）与第一直线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联接，第二驱动电机（18）固定

于第二固定板（19）上，且其轴与第三齿轮（20）固定联接，第四齿轮（21）与第三齿轮（20）啮

合，且与第二丝杠（25）固定联接，第二丝杠（25）与第二螺母（22）及第二滚动轴承（23）联接，

第二滚动轴承（23）装在第二定位块（24）中，第二定位块（24）与第二固定板（19）和第二方形

架（26）固定联接；第二丝杠螺母轴（27）与第二丝杠（25）联接，第二行走电机（30）固定在第

二丝杠螺母轴（27）上，且与第二行走轮（31）固定联接，第二直线电机（28）固定于机架（1）

上，其轴与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联接，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与第二方形架（26）固定联

接；

第三方形架（50）与第三直线导轨（41）和第四直线导轨（40）联接，第三驱动电机（42）固

定于第三固定板（43）上，且其轴与第五齿轮（44）固定联接，第六齿轮（45）与第五齿轮（44）

啮合，且与第三丝杠（49）固定联接，第三丝杠（49）与第三螺母（46）及第三滚动轴承（47）联

接，第三滚动轴承（47）装在第三定位块（48）中，第三定位块（48）与第三固定板（43）和第三

方形架（50）固定联接；第三丝杠螺母轴（51）与第三丝杠（49）联接，第三行走电机（54）固定

在第三丝杠螺母轴（51）上，且与第三行走轮（55）固定联接；

第四方形架（64）与第三直线导轨（41）和第四直线导轨（40）联接，第四驱动电机（56）固

定于第四固定板（57）上，且其轴与第七齿轮（58）固定联接，第八齿轮（59）与第七齿轮（58）

啮合，且与第四丝杠（63）固定联接，第四丝杠（63）与第四螺母（60）及第四滚动轴承（61）联

接，第四滚动轴承（61）装在第四定位块（62）中，第四定位块（62）与第四固定板（57）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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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架（64）固定联接；第四丝杠螺母轴（65）与第四丝杠（63）联接，第四行走电机（68）固定

在第四丝杠螺母轴（65）上，且与第四行走轮（69）固定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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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的驱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

驱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缆线的架设是实现缆线电力输送的前提，而高压缆线架设时各缆线间必须用

间隔棒将缆线分隔开来，因此，间隔棒的运输与安装是高压缆线架设的关键技术。目前，间

隔棒的运输与安装主要是采用人工背负的方式实现间隔运输与安装，工人劳动强度大，因

体力限制和间隔棒重量原因，工人每次能够背负的间隔棒数量很少，且安装时体力消耗大，

导致安装效率低。采用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技术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而

采用机器人技术首先要解决的驱动问题，为此，提出一种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

器人驱动装置，实现通过机器人技术解决高压缆线间隔棒运输与辅助安装问题，提高高压

缆线安装效率，减轻安装工人劳动强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高压缆线辅助安装机器人提供一种驱动装置，以实现该机器人

在高压缆线上行走、避障功能。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所述的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的驱动装置，包括机架(1)，第

一直线导轨(2)，第二直线导轨(3)，第一驱动电机(4)，第一固定板(5)，第一齿轮(6)，第二

齿轮(7)，第一螺母(8)，第一滚动轴承(9)，第一定位块(10)，第一丝杠(11)，第一方形架

(12)，第一丝杠螺母轴(13)，第一行走轮(14)，第一行走电机(15)，第一直线电机(16)，第一

直线电机螺母(17)；第二驱动电机(18)，第二固定板(19)，第三齿轮(20)，第四齿轮(21)，第

二螺母(22)，第二滚动轴承(23)，第二定位块(24)，第二丝杠(25)，第二方形架(26)，第二丝

杠螺母轴(27)，第二直线电机(28)，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第二行走电机(30)，第二行走

轮(31)；第三驱动电机(42)，第二固定板(43)，第五齿轮(44)，第六齿轮(45)，第三螺母

(46)，第三滚动轴承(47)，第三定位块(48)，第三丝杠(49)，第三方形架(50)，第三丝杠螺母

轴(51)，第三直线电机(52)，第三直线电机螺母(53)，第三行走电机(54)，第三行走轮(55)；

第四驱动电机(56)，第四固定板(57)，第七齿轮(58)，第八齿轮(59)，第四螺母(60)，第四滚

动轴承(61)，第四定位块(62)，第四丝杠(63)，第四方形架(64)，第四丝杠螺母轴(65)，第四

直线电机(66)，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7)，第四行走电机(68)，第四行走轮(69)。

[0006] 各部分连接关系如下：

[0007] 第一直线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固定于机架(1)上，第一方形架(12)与第一

直线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联接，第一驱动电机(4)固定于第一固定板(5)上，且其轴

与第一齿轮(6)固定联接，第二齿轮(7)与第一齿轮(6)啮合，且与第一丝杠(11)固定联接，

第一丝杠(11)与第一螺母(8)及第一滚动轴承(9)联接，第一滚动轴承(9)装在第一定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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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第一定位块(10)与第一固定板(5)和第一方形架(12)固定联接；第一丝杠螺母轴

(13)与第一丝杠(11)联接，第一行走电机(15)固定在第一丝杠螺母轴(13)上，且与第一行

走轮(14)固定联接；第一直线电机(16)固定于机架(1)上，其轴与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7)联

接，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7)与第一方形架(12)固定联接。

[0008] 第二方形架(26)与第一直线导轨(2)和第二直线导轨(3)联接，第二驱动电机(18)

固定于第二固定板(19)上，且其轴与第三齿轮(20)固定联接，第四齿轮(21)与第三齿轮

(20)啮合，且与第二丝杠(25)固定联接，第二丝杠(25)与第二螺母(22)及第二滚动轴承

(23)联接，第二滚动轴承(23)装在第二定位块(24)中，第二定位块(24)与第二固定板(19)

和第二方形架(26)固定联接；第二丝杠螺母轴(27)与第二丝杠(25)联接，第二行走电机

(31)固定在第一丝杠螺母轴(27)上，且与第二行走轮(30)固定联接，第二直线电机(28)固

定于机架(1)上，其轴与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联接，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与第二方形架

(26)固定联接；

[0009] 第三方形架(50)与第三直线导轨(41)和第四直线导轨(40)联接，第三驱动电机

(42)固定于第三固定板(43)上，且其轴与第五齿轮(44)固定联接，第六齿轮(45)与第五齿

轮(44)啮合，且与第三丝杠(49)固定联接，第三丝杠(49)与第三螺母(46)及第三滚动轴承

(47)联接，第三滚动轴承(47)装在第三定位块(48)中，第三定位块(48)与第三固定板(43)

和第三方形架(50)固定联接；第三丝杠螺母轴(51)与第三丝杠(49)联接，第三行走电机

(54)固定在第三丝杠螺母轴(51)上，且与第三行走轮(55)固定联接；

[0010] 第四方形架(64)与第三直线导轨(41)和第四直线导轨(40)联接，第四驱动电机

(56)固定于第四固定板(57)上，且其轴与第七齿轮(58)固定联接，第八齿轮(59)与第七齿

轮(58)啮合，且与第四丝杠(63)固定联接，第四丝杠(63)与第四螺母(60)及第四滚动轴承

(61)联接，第四滚动轴承(61)装在第四定位块(62)中，第四定位块(62)与第四固定板(57)

和第四方形架(64)固定联接；第四丝杠螺母轴(65)与第四丝杠(63)联接，第四行走电机

(68)固定在第四丝杠螺母轴(65)上，且与第四行走轮(69)固定联接；

[0011] 该装置成对使用时，可实现高压缆线辅助安装机器人在高压缆线上行走与避障功

能。

[0012] 本发明所述的用于高压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的驱动装置在高压缆线上行

走与避障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0013] 步骤1：当高压缆线辅助安装机器人位于缆线下方时，第一直线电机(16)驱动第一

直线电机螺母(17)，使第一方形架(12)及第一行走轮(14)处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八高

压缆线(39)之间，第一驱动电机(4)驱动第一齿轮(6)和第二齿轮(7)，使第一丝杠(11)旋

转，驱动第一丝杠轴(13)向上运动至第一行走轮(14)高于第八高压缆线(39)位置；接着，第

一直线电机(16)再驱动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7)带动第一方形架(12)及第一行走轮(14)位

于第八高压缆线(39)上方；最后，第一驱动电机(4)驱动第一齿轮(6)和第二齿轮(7)使第一

丝杠(10)反向旋转，驱动第一丝杠轴(13)向下运动至第一行走轮(14)压在第八高压缆线

(39)上。

[0014] 步骤2：第二直线电机(28)驱动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使第二方形架(26)及第二

行走轮(31)处于第二高压缆线(33)与第三高压缆线(34)之间，第二驱动电机(18)驱动第三

齿轮(20)和第四齿轮(21)，使第二丝杠(25)旋转，驱动第二丝杠轴(27)向上运动至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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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轮(31)高于第三高压缆线(34)位置；接着，第二直线电机(28)再驱动第二直线电机螺母

(29)带动第二方形架(26)及第二行走轮(31)位于第三高压缆线(34)上方；最后，第二驱动

电机(18)驱动第三齿轮(20)和第四齿轮(21)使第二丝杠(25)反向旋转，驱动第二丝杠轴

(27)向下运动至第二行走轮(31)压在第三高压缆线(34)上。

[0015] 步骤3：第三直线电机(52)驱动第三直线电机螺母(53)，使第三方形架(50)及第三

行走轮(55)处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二高压缆线(33)之间，第三驱动电机(42)驱动第五

齿轮(44)和第六齿轮(45)，使第三丝杠(49)旋转，驱动第三丝杠轴(51)向上运动至第三行

走轮(55)高于第一高压缆线(32)位置；接着，第三直线电机(52)再驱动第三直线电机螺母

(53)带动第三方形架(50)及第三行走轮(55)位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上方；最后，第三驱动

电机(42)驱动第五齿轮(44)和第六齿轮(45)使第三丝杠(49)反向旋转，驱动第三丝杠轴

(51)向下运动至第三行走轮(55)压在第一高压缆线(32)上。

[0016] 步骤4：第四直线电机(66)驱动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7)，使第四方形架(64)及第四

行走轮(69)处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二高压缆线(33)之间，第四驱动电机(56)驱动第七

齿轮(58)和第八齿轮(59)，使第四丝杠(63)旋转，驱动第四丝杠轴(65)向上运动至第四行

走轮(69)高于第二高压缆线(33)位置；接着，第四直线电机(66)再驱动第四直线电机螺母

(67)带动方形架(64)及第四行走轮(69)位于第二高压缆线(33)上方；最后，第四驱动电机

(56)驱动第七齿轮(58)和第八齿轮(59)使第四丝杠(63)反向旋转，驱动第四丝杠轴(65)向

下运动至第四行走轮(69)压在第二高压缆线(33)上。

[0017] 步骤5：当所有驱动轮都压在对应的高压缆线上后，第一行走电机(15)、第二行走

电机(30)、第三行走电机(54)和第四行走电机(68)启动，驱动第一行走轮(14)、第二行走轮

(31)、第三行走轮(55)和第四行走轮(69)在第八高压缆线(39)、第三高压缆线(34)、第一高

压缆线(32)和第二高压缆线(33)上行走，从而实现在高压缆线上行走的功能。

[0018] 本发明结构简单，质量轻；同时运动控制简单，易于实现，成对使用时可实现高压

缆线间隔棒辅助安装机器人在高压缆线上行走与避障功能，解决高压缆线间隔棒运输与辅

助安装问题，提高高压缆线安装效率，减轻安装工人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前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后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侧视图。

[0022] 其中，1为机架，2为第一直线导轨，3为第二直线导轨，4为第一驱动电机，5为第一

固定板，6为第一齿轮，7为第二齿轮，8为第一螺母，9为第一滚动轴承，10为第一定位块，11

为第一丝杠，12为第一方形架，13为第一丝杠螺母轴，14为第一行走轮，15为第一行走电机，

16为第一直线电机，17为第一直线电机螺母；18为第二驱动电机，19为第二固定板，20为第

三齿轮，21为第四齿轮，22为第二螺母，23为第二滚动轴承，24为第二定位块，25为第二丝

杠，26为第二方形架，27为第二丝杠螺母轴，28为第二直线电机，29为第二直线电机螺母，30

为第二行走轮，31为第二行走电机，42为第三驱动电机，43为第二固定板，44为第五齿轮，45

为第六齿轮，46为第三螺母，47为第三滚动轴承，48为第三定位块，49主第三丝杠，50为第三

方形架，51为第三丝杠螺母轴，52为第三直线电机，53为第三直线电机螺母，54为第三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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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55为第三行走轮；56为第四驱动电机，57为第四固定板，58为第七齿轮，59为第八齿

轮，60为第四螺母，61为第四滚动轴承，62为第四定位块，63为第四丝杠，64为第四方形架，

65为第四丝杠螺母轴，66为第四直线电机，67为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8为第四行走电机，69

为第四行走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当高压缆线辅助安装机器人位于缆线下方时，第一直线电机16驱动第

一直线电机螺母17，使第一方形架12及第一行走轮14处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八高压缆线

39之间，第一驱动电机4驱动第一齿轮6和第二齿轮7，使第一丝杠11旋转，驱动第一丝杠轴

13向上运动至第一行走轮14高于第八高压缆线39位置；接着，第一直线电机16再驱动第一

直线电机螺母17带动第一方形架12及第一行走轮14位于第八高压缆线39上方；最后，第一

驱动电机4驱动第一齿轮6和第二齿轮7使第一丝杠10反向旋转，驱动第一丝杠轴13向下运

动至第一行走轮14压在第八高压缆线39上。

[0025] 第二直线电机28驱动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使第二方形架26及第二行走轮31处于

第二高压缆线33与第三高压缆线34之间，第二驱动电机18驱动第三齿轮20和第四齿轮21，

使第二丝杠25旋转，驱动第二丝杠轴27向上运动至第二行走轮31高于第三高压缆线34位

置；接着，第二直线电机28再驱动第二直线电机螺母29带动第二方形架26及第二行走轮31

位于第三高压缆线34上方；最后，第二驱动电机18驱动第三齿轮20和第四齿轮21使第二丝

杠25反向旋转，驱动第二丝杠轴27向下运动至第二行走轮31压在第三高压缆线34上。

[0026] 如图2所示，当高压缆线辅助安装机器人位于缆线下方时，第三直线电机52驱动第

三直线电机螺母53，使第三方形架50及第三行走轮55处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二高压缆线

33之间，第三驱动电机42驱动第五齿轮44和第六齿轮45，使第三丝杠49旋转，驱动第三丝杠

轴51向上运动至第三行走轮55高于第一高压缆线32位置；接着，第三直线电机52再驱动第

三直线电机螺母53带动第三方形架50及第三行走轮55位于第一高压缆线32上方；最后，第

三驱动电机42驱动第五齿轮44和第六齿轮45使第三丝杠49反向旋转，驱动第三丝杠轴51向

下运动至第三行走轮55压在第一高压缆线32上。

[0027] 第四直线电机66驱动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7，使第四方形架64及第四行走轮69处于

第一高压缆线32与第二高压缆线33之间，第四驱动电机56驱动第七齿轮58和第八齿轮59，

使第四丝杠63旋转，驱动第四丝杠轴65向上运动至第四行走轮69高于第二高压缆线33位

置；接着，第四直线电机66再驱动第四直线电机螺母67带动方形架64及第四行走轮69位于

第二高压缆线33上方；最后，第四驱动电机56驱动第七齿轮58和第八齿轮59使第四丝杠63

反向旋转，驱动第四丝杠轴65向下运动至第四行走轮69压在第二高压缆线33上。

[0028] 如图3所示，当所有驱动轮都压在对应的高压缆线上后，第一行走电机15、第二行

走电机30、第三行走电机54和第四行走电机68启动，驱动第一行走轮14、第二行走轮31、第

三行走轮55和第四行走轮69在第八高压缆线39、第三高压缆线34、第一高压缆线32和第二

高压缆线33上行走，从而实现在高压缆线上行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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