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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

器人回收装置，包括行走模块、开合模块、平衡安

全模块和对接模块。行走模块包括行走轮、行走

电机、轴承座和联轴器，联轴器贯穿轴承座，行走

轮固定在联轴器上，行走电机驱动行走轮。开合

模块包括支撑架、丝杆，支撑架左右各固定有光

杆，平衡安全模块包括U型轮、保持架和套筒，U型

轮固定在保持架上，套筒套在光杆上。对接模块

包括箱体，箱体前方固定有碰撞连接杆，丝杆与

支撑架蜗轮蜗杆连接，丝杆两端由轴承座固定安

装在箱体上，光杆固定在箱体上。本发明公开一

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结构

简单，能稳定在线路上行走，快速回收故障巡检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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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行走模块(1)开合模

块(2)、平衡安全模块(3)和对接模块(4)，所述行走模块(1)固定在所述开合模块(2)上，所

述开合模块(2)、平衡安全模块(3)固定在所述对接模块(4)上；所述行走模块(1)包括行走

轮(11)、行走电机(12)、轴承座(13)和联轴器(14)，所述联轴器(14)贯穿所述轴承座(13)，

所述行走轮(11)固定在所述联轴器(14)上，所述行走电机(12)驱动所述行走轮(11)；所述

开合模块(2)包括支撑架(21)、丝杆(22)，所述支撑架(21)左右各固定有光杆(23)；所述平

衡安全模块(3)包括U型轮(31)、保持架(32)和套筒  (33)，所述U型轮(31)固定在所述保持

架(32)上，所述套筒(33)套在所述光杆(23)上；所述对接模块(4)包括箱体(41)，所述箱体

(41)前方固定有碰撞连接杆(42)；所述丝杆(22)与支撑架(21)蜗轮蜗杆连接，所述丝杆

(22)两端由轴承座(13)固定安装在箱体(41)上，所述光杆(23)固定在所述对接模块(4)的

箱体(41)上，所述支撑架(21)下部设有一对对称的通孔(24)，所述对称的通孔(24)中间设

有丝杆连接螺母(25)，所述丝杆连接螺母(25)与丝杆(22)构成蜗轮蜗杆减速机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行走模块(1)通过轴承座(13)固定在开合模块(2)的支撑架(21)顶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光杆(23)中部通过套筒(33)连接平衡安全模块(3)，所述平衡安全模块(3)在光杆(23)上左

右滑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行走轮(11)上没有花键(15)，所述行走轮(11)为花键(15)连接开合式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U型轮(31)可拆卸。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行走轮(11)为V型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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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巡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

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的重要设施，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

脉”，其安全运行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建立。然而，由于长期的风吹

日晒，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还有鸟害，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输电线路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损伤，如不及时发现和消除，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因此，为了保证输电线路安全、稳

定地运行，需要对输电线路进行定期的巡检。

[0003] 通常的巡检方式包括人工巡检、航测法和现在刚刚起步的巡检机器人。人工巡检

费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航测法无法对线塔进行近距离检查，受天气影响，作业程序繁

琐，导致运行成本高而难以得到推广。巡检机器人是通过机器人在导线或者地线上行走，通

过在机器人本体上添加一系列的设备等近距离对线路进行巡视，代替工人进行电力线路的

巡检工作，可以有效的提高巡检作业效率和巡检精度，保证线路维护质量，是近年来高压线

巡检技术研究的热点。

[0004] 但是，巡检机器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机器故障，导致巡检机器人

在两塔之间无法返回到塔杆，造成无法回收的损失和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是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出现故障，在两塔之间无法返回到塔

杆，造成无法回收的损失和安全隐患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

回收装置，能够让机器人快速有效的在高压输电线上行走，拖回出现故障的巡检机器人，代

替人工回收。

[0006] 为了解决本发明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架空高压

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包括行走模块1、开合模块2、平衡安全模块3和对接模块4，

所述行走模块1固定在所述开合模块2上，所述开合模块2、平衡安全模块3固定在所述对接

模块4上；所述行走模块1包括行走轮11、行走电机12、轴承座13和联轴器14，所述联轴器14

贯穿所述轴承座13，所述行走轮11固定在所述联轴器14上，所述行走电机12驱动所述行走

轮11；所述开合模块2包括支撑架21、丝杆22，所述支撑架21左右各固定有光杆23；所述平衡

安全模块3包括U型轮31、保持架32和套筒33，所述U型轮31固定在所述保持架32上，所述套

筒33套在所述光杆23上；所述对接模块4包括箱体41，所述箱体41前方固定有碰撞连接杆

42；所述丝杆22与支撑架21蜗轮蜗杆连接，所述丝杆22两端由轴承座13固定安装在箱体41

上，所述光杆23固定在所述对接模块4的箱体41上，光杆23支撑整个开合模块2的重力。

[0007] 优选地，所述行走模块1通过轴承座13固定在开合模块2的支撑架21顶端。

[0008] 优选地，所述光杆23中部通过套筒33连接平衡安全模块3，所述平衡安全模块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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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杆23上左右滑动。

[0009] 优选地，所述对接模块4为单向的，与巡检机器人进行碰撞连接，如同单向钥匙扣

(安装在巡检机器人上)一样进行扣住，使巡检机器人与回收装置通过碰撞连接杆42连接在

一起。

[0010] 优选地，所述行走轮11上设有花键15，所述行走轮11为花键15连接开合式轮，通过

行走电机12驱动一半轮进行转动，然后通过花键15与另一半轮契合组合成一整轮，通过整

轮在电线上滚动来带动回收装置前行或后退。

[0011] 优选地，所述直线套筒33将保持架32与支撑架21连接在一起，直线套筒33套在光

杆23上。

[0012] 优选地，所述支撑架21下部设有一对对称的通孔24，所述对称的通孔24中间设有

丝杆连接螺母25，所述丝杆连接螺母25与丝杆22构成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相当于提供了自

锁功能。由光杆23支撑整个开合模块2的重力，丝杆22在水平方向通过光杆23带动支撑架21

左右运动，起到保护作用。

[0013] 优选地，所述U型轮31可拆卸，方便拆装。

[0014] 优选地，所述行走轮11为V型胶轮，可适应不同线径的电线，适应能力强。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获得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结构简单紧凑、重量

轻、体积小，能稳定在线路上行走，具有一定的爬坡和下坡能力。

[001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采用V型胶轮，可适应

不同线径的电线，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001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采用丝杆连接螺母与

丝杆构成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的设计，当发生故障或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具有自锁功能，防

止其从输电线上摔落，起到保护作用。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结构小巧紧凑，预留

足够的检测仪器安装空间和越障时机构与其它物体的安全间距。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立体图。

[0021] 图2为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俯视图。

[0022] 图3为行走模块立体图。

[0023] 图4为开合模块及箱体的立体图。

[0024] 图5为平衡安全模块立体图。

[0025] 图6为花键立体图。

[0026] 附图标记：1、行走模块；11、行走轮；12、行走电机；13、轴承座；14、联轴器；15、花

键；2、开合模块；21、支撑架；22、丝杆；23、光杆；24、通孔；25、丝杆连接螺母；3、平衡安全模

块；31、U型轮；32、保持架；33、套筒；4、对接模块；41、箱体；42、碰撞连接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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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参见附图1至附图5，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包括行走模块

1、开合模块2、平衡安全模块3和对接模块4，所述行走模块1固定在所述开合模块2上，所述

开合模块2、平衡安全模块3固定在所述对接模块4上；所述行走模块1包括行走轮11、行走电

机12、轴承座13和联轴器14，所述联轴器14贯穿所述轴承座13，所述行走轮11固定在所述联

轴器14上，所述行走电机12驱动所述行走轮11；所述开合模块2包括支撑架21、丝杆22，所述

支撑架21左右各固定有光杆23；所述平衡安全模块3包括U型轮31、保持架32和套筒33，所述

U型轮31固定在所述保持架32上，所述套筒33套在所述光杆23上；所述对接模块4包括箱体

41，所述箱体41前方固定有碰撞连接杆42；所述丝杆22与支撑架21蜗轮蜗杆连接，所述丝杆

22两端由轴承座13固定安装在箱体41上，所述光杆23固定在所述对接模块4的箱体41上，光

杆23支撑整个开合模块2的重力。

[0029] 进一步地，所述行走模块1通过轴承座13固定在开合模块2的支撑架21顶端。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光杆23中部通过套筒33连接平衡安全模块3，所述平衡安全模块3

在光杆23上左右滑动。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对接模块4为单向的，与巡检机器人进行碰撞连接，如同单向钥匙

扣(安装在巡检机器人上)一样进行扣住，使巡检机器人与回收装置通过碰撞连接杆42连接

在一起。

[0032] 进一步地，所述行走轮11上设有花键15，所述行走轮11为花键15连接开合式轮，通

过行走电机12驱动一半轮进行转动，然后通过花键15与另一半轮契合组合成一整轮，通过

整轮在电线上滚动来带动回收装置前行或后退。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直线套筒33将保持架32与支撑架21连接在一起，直线套筒33套在

光杆23上。

[0034]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架21下部设有一对对称的通孔24，所述对称的通孔24中间设

有丝杆连接螺母25，所述丝杆连接螺母25与丝杆22构成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相当于提供了

自锁功能。由光杆23支撑整个开合模块2的重力，丝杆22在水平方向通过光杆23带动支撑架

21左右运动，起到保护作用。

[0035] 进一步地，所述U型轮31可拆卸，方便拆装。

[0036] 进一步地，所述行走轮11为V型胶轮，可适应不同线径的电线，适应能力强。

[0037] 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的操作过程如下：

[0038] 第一步：丝杆22反向转动，使行走轮11分开，将U型轮31取下，手动装在输电线上。

[0039] 第二步：行走轮11穿过输电线后，丝杆22正向转动，行走轮11闭合，装上U型轮31。

[0040] 第三步：启动行走电机12转动，带动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

在线路上行走。

[0041] 第四步：当搜寻到巡线机器人后，与其碰撞，巡线机器人通过碰撞连接杆42与一种

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连接。

[0042] 第五步：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返回，到达就近的杆塔，将巡

线机器人回收。

[0043] 第六步：丝杆22反向转动，使行走轮11分开，将U型轮31取下，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

路巡检机器人回收装置取下。

[0044] 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之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以上实施例，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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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许多类似的改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接导出或联想到的

所有变形，均应认为是本发明所要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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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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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7017578 B

8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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