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959354.1

(22)申请日 2019.10.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84194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2.28

(73)专利权人 西安交通大学

地址 710049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72)发明人 张东升　石凡　邵敏　赵金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郭瑶

(51)Int.Cl.

B08B 1/00(2006.01)

B08B 15/04(2006.01)

B08B 13/00(2006.01)

H02S 40/10(2014.01)

审查员 张桁隐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换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及使

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换向的光伏电池清

扫机器人及其使用方法，包括电源系统、控制系

统、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尘系统，其特征在

于，电源系统分别与控制系统、行走系统、清扫系

统和吸尘系统保持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系统通过

传感器与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尘系统相连

接；所述电源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位于机

器人上部位置；所述控制系统具有显示器和输入

系统，由工作人员手动输入光伏电池板的行数和

列数以及一块电池板的长度和宽度，控制系统规

划下一步的行走动作；所述行走系统包括四个起

落架结构和八个轮子，机器人的自动换向通过控

制系统控制起落架升起和落下轮子实现。该种机

器人节约水资源，稳定性好，安全性高，更加智能

化且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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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器人主体、电源系统（3）、

控制系统（4）、行走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电源系统（3）、控制系统（4）、行走

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均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控制系统（4）、行走系统（6）、

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均与电源系统（3）相连；行走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

（7）均与控制系统（4）相连；

行走系统（6）包括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的四个起落架，每个起落架包括两个轮子

（6.1），锥形结构（6.2），短杆（6.3），销（6.4），起落架主体（6.5），第一弹簧（6.6），第一滑块

（6.7），连接结构（6.8）以及长杆（6.9），其中，两个轮子中，一个用于横向行走，一个用于纵

向行走；锥形结构（6.2）套装在轮子（6.1）上，起落架主体（6.5）包括水平设置的两个平行横

杆，每个横杆上套装有第一弹簧（6.6），第一弹簧（6.6）上设置有第一滑块（6.7），短杆（6.3）

一端通过销（6.4）与第一滑块（6.7）相连，另一端通过销（6.4）与长杆（6.9）相连，长杆（6.9）

一端通过销（6.4）与起落架主体（6.5）连接，另一端与短杆（6.3）和连接结构（6.8）相连；

相邻太阳能电池板之间形成卡槽，锥形结构（6.2）进入卡槽中，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

（6.1）与太阳能电池板的边框接触，用于纵向行走的轮子（6.1）升起悬浮在空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电源系统

（3）为太阳能电池板，位于机器人主体上部；控制系统（4）包括处理器、输入设备和显示器，

其中，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均与处理器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机器人启

动时，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6.1）落下，此时短杆（6.3）垂直于地面；当沿边传感器（8）检测

到横向行走到头时，控制系统（4）向行走系统（6）发出换向指令，起落架主体（6.5）将横向行

走的轮子（6.1）升起，同时纵向行走的轮子（6.1）降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每个轮子

（6.1）均连接有轮毂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连接结构

（6.8），包括连接轴（6.8.1）、第二弹簧（6.8.2）以及套筒（6.8.3），套筒（6.8.3）内部设置有

轨道；连接轴（6.8.1）的前端设置有用于轮子（6.1）过盈配合的梯形结构，后端设置有第二

滑块，第二弹簧（6.8.2）固定在轮子（6.1）和套筒（6.8.3）之间，当轮子（6.1）在前进过程中，

发生颠簸时，锥形结构（6.2）导引轮子（6.1）改变方向，此时轮子（6.1）挤压或拉伸第二弹簧

（6.8.2），连接轴（6.8.1）沿着套筒（6.8.3）作轴向运动，直至完成轮子（6.1）的方向变化。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在机器人

主体底部和两侧设置有沿边传感器（8），沿边传感器（8）与控制系统（4）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清扫系统

（7）包括毛刷和滑块轨道（11），其中，毛刷设置在滑块轨道（11）上，滑块轨道（11）设置在机

器人主体（6.5）底部；在机器人主体（6.5）底部还设置有与控制系统相连的灰尘传感器

（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吸尘系统

（5）设置在机器人主体的底部，吸尘系统（5）位于清扫系统上部，吸尘系统（5）由风机（9）和

灰尘箱组成，风机（9）设置在灰尘箱入口处，风机（9）与电源系统（3）相连；风机（9）前方安装

有灰尘传感器（10），灰尘传感器（10）用以检测灰尘浓度，判断是否停止清扫并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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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控制系统（4）中手动输入需要清扫的光伏电池板的行数和列数以及一块电池板的长度和

宽度，然后将机器人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2）最上部，机器人的四个轮子（6.1）位于太阳能

电池板的边框上，锥形结构（6.2）进入相邻太阳能电池板之间的卡槽里，机器人静止不动，

清扫系统（7）在滑块轨道（11）上进行前后循环刷动，吸尘系统（5）进行清理，通过灰尘传感

器（10）感知灰尘浓度；当灰尘传感器（10）检测到灰尘浓度低于一定阀值时，机器人水平向

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然后静止不动，循环上一次动作；机器人运动过程中，根据输入

的行数和列数，当一侧沿边传感器（8）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后一列时，机器人立即

停止运动并进行清扫，随后机器人向下运动一个电池板长度，继续进行清扫工作，清扫完毕

后，机器人向另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进行清扫；在机器人向下运动过程中，当机器人底

部沿边传感器（8）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后一行时，机器人立即停止运动；当机器人

底部沿边传感器（8）和左右两侧沿边传感器（8）均检测到电池板边缘且是最后一行和最后

一列时，机器人清扫后便自动停止清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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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换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区别于传统单向清扫的利用负压吸入灰尘垃圾的智能清扫机器

人。具体来说，涉及一种自动换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太阳能资源以及尽量避免占用人类生活空间，大型的光伏电

站一般建在人迹罕至又充分暴露在阳光下的高山上或开阔的平原、沙漠中。这些地方容易

在太阳能电池板上形成灰尘的堆积，甚至有花粉、鸟粪、落叶等污染物。电池板上表面的污

染会导致发电量的下降，因此定期清理这些污染物是必不可少的。目前的清扫方式有三种，

分别是人工清洗、机械清洗、喷淋系统。人工清洗周期长、费用高且质量无法保证；机械清洗

费用高、维护成本高；喷淋系统安装难度高，对水的依懒性很大。

[0003] 目前采用最多清扫机器人是喷淋系统将污染物冲刷下来，但光伏电站建立的地方

一般都比较缺水，难以满足清理的需求。市面上也有一些无水清理的机器人，但其所占面积

小，清理效率低，在清理过程中需要不断移动，增加了安全风险，并且其运行轨迹出现偏差

的可能性增大，一旦出现偏差将无法满足清理需求。

[0004] 大部分的清扫机器人工作时，整个躯体都是压在电池板上，对电池板形成巨大压

迫，可能对电池板造成损坏或影响后续的发电效率。而且机器人大部分只能从左到右行走，

前后移动则需人为搬运或搬运机器，使得整个过程太过麻烦。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目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效率低、稳定性差、自动化低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

在于提供一种自动换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及使用方法，以解决现有的技术缺陷和不能

达到的技术要求。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站太阳能电池板清扫机器人，包括机器人主体、电源系统、

控制系统、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尘系统，电源系统、控制系统、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

尘系统均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控制系统、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尘系统均与电源系统相

连；行走系统、清扫系统和吸尘系统均与控制系统相连。

[0008]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电源系统为太阳能电池板，位于机器人主体上部；控制

系统包括处理器、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其中，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均与处理器相连。

[0009]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行走系统包括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的四个起落架，每

个起落架包括两个轮子，锥形结构，短杆，销，起落架主体，第一弹簧，滑块，连接结构以及长

杆，其中，两个轮子中，一个用于横向行走，一个用于纵向行走；锥形结构套装在轮子上，起

落架主体包括水平设置的两个平行横杆，每个横杆上套装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上设置有

滑块，短杆一端通过销与滑块相连，另一端通过销与长杆相连，长杆一端通过销与起落架主

体连接，另一端与短杆和连接结构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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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机器人启动时，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落下，此时短杆垂

直于地面；相邻太阳能电池板之间形成卡槽，锥形结构进入卡槽中，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与

太阳能电池板的边框接触，用于纵向行走的轮子升起悬浮在空中，当沿边传感器检测到横

向行走到头时，控制系统向行走系统发出换向指令，起落架主体将横向行走的轮子升起，同

时纵向行走的轮子降落。

[001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每个轮子均连接有轮毂电机。

[001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连接结构，包括连接轴、第二弹簧以及套筒，套筒内部

设置有轨道；连接轴的前端设置有用于轮子过盈配合的梯形结构，后端设置有能够在套筒

内部的轨道上滑行的连接轴，第二弹簧固定在轮子和套筒之间，当轮子在前进过程中，发生

颠簸时，锥形结构导引轮子改变方向，此时轮子挤压或拉伸第二弹簧，连接轴沿着套筒作轴

向运动，直至完成轮子的方向变化。

[0013]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在机器人主体底部和两侧设置有沿边传感器，沿边传

感器与控制系统相连。

[0014]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清扫系统包括毛刷和滑块轨道，其中，毛刷设置在滑块

轨道上，滑块轨道上设置在机器人主体底部；在机器人主体底部还设置有与控制系统相连

的灰尘传感器。

[0015]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吸尘系统设置在机器人主体的底部，吸尘系统位于清

扫系统上部，吸尘系统由风机和灰尘箱组成，风机设置在灰尘箱入口处，风机与电源系统相

连；风机前方安装有灰尘传感器，灰尘传感器用以检测灰尘浓度，判断是否停止清扫并前

进。

[0016] 一种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的使用方法，在控制系统中输入需要清扫的

光伏电池板的行数和列数以及一块电池板的长度和宽度，然后将机器人放置在太阳能电池

板最上部，机器人的四个轮子位于太阳能电池板的边框上，锥形结构进入相邻太阳能电池

板之间的卡槽里，机器人静止不动，清扫系统在滑块轨道上进行前后循环刷动，吸尘系统进

行清理，通过灰尘传感器感知灰尘浓度；当灰尘传感器检测到灰尘浓度低于一定阀值时，机

器人水平向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然后静止不动，循环上一次动作；机器人运动过程

中，根据输入的行数和列数，当一侧沿边传感器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后一列时，机

器人立即停止运动并进行清扫，随后机器人向下运动一个电池板长度，继续进行清扫工作，

清扫完毕后，机器人向另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进行清扫；在机器人向下运动过程中，当

机器人底部沿边传感器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后一行时，机器人立即停止运动；当

机器人底部沿边传感器和左右两侧沿边传感器均检测到电池板边缘且是最后一行和最后

一列时，机器人清扫后便自动停止清扫任务。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1）本发明的清扫机器人，采用负压吸入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灰尘等污染物，实现无

水清洁，节约水资源，环境适应性强。

[0019] （2）本发明的清扫机器人，轮子卡在太阳能电池板卡槽中，使得全部重量压在太阳

能电池板边框上，减少对电池板本身的压迫，体积可以覆盖整个太阳能电池板。

[0020] （3）本发明的清扫机器人，在工作时只需从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到另一块太阳能电

池板，大大减少运动时间，增加稳定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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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4）本发明的清扫机器人，底部采用一个滚动毛刷前后刷动，工作效率高，清扫效

果好。

[0022] （5）本发明的清扫机器人，控制系统由工作人员手动输入需清扫的电池板的行数

和列数，更加智能化，避免出错也更加方便。

[0023] 进一步的，本发明中采用起落架结构实现换向；锥形结构可以实现给轮子导引前

进的方向；轮子轴向的第二弹簧和套筒滑块结构能够使轮子有左右晃动的余量，辅助导向。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工作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起落架结构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轮子和起落架的连接结构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轮子工作示意图。

[0030] 图中：1是机器人主体上部分，2是机器人主体下部分，3是电源系统，4是控制系统，

5是灰尘箱，6是行走系统，7是清扫系统，8是沿边传感器，9是风机，10是灰尘传感器，11是滑

块轨道，12是光伏电池板，6.1是轮子，6.2是锥形结构，6.3是短杆，6.4是销，6.5是起落架主

体，6.6是第一弹簧，6.7是第一滑块，6.8是连接结构，6.9是长杆，6.8.1是连接轴，6.8.2是

第二弹簧，6.8.3是套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对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参见图1和图2，本发明的自动转向的光伏电站太阳能电池板清扫机器人，包括机

器人主体、电源系统3、控制系统4、行走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电源系统3、控制系

统4、行走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均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控制系统4、行走系统6、清

扫系统7和吸尘系统5均与电源系统3相连，并保持电性连接；行走系统6、清扫系统7和吸尘

系统7均与控制系统4相连。

[0033] 其中，电源系统3为太阳能电池板，位于机器人主体上部位置，用于给机器人供电；

[0034] 控制系统4包括处理器、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其中，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均与处理器

连接。机器人工作前由工作人员通过输入设备手动输入光伏电池板的行数和列数以及一块

电池板的长度和宽度，机器人可根据沿边传感器8对工作时所处行数和列数进行累计并规

划下一步的行走动作。

[0035] 参见图4，行走系统6由四个起落架组成，四个起落架设置在机器人主体上；每个起

落架包括两个带有轮毂电机的轮子6.1，锥形结构6.2，短杆6.3，销6.4，起落架主体6.5，第

一弹簧6.6，第一滑块6.7，连接结构6.8以及长杆6.9，其中，两个轮子中，一个用于横向行

走，一个用于纵向行走；锥形结构6.2最外圈是过渡圆；锥形结构6.2设置在轮子6.1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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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锥形结构6.2套装在轮子6.1上，并与轮子6.1固结在一起，起落架主体6.5包括水平设置

的两个平行横杆，每个横杆上套装有第一弹簧6.6，第一弹簧6.6上设置有第一滑块6.7，第

一滑块6.7的滑动由控制系统控制，由第一弹簧6.6实现；第一弹簧6.6与第一滑块6.7固结

在一起，短杆6.3一端通过销6.4与第一滑块6.7连接，另一端通过销6.4与长杆6.9连接，长

杆6.9一端通过销6.4与起落架主体6.5连接，另一端与短杆6.3和连接结构6.8通过销6.4进

行连接，机器人启动时，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6.1落下，此时短杆6.3垂直于地面；相邻太阳

能电池板之间形成卡槽，锥形结构6.2进入卡槽中，轮子6.1与太阳能电池板的边框接触，用

于纵向行走的轮子6.1升起悬浮在空中，当沿边传感器8检测到横向行走到头时，控制系统4

向行走系统6发出换向指令，起落架主体6.5将用于横向行走的轮子6.1缓缓升起，用于纵向

行走的轮子6.1缓缓降落，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同时结束；反之亦然，在这个过程中，锥形

结构6.2负责导向，防止前进方向出现偏差。机器人的自动换向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起落架升

起和落下轮子实现。

[0036] 参见图5，连接结构6.8，包括连接轴6.8.1、第二弹簧6.8.2以及套筒6.8.3，套筒

6.8.3内部设置有轨道；连接轴6.8.1的前端设置有用于轮子过盈配合的梯形结构，后端设

置有第二滑块，此滑块与第一滑块6.7为两个部件，第二弹簧6.8.2固定在轮子6.1和套筒之

间，即第二弹簧6.8.2一端与轮子相连，另一端与套筒6.8.3相连，当轮子在前进过程中，由

于电池板的不平整发生颠簸时，锥形结构6.2导引轮子6.1改变方向，此时轮子6.1挤压或拉

伸第二弹簧6.8.2，连接轴6.8.1沿着套筒6.8.3作轴向运动，直至完成轮子6.1的方向变化。

[0037] 本发明中，轮子与起落架连接处有弹簧和滑块结构，可以让轮子在轴向有一定的

摆动幅度，便于前进方向的调整。

[0038] 清扫系统7包括毛刷和滑块轨道11，其中，毛刷设置在滑块轨道11上，滑块轨道11

上设置在机器人主体6.5底部，滑块的滑行轨迹为从前到后或从后到前。在机器人主体6.5

底部还设置有与控制系统相连的灰尘传感器10。

[0039] 吸尘系统5位于清扫系统上部，同时位于机器人主体的底部，吸尘系统5由风机9和

灰尘箱组成，风机9设置在灰尘箱入口处，风机9旋转形成负压，负压可将灰尘和一些小型污

染物吸入灰尘箱中，防止二次扬尘，灰尘箱体积较大，内部可储存大量污染物，满足光伏电

池板清理的日常需求。风机9与电源系统3相连。风机9前方安装有灰尘传感器，灰尘传感器

用以检测灰尘浓度，判断是否停止清扫并前进。

[0040] 在机器人主体底部和两侧设置有沿边传感器8，以检测机器人是否处于太阳能电

池板边缘，用来检测边缘位置以实现完全覆盖以及防止机器人掉落；并且经过太阳能电池

板时会计数，然后将信息传给控制系统4。

[0041] 具体的，上述光伏电池清扫机器人的使用方法为：工作人员在控制系统4中手动输

入需要清扫的光伏电池板的行数和列数以及一块电池板的长度和宽度，然后将机器人放置

在太阳能电池板12最上部，机器人的四个横向带有轮毂电机的轮子6.1接触太阳能电池板

的边框，锥形结构6.2进入相邻太阳能电池板之间的卡槽里，轮子6.1与太阳能电池板边框

接触，机器人全部重量由电池板边框支撑不挤压太阳能电池板，机器人静止不动，毛刷7在

滑块轨道11上进行前后循环刷动，风机9产生负压进行清理，风机9处于机器人中下部，吸尘

负压由下往上，灰尘传感器10负责感知灰尘浓度；当灰尘传感器10检测到灰尘浓度低于一

定阀值时，机器人水平向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然后静止不动，循环上一次动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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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过程中，根据输入的行数和列数，当右侧沿边传感器8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

后一列时，机器人立即停止运动并进行清扫，随后机器人向下运动一个电池板长度，继续进

行清扫工作，清扫完毕后，机器人向另一侧运动一个电池板宽度进行清扫；在机器人向下运

动过程中，当机器人下侧沿边传感器8检测到达电池板边缘并且是最后一行时，机器人立即

停止运动；当机器人下侧沿边传感器8和左右两侧沿边传感器8均检测到电池板边缘且是最

后一行和最后一列时，机器人清扫后便自动停止清扫任务。

[0042] 本发明的机器人在光伏电池板上的工作情况参见图3。

[0043] 参见图6，机器人工作时，轮子6.1在电池板边框上行走，锥形结构6.2进入卡槽里

负责为轮子6.1导向。

[0044] 本发明的机器人大小与市面上主流光伏电池板相同。

[004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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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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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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