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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包

括固设于横担的“L”型支撑架，固设于支撑架上

的储液桶、分液桶及风叶组件，还包括置于储液

桶上端的太阳能板、与太阳能板相连接的蓄电池

组及与蓄电池组通过导线连接的电机、控制装置

及警报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利用驱鸟

剂进行驱赶，当无鸟类停留时，驱鸟剂用量较少，

能起到警示鸟类勿停靠的功能，当鸟类停留时进

行指定驱鸟操作，传播范围远，本发明设有储液

桶及分液桶，分液桶能够限定驱鸟剂的用量，当

储液桶驱鸟剂用完时，分液桶内仍保留部分驱鸟

剂，储液桶底部的液位传感器向控制装置发送指

令，警报装置向工作人员发出信号方便添加驱鸟

剂，便于安装，适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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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包括固设于横担的“L”型支撑架，固设于支撑架上的储液

桶、分液桶及风叶组件，还包括置于储液桶上端的太阳能板、与太阳能板相连接的蓄电池组

及与蓄电池组通过导线连接的电机、控制装置及警报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电机输出轴与

风叶转轴相连，所述分液桶上端连通储液桶，下端固定设有排气管，所述风叶置于排气管末

端的一侧，分液桶内部设有分液机构，所述分液机构用于控制驱鸟剂的排出速度，其中分液

机构的底部通过第一导管连接排气管，所述分液桶底部还设有第二导管，其中第二导管设

有阀门结构，第二导管的末端连接排气管，所述“L”型支撑架上设有红外传感器，所述红外

传感器用于检测是否有鸟类停留；当鸟类滞留于线杆时，红外传感器将电信号传输给控制

装置，控制装置驱动电机运动带动风叶转动，阀门打开，驱鸟剂通过第二导管流入排气管，

当驱鸟结束后，电机停止转动，阀门关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管包括固定

端、横杆、固定于横杆中部的加热腔、U型管及位于横杆末端的喷头，所述固定端固接于分液

桶或支撑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杆与水平面相

倾斜，倾斜角度为2-5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腔的底部设

有加热管，加热管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相连，其中控制装置用于控制加热管的加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桶的底部设

有液位传感器，当储液桶底部液位传感器检测到驱鸟剂用完时，警报装置向工作人员发出

预警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液机构包括连

通杆及与之相配合的浮漂结构，其中连通杆为中空结构，其中部设有出液孔，上部设有与漂

浮结构相配合的限位机构，所述连通杆的底部接通第一导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孔的直径小

于第一导管的直径小于第二导管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的底部设

有连接底座，所述连接底座包括连接组件及若干与其相配合的螺钉，并通过螺母实现连接

组件与横担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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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驱鸟装置，具体为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属于电力保护设备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大自然中生活的鸟

类种群、数量及活动范围也逐渐增大。由于我国输电架空线路大多运行在野外，不容易及时

受到人力的监控，因此受鸟类活动的影响比较大。鸟儿通常把巢筑在高压线架上，风一吹，

做巢用的树枝与导线易形成短路，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湿树枝形成导体发生接地事故，继而

引起跳闸断电，半个区都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鸟窝而停电，不仅给千家万户带来不便，还

会给工厂带来损失。而鸟窝的材料中出现了不少铁丝钢丝，更是危险，住在铁塔上的鸟儿们

的排泄物也会对电力系统造成威胁，鸟类在高压铁塔上排粪，容易污染绝缘瓷瓶而导电，据

国家电网有关部门统计，受鸟类在铁塔上筑巢、栖息引起的短路、跳闸等事故呈逐年上升趋

势。鸟害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使运行维护单位在人力、物力上蒙受较大的损失，重要的是

电网的安全运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包括固设

于横担的“L”型支撑架，固设于支撑架上的储液桶、分液桶及风叶组件，还包括置于储液桶

上端的太阳能板、与太阳能板相连接的蓄电池组及与蓄电池组通过导线连接的电机、控制

装置及警报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电机输出轴与风叶转轴相连，所述分液桶上端连通储液

桶，下端固定设有排气管，所述风叶置于排气管末端的一侧，分液桶内部设有分液机构，所

述分液机构用于控制驱鸟剂的排出速度，其中分液机构的底部通过第一导管连接排气管，

所述分液桶底部还设有第二导管，其中第二导管设有阀门结构，第二导管的末端连接排气

管，所述“L”型支撑架上设有红外传感器，所述红外传感器用于检测是否有鸟类停留；当鸟

类滞留于线杆时，红外传感器将电信号传输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驱动电机运动带动风叶

转动，阀门打开，驱鸟剂通过第二导管流入排气管，当驱鸟结束后，电机停止转动，阀门关

闭。

[0005] 优选的，所述排气管包括固定端、横杆、固定于横杆中部的加热腔、U型管及位于横

杆末端的喷头，所述固定端固接于分液桶或支撑架上。

[0006] 优选的，所述横杆与水平面相倾斜，倾斜角度为2-5度。

[0007] 优选的，所述加热腔的底部设有加热管，加热管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相连，其中控制

装置用于控制加热管的加热。

[0008] 优选的，所述储液桶的底部设有液位传感器，当储液桶底部液位传感器检测到驱

鸟剂用完时，警报装置向工作人员发出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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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分液机构包括连通杆及与之相配合的浮漂结构，其中连通杆为中空

结构，其中部设有出液孔，上部设有与漂浮结构相配合的限位机构，所述连通杆的底部接通

第一导管。

[0010] 优选的，所述出液孔的直径小于第一导管的直径小于第二导管的直径。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的底部设有连接底座，所述连接底座包括连接组件及若干与

其相配合的螺钉，并通过螺母实现连接组件与横担的固定。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种利用太阳能驱动的驱鸟装置，设计新颖，能有效对鸟类

就进行驱逐，且便于装置的安装和使用；本发明利用驱鸟剂进行驱赶，当无鸟类停留时，驱

鸟剂用量较少，能起到警示鸟类勿停靠的功能，当鸟类停留时进行指定驱鸟操作，且驱鸟剂

不会对鸟类造成伤害，有益于  对鸟类的保护；本发明设有储液桶及分液桶，分液桶能够限

定驱鸟剂的用量，当储液桶驱鸟剂用完时，分液桶内仍保留部分驱鸟剂，储液桶底部的液位

传感器向控制装置发送指令，警报装置向工作人员发出信号方便添加驱鸟剂；排气管设计

合理，通过预设加热腔能很好的将驱鸟剂气化后从末端排出，配合风叶传播范围更远，U型

管能很好的防止气化后的驱鸟剂倒流，驱赶结束后阀门关闭，设备合理，便于安装，适于推

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整体简单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分液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分液机构另一示意图。

[0016] 图中：1、支撑架，2、储液桶，3、分液桶，31、分液机构，311、连通杆，312、浮漂结构，

313、出液孔，314、限位机构，32、第一导管，33、第二导管，34、阀门，4、风叶，5、太阳能板，6、

蓄电池组，7、电机，8、排气管，81、横杆，82、加热腔，83、U型管，84、喷头,9、连接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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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请参阅图1-3所示，一种太阳能驱动驱鸟装置，包括固设于横担的“L”型支撑架1，

固设于支撑架上的储液桶2、分液桶3及风叶组件4，还包括置于储液桶2上端的太阳能板5、

与太阳能板5相连接的蓄电池组6及与蓄电池组6通过导线连接的电机7、控制装置及警报装

置，其特征在于，其中电机7输出轴与风叶4转轴相连，所述分液桶3上端连通储液桶2，下端

固定设有排气管8，所述风叶4置于排气管8末端的一侧，分液桶3内部设有分液机构31，所述

分液机构31用于控制驱鸟剂的排出速度，其中分液机构31的底部通过第一导管32连接排气

管8，所述分液桶3底部还设有第二导管33，其中第二导管33设有阀门结构34，第二导管33的

末端连接排气管8，所述“L”型支撑架1上设有红外传感器，所述红外传感器用于检测是否有

鸟类停留；当鸟类滞留于线杆时，红外传感器将电信号传输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驱动电机

7运动带动风叶4转动，阀门34打开，驱鸟剂通过第二导管33流入排气管8，当驱鸟结束后，电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371178 B

4



机7停止转动，阀门34关闭。

[0019] 其中，“L”型支撑架1分为横向支撑架与竖向支撑架，其中红外传感器设于横向支

撑架的一端，横向支撑架与竖向支撑架内部设有导线通路，蓄电池组6通过导线与红外传感

器电连接。

[0020] 本发明提供的驱鸟装置采用驱鸟剂方式驱赶鸟类，当红外传感器未检测到鸟类停

留时，装置整体驱鸟剂用量较少，当检测到鸟类停留时，控制系统控制阀门34打开，并驱动

电机7带动风叶4进行转动，使位于风叶4一侧的喷头84喷出的驱鸟剂实现大范围扩散，从而

实现驱鸟目的，当驱鸟完毕后，控制系统控制阀门34关闭。

[002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排气管8包括固定端、横杆81、固定于横杆81中部

的加热腔82、U型管83及位于横杆末端的喷头84，所述固定端固接于分液桶3或支撑架1上，

所述加热腔82的底部设有加热管，加热管通过导线与蓄电池6相连，其中控制装置用于控制

加热管的加热。

[0022] 为了更好的实现驱鸟目的，所述排气管8上设有加热腔82，加热腔82起到储存并气

化驱鸟剂的目的，气化后的驱鸟剂由于U型管83的存在只能从喷头84一端溢出，U型管83则

能够实现驱鸟剂的贮存与防止气体回溯的功能，设计更为合理，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鸟类

时，控制装置控制蓄电池组6对加热管进行加热，驱鸟完毕后，停止加热操作。

[002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横杆81与水平面相倾斜，倾斜角度为2-5度，方便

驱鸟剂在排气管8内流动，防止其在排气管8内滞留。

[002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储液桶2的底部设有液位传感器，当储液桶2底部

液位传感器检测到驱鸟剂用完时，警报装置向工作人员发出预警信号，方便工作人员及时

添加驱鸟剂。

[002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分液机构31包括连通杆311及与之相配合的浮漂

结构312，其中连通杆311为中空结构，其中部设有出液孔313，上部设有与漂浮结构312相配

合的限位机构314，所述连通杆311的底部接通第一导管32，所述出液孔313的直径小于第一

导管32的直径小于第二导管33的直径。

[0026] 本发明通过在储液桶2下方设置分液机构31来实现对驱鸟剂用量的调控，当无鸟

类停留停靠时，通过分液机构31严格控制驱鸟剂的使用量的同时，连通杆311为中空的竖杆

结构，其上端两侧设有出液孔313，出液孔313的直径较小，待浮漂结构312上浮后，打开出液

孔313，驱鸟剂从出液孔313经第一导管32流入排气管8内，在分液桶3内保存一定量的驱鸟

剂，当储液桶2内的驱鸟剂用完至下次工作人员添加期间，分液桶3内的残存的驱鸟剂同样

能够满足装置整体的驱鸟剂供应，装置设计更加合理。

[002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支撑架1的底部设有连接底座9，所述连接底座9包

括连接组件及若干与其相配合的螺钉，并通过螺母实现连接组件与横担的固定。

[0028] 当有鸟类靠近时红外传感器感应到后，控制模块启动电机7带动风叶4转动，有助

于驱鸟剂的扩散，到达驱鸟效果，由于驱鸟剂是绿色无公害生物型的，采用纯天然原料加工

而成的一种生物制剂，对鸟类不会造成伤害，同时也不会损害人体健康，有利于对鸟类的保

护；太阳能板收集太阳能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组6内为装置整体提供电动；装置整体通过连

接底座9与横担固定，安装操作简单，便于拆卸。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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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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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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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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