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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

包括移动平台、清扫机构、控制模块、自供电模

块，通过可拆装式结构合理布置于光伏组件表

面，所述清扫机构设于移动平台上，所述移动平

台的主体由矩形框架组成，上部安装有自供电模

块和控制模块，下部设计有防越位护栏和清刷

梳；机器人的工作模式为“水平”方向左右移动，

“竖直”方向上下清扫；在清扫机构上均布若干个

热传感器，清扫机构内嵌毛刷对光伏表面旋转除

尘，热传感器对掠过光伏表面温度进行扫描测

判；该机器人集光伏组件表面积尘、积沙等清扫

与热斑检测功能于一体，并通过自带光伏板发电

并通过控制模块中电源管理单元进行管理。本装

置对于提高发电效益、延长设备生命周期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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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平台、清扫机构、控制模块、自供电

模块，通过可拆装式结构合理布置于光伏组件表面，所述清扫机构设于移动平台上，所述移

动平台的主体由矩形框架组成，上部安装有自供电模块和控制模块，下部设计有防越位护

栏和清刷梳；机器人的工作模式为“水平”方向左右移动，“竖直”方向上下清扫；在清扫机构

上均布若干个热传感器，清扫机构内嵌毛刷对光伏表面旋转除尘，热传感器对掠过光伏表

面温度进行扫描测判；该机器人集光伏组件表面积尘、积沙等清扫与热斑检测功能于一体，

并通过自带光伏板发电并通过控制模块中电源管理单元进行管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防越位护栏可防止清扫机

构失控脱离本体，清刷梳可在移动平台运行至下一工位过程中，对本轮清扫结束的毛刷进

行清理，为下一工位清扫工作做准备；所述清刷梳采用弹性好硬度适中的材料，每排清刷梳

之间留有空隙便于梳理后的尘土落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矩形框架长边采用“凸”字

形铝合金长杆作为清扫车轨，与清扫机构“凹”字形车轮配合起导向限位作用；矩形框架长

边与光伏组件相交处安装有两对行走轮，一对为行走主轮，由第一电机通过伞齿轮传动左

右行走，另一对为行走辅轮也即从动轮；移动平台沿着光伏组件上下侧壁设有对称四只挂

轮，可沿侧壁滚动，起限位作用；移动平台在每侧挂轮之间设有防覆耳，防覆耳伸入光伏组

件底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机构为一矩形小

车，横跨在移动平台上，内嵌有两个滚动清洁毛刷和一块梯形遮灰罩；清扫机构通过第二电

机轴上的伞齿轮与清扫主轮啮合传动按程序沿组件表面上下运行；清洁毛刷采用软质和半

硬质两种相互配合，以满足表面不同清扫需求；清洁毛刷通过第三电机轴齿轮和传动齿轮

与毛刷齿轮啮合，使得清洁毛刷同向旋转清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清洁毛刷上部安装有遮灰

罩；清扫机构两个直角处安装有两个距离传感器，第一距离传感器用于移动平台左右移动

过程中对经过组件数量计数，并形成当前坐标信息，当机器人发生故障在光伏组件上停车

时，可将报警信号及当前位置信息发送至电站运维平台方便管理人员查找；第二距离传感

器在清扫机构跨越光伏组件边界线时，可按程序控制减速精确停车或反向做往复清扫。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为防止大风天气导致小车

倾覆，设有U型支架在移动平台框架下侧与光伏组件表面之间，跨接于清扫主轮和清扫辅轮

轴外侧；清扫主轮的U型支架上均布若干个热传感器，在清扫过程中对光伏组件表面温度进

行实时扫描检测，当检测到光伏组件局部温度过高时，将报警信号、光伏组件温度及当前位

置信息发送至云平台及电站运维平台以便于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机构上边沿安装

有小型360°无死角监控摄像机，摄像机可遥控操作，当光伏组件表面发生热斑效应或其他

影响光伏组件和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情况时，后台管理员可遥控打开摄像机，第一时间了

解现场状况，摄像机带有旋转保护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负责整个清

洁工作的协调安排和对外通讯，控制模块系统集成多元化管理，电源管理单元可对电池充

放电进行管理，并具有性能分析和数据传输功能；电机控制单元基于PLC的直流脉宽调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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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利用PLC的PWM功能指令,可在PLC的相应输出端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作用于驱动

电路,控制PWM变换器主电路相应桥臂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电枢上的电

压,实现电机的PWM调速；通讯单元具有休眠、手动和自动等多种模式选择，并具有开机自

检，故障报警，完工汇报功能；可通过无线模块与手持式调试设备或数据线与移动电脑连接

对控制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和系统升级。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同时控制模块可以与光伏

电站云平台通讯，一方面获取即时指令、气象信息和负责维护区域组件信息，另一方面可将

光伏组件位置信息、清扫信息、组件表面温度、电池电量、电机温度和监控视频上传后台系

统。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供电模块采用一

块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于移动平台上部，控制模块和电池组封装在自带光伏板下侧，

通过控制模块中电源管理单元对电池组进行充放电管理，为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提供动力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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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电站是指与电网相连并向电网输送电力的光伏发电系统，作为国家鼓励大力

支持的绿色能源项目，越来越受到青睐。过去两年我国光伏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仅2017

年一年，便新增光伏发电装机5306万千瓦，同比增长68.7％。目前，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总容

量更是达到1.4亿千瓦，稳居世界首位。这也意味着分布式光伏将继续成为各类光伏市场主

体争相追逐的“香饽饽”。

[0003] 然而，追逐“香饽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国分布式光伏产业在并网容量大幅

度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行业痛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资金筹措困难、

建设场地不易协调、设备质量参差不齐、后期运维监控困难等问题。由于安装现场大型光伏

发电站大多地处偏远地区或荒漠地带，积尘和风沙对光伏组件污染容易造成发电效率降

低，严重遮盖区域会发生热斑效应，令组件局部发热甚至是烧毁，严重影响设备安全和发电

收益，因此这也成为分布式光伏行业关注的一个重点。传统的光伏组件清洁方式存在过程

艰难，间隔周期长，清洁质量无法保障难题，耗时耗力耗财，而且无法保证光伏组件得到及

时有效清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采用无人值守自供电设计，适应

能力强，可实现无水清扫，满足平原沙漠、远离人烟的大型光伏电站的需求，可按实际需求

实现手动、自动和多模式智能清扫和故障自动报警功能，本装置对于提高发电效益、延长设

备生命周期具有重要意义。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包括移动平台、清扫机构、控制模块、自供电模块，通过

可拆装式结构合理布置于光伏组件表面，所述清扫机构设于移动平台上，所述移动平台的

主体由矩形框架组成，上部安装有自供电模块和控制模块，下部设计有防越位护栏和清刷

梳；机器人的工作模式为“水平”方向左右移动，“竖直”方向上下清扫；在清扫机构上均布若

干个热传感器，清扫机构内嵌毛刷对光伏表面旋转除尘，热传感器对掠过光伏表面温度进

行扫描测判；该机器人集光伏组件表面积尘、积沙等清扫与热斑检测功能于一体，并通过自

带光伏板发电并通过控制模块中电源管理单元进行管理。

[0007] 进一步的，防越位护栏可防止清扫机构失控脱离本体，清刷梳可在移动平台运行

至下一工位过程中，对本轮清扫结束的毛刷进行清理，为下一工位清扫工作做准备；所述清

刷梳采用弹性好硬度适中的材料，每排清刷梳之间留有空隙便于梳理后的尘土落下。

[0008] 进一步的，矩形框架长边采用“凸”字形铝合金长杆作为清扫车轨，与清扫机构

“凹”字形车轮配合起导向限位作用；矩形框架长边与光伏组件相交处安装有两对行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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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为行走主轮，由第一电机通过伞齿轮传动左右行走，另一对为行走辅轮也即从动轮；移

动平台沿着光伏组件上下侧壁设有对称四只挂轮，可沿侧壁滚动，起限位作用；移动平台在

每侧挂轮之间设有防覆耳，防覆耳伸入光伏组件底侧。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清扫机构为一矩形小车，横跨在移动平台上，内嵌有两个滚动清洁

毛刷和一块梯形遮灰罩；清扫机构通过第二电机轴上的伞齿轮与清扫主轮啮合传动按程序

沿组件表面上下运行；清洁毛刷采用软质和半硬质两种相互配合，以满足表面不同清扫需

求；清洁毛刷通过第三电机轴齿轮和传动齿轮与毛刷齿轮啮合，使得清洁毛刷同向旋转清

扫。

[0010] 进一步的，清洁毛刷上部安装有遮灰罩；清扫机构两个直角处安装有两个距离传

感器，第一距离传感器用于移动平台左右移动过程中对经过组件数量计数，并形成当前坐

标信息，当机器人发生故障在光伏组件上停车时，可将报警信号及当前位置信息发送至电

站运维平台方便管理人员查找；第二距离传感器在清扫机构跨越光伏组件边界线时，可按

程序控制减速精确停车或反向做往复清扫。

[0011] 进一步的，为防止大风天气导致小车倾覆，设有U型支架在移动平台框架下侧与光

伏组件表面之间，跨接于清扫主轮和清扫辅轮轴外侧；清扫主轮的U型支架上均布若干个热

传感器，在清扫过程中对光伏组件表面温度进行实时扫描检测，当检测到光伏组件局部温

度过高时，将报警信号、光伏组件温度及当前位置信息发送至云平台及电站运维平台以便

于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清扫机构上边沿安装有小型360°无死角监控摄像机，摄像机可遥

控操作，当光伏组件表面发生热斑效应或其他影响光伏组件和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情况

时，后台管理员可遥控打开摄像机，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状况，摄像机带有旋转保护盖。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模块负责整个清洁工作的协调安排和对外通讯，控制模块系

统集成多元化管理，电源管理单元可对电池充放电进行管理，并具有性能分析和数据传输

功能；电机控制单元基于PLC的直流脉宽调速系统，利用PLC的PWM功能指令,可在PLC的相应

输出端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作用于驱动电路,控制PWM变换器主电路相应桥臂开关管

的导通和关断,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电枢上的电压,实现电机的PWM调速；通讯单元具有休眠、

手动和自动等多种模式选择，并具有开机自检，故障报警，完工汇报功能；可通过无线模块

与手持式调试设备或数据线与移动电脑连接对控制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和系统升级。

[0014] 进一步的，同时控制模块可以与光伏电站云平台通讯，一方面获取即时指令、气象

信息和负责维护区域组件信息，另一方面可将光伏组件位置信息、清扫信息、组件表面温

度、电池电量、电机温度和监控视频上传后台系统。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自供电模块采用一块高可靠性高功率输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

安装于移动平台上部，控制模块和电池组封装在自带光伏板下侧，通过控制模块中电源管

理单元对电池组进行充放电管理，为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提供动力来源。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智能光伏运维机器人框架采用铝合金结构，机械强度高，防腐性能好，质量轻，

便于运输安装。

[0018] 2、可按照现场组件尺寸定制，采用拼装结构，可预装或是现场组装灵活性大。

[0019] 3、移动机构宽度和组件宽度成倍数关系，运维结束后机器人精确停车与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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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省去专用停车位，节约材料。

[0020] 4、采用无水清扫，多质地毛刷可不受电站环境和清扫工况限制，通用性更强，清洁

度更高。

[0021] 5、清刷梳设计可在每轮清扫后及时对毛刷清扫除尘，减少清扫次数，延长毛刷使

用周期。

[0022] 6、遮灰罩设计可以防止清扫过程中毛刷旋转离心力和在风速影响下产生扬尘对

已经清扫的组件产生二次污染,提高清扫效率，避免清扫返工。

[0023] 7、控制模块采用智能研判设计，可随时将现场组件状况和清扫状况上报后台，实

现电站运维无人值守实时可视化监管。

附图说明

[0024] 图1：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主视图。

[0026] 图中：1-移动平台；2-清扫机构；3-控制模块；4-自供电模块；5-第一电机；6-第二

电机；7-第三电机；8-毛刷齿轮；9-毛刷；10-清扫车轨；11-行走主轮；12-行走辅轮；13-清扫

主轮；14-清扫辅轮；15-光伏组件；16-传动齿轮；17-挂轮；18-防覆耳；19-热传感器；20-清

刷梳；21-遮灰罩；22-第一距离传感器；23-第二距离传感器；24-U型支架；25-监控摄像机；

41-自带光伏板；42-锂电池组；91-半硬质毛刷；92-软质毛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一种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用于对光伏组件表面积灰进行清扫，主要包括移动平

台1、清扫机构2、控制模块3、自供电模块4，通过可拆装式结构合理布置于光伏组件表面，工

作模式为“水平”方向左右移动，“竖直”方向上下清扫。

[0029] 本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是一种以清扫光伏组件为主的智能运维设备，集光伏组件

表面积尘、积沙等清扫与热斑检测功能于一体，零能耗、全智能、高效率地实现光伏组件表

面自动清扫。设备整体呈矩形结构，尺寸可根据单组光伏板阵列数量定制，功能模块可选

配。

[0030] 由自供电模块4为机器人提供动力电源，运行时由移动平台1“驮着”清扫机构2按

程序命令向右(左)运动，精确到位后，清扫机构2沿着清扫车轨10在光伏组件15表面按程序

命令上(下)运动，同时清扫机构2内嵌毛刷9对光伏表面旋转除尘，热传感器19对掠过光伏

表面温度进行扫描测判。现结合以下图1、2对其运行过程进行详细表述：

[0031] 光伏智能运维机器人通过自带光伏板41发电并通过控制模块3中电源管理单元进

行管理，多余电量储存在高容量锂电池中，电源管理单元在电池充放电过程中，实时采集锂

电池组42中的每块电池的端电压和温度、充放电电流及电池包总电压，防止电池发生过充

电或过放电现象，此外电池管理单元设计有上位机管理系统，可以通过串口读取实时数据，

可实现数据的监控、数据转储和电池性能分析等功能。

[0032] 移动平台1主体由矩形框架组成，框架由铝合金型材栓接而成，质量轻，强度高，防

腐效果好，上部安装有自供电模块4和控制模块3，下部设计有防越位护栏和清刷梳20，防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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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护栏可防止清扫机构2失控脱离本体，清刷梳20可在移动平台1运行至下一工位过程中，

对本轮清扫结束的毛刷9进行清理，为下一工位清扫工作做准备，清刷梳20采用弹性好硬度

适中的材料，每排清刷梳20之间留有空隙便于梳理后的尘土落下；框架长边采用“凸”字形

铝合金长杆作为清扫车轨10，与清扫机构2“凹”字形车轮配合起导向限位作用；框架长边与

光伏组件15相交处安装有两对行走轮，一对为行走主轮11，由第一电机5通过伞齿轮传动左

右行走，另一对为行走辅轮12也即从动轮。移动平台1沿着光伏组件15上下侧壁设有对称四

只挂轮17，可沿侧壁滚动，起限位作用。移动平台1在每侧挂轮17之间设有防覆耳18，防覆耳

18伸入光伏组件15底侧，可防止大风天气环境下，机器人从光伏组件15上倾覆损坏。

[0033] 清扫机构2为一矩形小车，横跨在移动平台1上，内嵌有两个滚动清洁毛刷9和一块

梯形遮灰罩21。清扫机构2通过第二电机6轴上的伞齿轮与清扫主轮13啮合传动按程序沿组

件表面上下运行。清洁毛刷9采用软质和半硬质两种相互配合，以满足表面不同清扫需求。

毛刷9通过第三电机7轴齿轮和传动齿轮16与毛刷齿轮8啮合，使得毛刷9同向旋转清扫。毛

刷9上部安装有遮灰罩21，以防止清扫过程中毛刷9旋转离心力和在风速影响下产生扬尘对

已经清扫过的光伏组件15产生二次污染。清扫机构2两个直角处安装有两个距离传感器，第

一距离传感器22用于移动平台1左右移动过程中对经过组件数量计数，并形成当前坐标信

息，当机器人发生故障在光伏组件15上停车时，可将报警信号及当前位置信息发送至电站

运维平台方便管理人员查找；第二距离传感器23在清扫机构2跨越光伏组件15边界线时，可

按程序控制减速精确停车或反向做往复清扫。为防止大风天气导致小车倾覆，设有U型支架

24在移动平台1框架下侧与光伏组件15表面之间跨接于清扫主轮13和清扫辅轮14轴外侧。

清扫主轮13的U型支架24上均布若干个热传感器19，在清扫过程中对光伏组件15表面温度

进行实时扫描检测，当检测到光伏组件15局部温度过高时，将报警信号、光伏组件15温度及

当前位置信息发送至云平台及电站运维平台以便于管理人员及时处理；清扫机构2上边沿

安装有小型360°无死角监控摄像机25，摄像机可遥控操作，当光伏组件15表面发生热斑效

应或其他影响光伏组件15和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情况时，后台管理员可遥控打开监控摄像

机25，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状况，摄像机带有旋转保护盖，在工作时旋转打开露出镜头，停止

工作时旋转保护盖旋转关闭保护镜头，以防户外灰尘影响摄像清晰度。

[0034] 控制模块3是智能运维机器人的大脑，负责整个清洁工作的协调安排和对外通讯，

控制模块3系统集成多元化管理，电源管理单元可对电池充放电进行管理，并具有性能分析

和数据传输功能；电机控制单元基于PLC的直流脉宽调速系统，利用PLC的PWM功能指令,可

在PLC的相应输出端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作用于驱动电路,控制PWM变换器主电路相

应桥臂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电枢上的电压,实现电机的PWM调速。通讯

单元具有休眠、手动和自动等多种模式选择，并具有开机自检，故障报警，完工汇报功能。可

通过无线模块与手持式调试设备或数据线与移动电脑连接对控制模块3进行参数设置和系

统升级。同时控制模块3可以与光伏电站云平台通讯，一方面获取即时指令、气象信息和负

责维护区域组件信息，另一方面可将光伏组件15位置信息、清扫信息、组件表面温度、电池

电量、电机温度和监控视频上传后台及时了解现场第一手可靠信息。此外，为因地制宜提高

清扫效率，减少对组件发电影响，运维机器人可在夜间和雨天执行清扫工作，每次从休眠模

式切换工作模式时，系统开始自诊断，确认无误后开始清扫，每个清扫周期开始时清扫一次

自带光伏板41，清扫周期结束时，清扫机构2停车在清刷梳20区域，并上报后台此次清扫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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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诊断光伏组件15表面某区域温度过高或有热斑效应，机器人自动报警并申请赶往此

问题区域，后台管理员可打开监控摄像机25及时了解现场情况，如问题可通过清扫解决，管

理员可通过手动模式实现定点循环清扫。

[0035] 自供电模块4采用一块高可靠性高功率输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于移动平

台1上部，控制模块3和电池组封装在自带光伏板41下侧，通过控制模块3中电源管理单元对

电池组进行充放电管理，为运维机器人正常工作提供动力来源。控制模块3和电池组封装外

壳采用SMC材料,有绝佳的抗老化、防腐蚀和机械性能，外壳可以达到户外IP67防护等级，同

时相比塑料和金属板材质，质量更轻、外观更美、寿命更长。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何熟

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

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的修改、等同替换与改进等，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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