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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

和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使

用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其特征是包括一个旋翼飞

行器、一辆勤务车、一个刮水板总成或者一个多

功能清洁模块；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电动旋翼、

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旋翼飞行器

采用输电线与外部电源连接；刮水板总成包括基

板和刮水板；多功能清洁模块包括基板、清洁器

件和一个以上刮水板；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

自动卷线装置和外部电源及水罐。本发明能够在

形状不规则、倾角不规则的各种娇嫩的表面包括

玻璃板表面和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的阵列曲面反

光镜表面实施清洗作业包括刮水、擦洗和铲除作

业。外部电源使飞行器具有长久的滞空作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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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其特征在于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

置，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刮水板总成和一辆勤务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若干个电

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

加速计、磁力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

电线与外部电源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刮水板总成包括基板和刮水

板；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和外部电源；

还包括刮水板总成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空中的旋翼

飞行器机身连接；

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感器；卷扬机和刮水

板总成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扬机和刮水板总成

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调节吊索使得仅仅刮水板与玻璃板接触，令刮水板的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向前移

动即可刮除玻璃板上的水，达到清洁玻璃板的目的；

光伏板上的水包括结霜、结露形成的水、降水形成的水和人工提供的水。

2.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刮水清洁

法，其特征是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刮水板总成和一辆勤务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

若干个电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

定位终端、加速计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电线与外部电源和

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刮水板总成包括基板和刮水板；勤务车包括底

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和外部电源。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其特征是刮水板

总成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空中的旋翼飞行器机身连接；

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感器；卷扬机和刮水板总

成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扬机和刮水板总成的状

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4.按照权利要求2或者3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其特征是刮

水板总成采用前后两副叠接的刮水板，两副刮水板各与一个安装于基板上边部的电动丝杆

机构传动连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驱动下沿基板的轴心线方向移动，实现对刮水作业面

幅宽和位置的调节；基板下边部安装有一把铲刀。

5.按照权利要求2或者3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其特征是刮

水板的刃口为曲线。

6.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刮水清洁

法，其特征是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多功能清洁模块和一辆勤务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

身、若干个电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

星定位终端、加速计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电线与外部电源

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旋翼飞行器配置一根水管，水管两端分别连

接多功能清洁模块和水罐；多功能清洁模块包括基板、清洁器件和一个以上刮水板，刮水板

用于刮水；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水管自动收放装置、外部电源和水罐。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其特征是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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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模块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空中的旋翼飞行器机身连

接；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感器；卷扬机和多功

能清洁模块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扬机和多功能

清洁模块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8.按照权利要求6或者7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其特征是多

功能清洁模块还包括一个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布水排管、密封罩和铲刀；电动旋转清洁器

阵列用于清洗、布水排管用于布水；密封罩用于光伏电池组件被清洗部位与外界的隔离；

通过改变吊索和多功能清洁模块的状态，所述清洗装置分别处于仅仅铲刀刃口接触光

伏电池组件表面的铲除模式、或者仅仅多功能清洁模块均匀轻压光伏电池组件表面的清洗

模式、或者仅仅刮水板刮过光伏电池组件表面的刮干模式。

9.按照权利要求6或者7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其特征是含

有前后两副叠接的刮水板，两副刮水板各与一个安装于基板上边部的电动丝杆机构传动连

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驱动下沿基板的轴心线方向移动，实现对刮水作业面幅宽和位置

的调节；基板下边部安装有一把铲刀。

10.按照权利要求6或者7所述的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其特征是

刮水板的刃口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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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及飞行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及飞行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光伏电池组件自动清洗机，能够替代人工进行光伏电池组件的清洗，但

其为了在倾角安置的玻璃板表面行走，采用真空吸爪与玻璃板连接，行动迟缓；又由于自带

蓄电池作动力，笨重，特别不适合在分离的光伏电池组件之间转移；其湿洗清洁方式也呆

板——布施洗涤液、用旋转式或者滚筒式扫帚擦洗、再用抹布包括包裹在滚筒上的抹布擦

干。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提供使用更方便的光伏电池组件清洁技术，包括适合在非连续

安装的光伏电池组件上作业的清洗装置。

[0004] 本发明的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

置，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刮水板总成和一辆勤务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若干个电

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

加速计、磁力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

电线与外部电源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外部电源源源不断供应飞行

器；刮水板总成包括基板和刮水板；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和外部电源。

[0005] 还可以在刮水板总成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空中

的旋翼飞行器机身连接；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

感器；卷扬机和刮水板总成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

扬机和刮水板总成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0006] 调节吊索使得仅仅刮水板与玻璃板接触，令刮水板的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向

前移动即可刮除玻璃板上的水，达到清洁玻璃板的目的。

[0007] 光伏板上的水包括结霜、结露形成的水、降水形成的水和人工提供的水。

[0008] 本发明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之一：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

水装置，根据上述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刮水板总成和一辆勤务

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若干个电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

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加速计、磁力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翼

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电线与外部电源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

个回路；刮水板总成包括基板和刮水板；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和外部电

源。

[0009] 还可以在刮水板总成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空中

的旋翼飞行器机身连接；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

感器；卷扬机和刮水板总成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5149310 B

4



扬机和刮水板总成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实现对光

伏板的刮水清洁。

[0010] 还可以令刮水板总成采用前后两副叠接的刮水板，两副刮水板各与一个安装于基

板上边部的电动丝杆机构传动连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驱动下沿基板的轴心线方向移

动，实现对刮水作业面幅宽和位置的调节；基板下边部安装有一个铲刀。

[0011] 调节吊索使得仅仅刮水板与玻璃板接触即刮水装置处于刮干模式，令两副刮水板

的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沿左边箭头方向移动即可刮除玻璃板上的水；调节吊索使得仅

仅铲刀与玻璃板接触即刮水装置处于铲除模式，令铲刀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沿右边箭

头方向移动即可铲除玻璃板上的鸟粪。

[0012] 还可以令刮水板的刃口为曲线，或者；令刮水板或者铲刀嵌入安装一个电加热元

件，包括在弹性材料制作的刮水板内置一个与电源电气连接的金属丝或者碳素纤维电热元

件和，制作一把具有电熨斗结构的铲刀。有关内容可参考现有技术。

[0013] 本发明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之二：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

洗装置，根据上述光伏板刮水清洁法；包括一个旋翼飞行器、一个多功能清洁模块和一辆勤

务车；旋翼飞行器包括机身、若干个电动旋翼、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

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加速计、磁力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

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输电线与外部电源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

一个回路；外部电源源源不断供应旋翼飞行器飞行动力。旋翼飞行器配置一根水管，水管两

端分别连接多功能清洗模块和水罐；多功能清洁模块包括基板、清洁器件和一个以上刮水

板，刮水板用于刮水；勤务车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水管自动收放装置、外部电源

和水罐。

[0014] 还可以在多功能清洁模块的基板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四台卷扬机的四根吊索与

空中的旋翼飞行器机身连接；吊索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

力传感器；有关信号连接的内容可参考现有技术。卷扬机和多功能清洁模块含有与飞行状

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卷扬机和多功能清洁模块的状态根据飞行

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实现对光伏板的刮水清洁。

[0015] 还可以令多功能清洁模块包括一个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布水排管、密封罩和铲

刀；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用于清洗、布水排管与水管连接用于布水；密封罩用于光伏电池组

件被清洗部位与外界的隔离，以避免水分过多蒸发；铲刀用于铲除鸟粪污物；

[0016] 通过改变吊索和多功能清洁模块的状态，所述清洁装置分别处于仅仅铲刀刃口接

触光伏电池组件表面的铲除模式、或者仅仅多功能清洁模块均匀轻压光伏电池组件表面的

清洗模式、或者仅仅刮水板刮过光伏电池组件表面的刮干模式。

[0017] 还可以采用前后两副叠接的刮水板，两副刮水板各与一个安装于基板上边部的电

动丝杆机构传动连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驱动下沿基板的轴心线方向移动，实现对刮水

作业面幅宽和位置的调节；基板下边部安装有一把铲刀。

[0018] 还可以令刮水板的刃口为曲线；或者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的作业面为曲面；或者

铲刀的刃口为曲线，以适应对曲面镜面的清洁。或者，令刮水板或者铲刀嵌入安装一个电加

热元件，包括在弹性材料制作的刮水板内置一个与电源电气连接的金属丝或者碳素纤维电

热元件和，制作一把具有电熨斗结构的铲刀。有关内容可参考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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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旋翼飞行器包括一柱和多轴旋翼飞行器，一柱包括单翼和双翼。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和清洗装置，能够在

形状不规则、倾角不规则的各种娇嫩的表面包括玻璃板表面和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的阵列曲

面反光镜表面实施清洗作业包括刮水、擦洗和铲除作业。并具有可以实施现场的巡视航拍、

可以调节刮刀、多功能清洁模块和铲刀对玻璃板的压力等优点。采用一组两根以上与外部

电源和所述飞行器的用电负载组成回路的输电线，令外部电源通过输电线持续供应所述飞

行器电能，可以几乎无限制地增强所述飞行器的滞空作业能力。

[0021] 本发明的飞行器也可以不用外部电源而是利用自身携带的电源飞行。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一个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工作原理图。

[0023] 图2是一个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刮水板总成的底视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3是一个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清洗光伏电池组件的侧视结

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一个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清洗光伏电池组件的正视结

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一个多功能清洁模块的底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旋翼飞行器；2.勤务车；3.输电线；4.基板；5.刮水板；6.电动丝杆机构；7.

布水排管；8.铲刀；9.吊索；10.卷扬机；11.玻璃板；12.多功能清洁模块；13.拉力传感器；

14.电动旋翼；15.外部电源；16.水管；17.水罐；18.自动卷线装置；19.电动旋转清洁器阵

列；20.密封罩；22.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给出实施例1。

[0029] 实施例1中，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刮水装置，包括一个旋翼飞

行器1、一个刮水板总成和一辆勤务车2；旋翼飞行器1包括机身、若干个电动旋翼、飞行状态

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加速计、磁力计、

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3，输电线3与外部电

源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刮水板总成包括基板4、刮水板5、电动丝杆

机构6、布水排管7、铲刀8、吊索9和卷扬机10。刮水板总成的基板4四角设置四台卷扬机10，

四台卷扬机10的四根吊索9与空中的旋翼飞行器1机身连接。勤务车2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

卷线装置和外部电源。吊索9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

感器13；卷扬机10和刮水板总成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

索9、卷扬机10和刮水板总成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0030] 还可以令刮水板总成采用前后两副叠加的刮水板5，两副刮水板5各与一个安装于

基板上的电动丝杆机构6传动连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6驱动下沿基板4的轴心线方向移

动，实现对刮水作业面幅宽和位置的调节；基板4另一边安装有一个铲刀8。

[0031] 调节吊索9使得刮水板5与图1左边虚线所示玻璃板11夹角约为65度，即刮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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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刮干模式，令两副刮水板5的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沿图1左边箭头方向移动即可刮

除玻璃板上的水；调节吊索9使得铲刀8与图1右边虚线所示玻璃板11的夹角约为140度，即

刮水装置处于铲除模式，令铲刀8刃口对玻璃板均匀施压并沿图1右边箭头方向移动即可铲

除玻璃板上的鸟粪。

[0032] 在上海的寒冬清晨，室外朝天布置的太阳能平板热水器玻璃板上会有一层冰霜。

用扫帚可以轻易除去这些冰霜并起到清洁玻璃板的效果。因此设计出太阳能刮水装置。在

有露水的季节，用刮板包括手工丝网印刷用的刮油墨板轻轻一刮就可以将玻璃板刮得干干

净净。因此设计出以清晨刮水进行太阳能设施表面清洁的方法。以1平方米的玻璃板刮水清

洁耗用4秒钟和6平方米光伏电池组件合1千瓦计。清晨3个小时可以清洁0.5MW的光伏发电

系统，以10天为1周期理论上可以用2台这样的飞行清洁装置清洁10MW的光伏系统。如果在

无霜期，有露水的话也可以通过刮水进行清洁。没有露水时就要干洗，或者人工包括使用机

器加一些水。实施例1的刮水板总成就包括一个布水排管，用于对光伏电池板布水清洗。布

水排管还可用于布施洗涤液以及可以在玻璃表面形成保护、自洁和减反膜的液体。当然，仍

然有必要研发用水并进行清洗的光伏电池组件清洁装置。还有，当气温太低时，要防止刮水

板被冻住的问题。可以待组件玻璃板的温度接近于0℃时作业。并采用在刮水板上嵌入一个

电加热器件，在万一冻住时可以实施电加热融化。

[0033] 图3至5共同给出实施例2。

[0034] 实施例2中，制造一台外部电源供电飞行光伏电池组件清洗装置，包括一个旋翼飞

行器1、一个多功能清洁模块12和一辆勤务车2；旋翼飞行器1包括机身、若干个电动旋翼14、

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和遥控器，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卫星定位终端、加速计、

磁力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和通讯模块；旋翼飞行器采用一组两根以上输电线3，输电线3

与外部电源15和旋翼飞行器的用电负载一起组成一个回路；外部电源源源不断供应旋翼飞

行器飞行动力。旋翼飞行器1配置一根水管16，水管16两端分别连接多功能清洗模块和水罐

17；多功能清洁模块的四根吊索9各用一个卷扬机10与上面的旋翼飞行器1机身连接；勤务

车2包括底盘、输电线自动卷线装置18、水管自动收放装置18、外部电源15和水罐17；

[0035] 吊索9上设置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信号连接的吊索拉力传感器13；有关

信号连接的内容可参考现有技术。卷扬机10和多功能清洗模块含有与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

系统信号连接的接口电路；吊索9、卷扬机10和多功能清洗模块的状态根据飞行状态计算机

控制系统主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

[0036] 多功能清洁模块包括基板4和安装于基板4上的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布水排管

7、密封罩20、刮水板5和铲刀8；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用于清洗、布水排管7与水管16连接用

于对待清洁的玻璃板11布水；密封罩20用于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及待清洁的玻璃板11与

外界的隔离，减缓水分蒸发；刮水板5用于刮水；铲刀8用于铲除鸟粪污物；

[0037] 通过改变吊索9和多功能清洁模块的状态，使所述清洁装置分别处于仅仅铲刀刃

口接触光伏电池组件22表面的铲除模式、或者仅仅多功能清洁模块均匀轻压光伏电池组件

表面的清洗模式、或者仅仅刮水板刮过光伏电池组件22表面的刮干模式。

[0038] 实施例2采用前后两副叠接的刮水板5，两副刮水板5各与一个安装于基板4上边部

的电动丝杆机构传动连接，并可在电动丝杆机构驱动下沿基板4的横向轴心线方向移动，实

现对刮水作业面幅宽和位置的调节；基板4下边部安装有一把铲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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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2的具体工作过程为：多功能清洗装置开机自检，旋翼飞行器1升空悬停，等

待勤务车2跟上并先巡视现场，拍摄现场视频传输到公司后台。如天气尚早拍摄光线不足，

则先进行清洗工作。

[0040] 开始工作：通过卷扬机10调整吊索9状态使得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轻压光伏电

池组件22——飞行状态计算机控制系统可以通过吊索拉力传感器了解多功能清洁模块12

对组件22的施轻压状态并进行调节——进行清洗，包括喷水和擦洗，如图3中间的描述。电

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认为是大街上扫垃圾车上的电动扫帚的小型化，有关内容可参考现有

技术。要求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以四个电动旋转清洁器为一组，并以对角的两个分为一

组，各组两台电动旋转清洁器旋转方向相反，这样可以平衡反作用力的影响。

[0041] 电动旋转清洁器阵列19清洗完毕一部分光伏电池组件22，通过卷扬机10调整吊索

状态使得刮水板5接触到光伏电池组件22并进行刮水，如图1左面的描述。刮水板5可采用丝

网印刷用的弹性板。刮水板5经过之处，光伏电池组件22表面的水被刮除。然后再清洗另外

一部分光伏电池组件。

[0042] 如果需要清除光伏电池组件22上的鸟粪则通过卷扬机10调整吊索9状态使得铲刀

8接触到光伏电池组件22并进行铲除，如图1右面的描述。铲刀8的设计制造可参照内墙粉刷

用的铲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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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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