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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技术领域，具

体地说是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包

括修复工具、电器箱体、前臂、后臂、前行走装置

及后行走装置，其中前臂和后臂分别设置于电器

箱体的前、后侧，所述前臂和后臂的末端分别连

接有前行走装置和后行走装置，所述修复工具设

置于电器箱体上、并且位于前臂和后臂之间。本

发明可对断股进行自动修复，提高效率，减轻人

员劳动强度，提高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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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修复工具(10)、电器箱体

(20)、前臂(30)、后臂(40)、前行走装置(50)及后行走装置(60)，其中前臂(30)和后臂(40)

分别设置于电器箱体(20)的前、后侧，所述前臂(30)和后臂(40)的末端分别可转动地连接

有前行走装置(50)和后行走装置(60)，所述修复工具(10)设置于电器箱体(20)上、并且位

于前臂(30)和后臂(40)之间；

所述修复工具(10)包括缠绕机构(1)、升降机构(2)及旋转机构(3)，其中缠绕机构(1)

与升降机构(2)固连，通过升降机构(1)实现缠绕机构(1)的上升或下降，所述升降机构(2)

与旋转机构(3)固连，通过旋转机构(3)可实现缠绕机构(1)和升降机构(2)的旋转；

所述缠绕机构(1)包括缠绕机构驱动装置、支撑架(107)、滚动齿轮(108)、线辊(109)及

缠绕架(110)，其中支撑架(107)和滚动齿轮(108)均为带有开口的环形结构，所述支撑架

(107)与所述升降机构(2)连接，所述滚动齿轮(108)设置于支撑架(107)的内侧、并且与支

撑架(107)可滑动地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支撑架(107)上、并且与滚动

齿轮(108)传动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滚动齿轮(108)沿支撑架(107)作周

向运动，所述线辊(109)和缠绕架(110)均与所述滚动齿轮(108)固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行走装置

(50)包括行走轮(501)、行走驱动电机(502)及行走轮支撑架(503)，其中行走轮支撑架

(503)通过水平放置的被动旋转关节与前臂(30)的上端连接，所述行走轮(501)的轮轴可转

动地安装在行走轮支撑架(503)上，所述行走驱动电机(502)安装在行走轮支撑架(503)上、

并且输出轴与所述行走轮(501)的轮轴固连；

所述后行走装置(60)与所述前行走装置(50)结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缠绕机构驱

动装置包括电机a(101)、齿轮a(102)及电机支架a(103)，所述电机a(101)通过电机支架a

(103)安装在所述支撑架(107)上，所述电机a(101)的输出轴与齿轮a(102)连接，所述齿轮a

(102)与滚动齿轮(108)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缠绕机构驱

动装置为两组，所述支撑架(107)的两侧设有通孔，两组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在所述支撑

架(107)两侧的通孔处与所述滚动齿轮(108)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

(2)包括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升降丝母(205)、丝母支撑轴(206)、轴承座(207)、丝杠(210)、

导轨(211)、滑块(212)及旋转机构连接架(213)、缠绕机构连接架(214)及连接架(215)，其

中丝杠(210)和导轨(211)沿竖直方向设置，所述丝杠(210)的上、下端分别与缠绕机构连接

架(214)和连接架(215)可转动地连接，所述导轨(211)的上、下端分别与缠绕机构连接架

(214)和连接架(215)固定连接，所述升降丝母(205)与丝杠(210)螺纹连接，并且与所述旋

转机构(3)可转动地连接，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3)上，并且与所述

升降丝母(205)传动连接，所述滑块(212)安装在旋转机构连接架(213)上、并与导轨(211)

滑动连接，所述旋转机构连接架(213)与所述旋转机构(3)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丝母

(205)的上端与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下端设有丝母支撑轴(206)，所述丝母支

撑轴(206)通过轴承与轴承座(207)可转动地连接，所述轴承座(207)与所述旋转机构(3)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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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丝杠(210)上螺纹连接有位于所述升降丝母(205)下方的锁紧螺母a(208)和锁紧螺

母b(209)。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驱

动装置包括电机c(201)、第一同步带轮(202)、第二同步带轮(203)及同步带(204)，其中电

机c(201)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3)上、并且输出轴与第一同步带轮(202)连接，所述第二同

步带轮(203)与所述升降丝母(205)固连、并且通过同步带(204)与第一同步带轮(202)传动

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机构

(3)包括电机d(301)、齿轮c(302)、固定板(303)及齿轮d(305)，其中电机d(301)安装在所述

电器箱体(20)上，并且输出轴与齿轮c(302)连接，所述固定板(303)通过滑动轴承(304)可

转动地安装在所述电器箱体(20)上，所述齿轮d(305)与固定板(303)固连、并且与齿轮c

(302)啮合，所述升降机构(2)安装在所述固定板(303)上设有的安装孔上。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808542 B

3



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

人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输电线路由于其长期处于野外露天之

下，运行的环境很差，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输电线路在多种应力的长期作用下会导致

材质脆变，而雷击闪络、外力破坏等还会引起导线表面损伤；尤其是在海滨及工业区的输电

线更容易受到腐蚀，致使输电线路产生裂纹、断股等缺陷。架空线路的损伤、断股，轻则降低

载流量，重则造成断线事故，影响线路的安全运行。因此，一旦发现导线损伤、断股，应立即

处理。

[0003] 目前，电力部门在输电线路断股后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人工对断股进行补修。由于

断股的位置处于一档内线路的中央，需要人出线去作业，捋线、缠绕作业的时间长，劳动强

度大，危险性高，因此，需要研制能够快速进行断股修复的装备来代替人工对输电线路断股

进行修复，提高效率，减轻人员劳动强度，确保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该机

构可对断股进行自动修复，提高效率，减轻人员劳动强度，提高人身安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包括修复工具、电器箱体、前臂、后臂、前行走

装置及后行走装置，其中前臂和后臂分别设置于电器箱体的前、后侧，所述前臂和后臂的末

端分别可转动地连接有前行走装置和后行走装置，所述修复工具设置于电器箱体上、并且

位于前臂和后臂之间。

[0007] 所述前行走装置包括行走轮、行走驱动电机及行走轮支撑架，其中行走轮支撑架

通过水平放置的被动旋转关节与前臂的上端连接，所述行走轮的轮轴可转动地安装在行走

轮支撑架上，所述行走驱动电机安装在行走轮支撑架上、并且输出轴与所述行走轮的轮轴

固连；

[0008] 所述后行走装置与所述前行走装置结构相同。

[0009] 所述修复工具包括缠绕机构、升降机构及旋转机构，其中缠绕机构与升降机构固

连，通过升降机构实现缠绕机构的上升或下降，所述升降机构与旋转机构固连，通过旋转机

构可实现缠绕机构和升降机构的旋转。

[0010] 所述缠绕机构包括缠绕机构驱动装置、支撑架、滚动齿轮、线辊及缠绕架，其中支

撑架和滚动齿轮均为带有开口的环形结构，所述支撑架与所述升降机构连接，所述滚动齿

轮设置于支撑架的内侧、并且与支撑架可滑动地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

支撑架上、并且与滚动齿轮传动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滚动齿轮沿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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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周向运动，所述线辊和缠绕架均与所述滚动齿轮固连。

[0011] 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a、齿轮a及电机支架a，所述电机a通过电机支架a

安装在所述支撑架上，所述电机a的输出轴与齿轮a连接，所述齿轮a与滚动齿轮啮合。

[0012] 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为两组，所述支撑架的两侧设有通孔，两组所述缠绕机构

驱动装置在所述支撑架两侧的通孔处与所述滚动齿轮传动连接。

[0013]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升降丝母、丝母支撑轴、轴承座、丝杠、导

轨、滑块及旋转机构连接架、缠绕机构连接架及连接架，其中丝杠和导轨沿竖直方向设置，

所述丝杠的上、下端分别与缠绕机构连接架和连接架可转动地连接，所述导轨的上、下端分

别与缠绕机构连接架和连接架固定连接，所述升降丝母与丝杠螺纹连接，并且与所述旋转

机构可转动地连接，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上，并且与所述升降丝母

传动连接，所述滑块安装在旋转机构连接架上、并与导轨滑动连接，所述旋转机构连接架与

所述旋转机构连接。

[0014] 所述升降丝母的上端与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下端设有丝母支撑轴，

所述丝母支撑轴通过轴承与轴承座可转动地连接，所述轴承座与所述旋转机构连接，所述

丝杠上螺纹连接有位于所述升降丝母下方的锁紧螺母a和锁紧螺母b。

[0015] 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c、第一同步带轮、第二同步带轮及同步带，其中

电机c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上、并且输出轴与第一同步带轮连接，所述第二同步带轮与所述

升降丝母固连、并且通过同步带与第一同步带轮传动连接。

[0016] 所述旋转机构包括电机d、齿轮c、固定板及齿轮d，其中电机d安装在所述电器箱体

上，并且输出轴与齿轮c连接，所述固定板通过滑动轴承可转动地安装在所述电器箱体上，

所述齿轮d与固定板固连、并且与齿轮c啮合，所述升降机构安装在所述固定板上设有的安

装孔上。

[0017]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捋线过程简单、有效。

[0019] 2.本发明断股修复的效果好。

[0020] 3.本发明提高人身安全。本发明代替工人出线实施捋线压接作业，减少了危险，提

高了人身安全。

[0021] 4.本发明减轻人员劳动强度。本发明在线路发生断股后，代替工人出线对断股实

施捋线和压接，能够减轻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0022] 5.本发明可跨越防震锤、压接管等障碍，实现一档内输电线路断股修复作业。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中前行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中修复工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中缠绕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7] 图5是本发明中缠绕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8] 图6是本发明中升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中旋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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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其中：1为缠绕机构，101为电机a，102为齿轮a，103为电机支架a，104为电机b，105

为齿轮b，106为电机支架b，107为支撑架，108为滚动齿轮，109为线辊，110为缠绕架，2为升

降机构，201为电机c，202为第一同步带轮，203为第二同步带轮，204为同步带，205为升降丝

母，206为丝母支撑轴，207为轴承座，208为锁紧螺母a，209为锁紧螺母b，210为丝杠，211为

导轨，212为滑块，213为旋转机构连接架，214为缠绕机构连接架，215为连接架，3为旋转机

构，301为电机d，302为齿轮c，303为固定板，304为滑动轴承，305为齿轮d，10为修复工具，20

为电器箱体，30为前臂，40为后臂，50为前行走装置，501为行走轮，502为行走驱动电机，503

为行走轮支撑架，60为后行走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输电线路断股修复机器人机构，包括修复工具10、

电器箱体20、前臂30、后臂40、前行走装置50及后行走装置60，其中前臂30和后臂40分别设

置于电器箱体20的前、后侧，所述前臂30和后臂40的末端分别连接有前行走装置50和后行

走装置60，所述修复工具10设置于电器箱体20上、并且位于前臂30和后臂40之间。

[0033] 如图2所示，所述前行走装置50包括行走轮501、行走驱动电机502及行走轮支撑架

503，其中行走轮支撑架503通过一水平放置的被动旋转关节与前臂30的上端连接，所述行

走轮501的轮轴可转动地安装在行走轮支撑架503上，所述行走驱动电机502安装在行走轮

支撑架503上、并且输出轴与所述行走轮501的轮轴固连。

[0034] 所述后行走装置60与所述前行走装置50结构相同，所述前臂30和后臂40结构相

同，所述后行走装置60通过另一个水平放置的被动旋转关节与后臂40的上端连接。

[0035] 如图3所示，所述修复工具10包括缠绕机构1、升降机构2及旋转机构3，其中缠绕机

构1与升降机构2固连，通过升降机构1实现缠绕机构1的上升或下降。所述升降机构2与旋转

机构3固连，通过旋转机构3可实现缠绕机构1和升降机构2的旋转。

[0036] 如图4、图5所示，所述缠绕机构1包括缠绕机构驱动装置、支撑架107、滚动齿轮

108、线辊109及缠绕架110，其中支撑架107和滚动齿轮108均为带有开口的环形结构，所述

支撑架107与所述升降机构2连接，所述滚动齿轮108设置于支撑架107的内侧、并且与支撑

架107可滑动地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支撑架107上、并且与滚动齿轮108

传动连接，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滚动齿轮108沿支撑架107作周向运动，所述线

辊109和缠绕架110分别固定连接在与所述滚动齿轮108的两侧。

[0037] 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可为一组或两组。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为两组，所述支撑架107的两侧设有通孔，两

组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在所述支撑架107两侧的通孔处与所述滚动齿轮108传动连接。

[0039] 其中一组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a101、齿轮a102及电机支架a103，其中

电机a101通过电机支架a103沿水平方向安装在所述支撑架107的一侧，所述电机a101的输

出轴与齿轮a102连接，所述齿轮a102在所述支撑架107一侧的通孔处与滚动齿轮108啮合。

[0040] 另外一组所述缠绕机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b104、齿轮b105及电机支架b106，所述

电机b104通过电机支架b106沿水平方向安装在所述支撑架107的另一侧，所述电机b104的

输出轴与齿轮b105连接，所述齿轮b105在所述支撑架107另一侧的通孔处与滚动齿轮108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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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0041] 所述支撑架107为270度圆环，并且内嵌环形滑动导轨，所述滚动齿轮108为270度

环形齿轮，并且与所述环形滑动导轨滑动连接。

[0042] 所述电机a101和电机b104分别通过同向驱动齿轮a102和齿轮b105实现滚动齿轮

108沿支撑架107的圆周转动，由于缠绕架110和线辊109与滚动齿轮108固连，进而实现缠绕

架110和线辊109的圆周转动。

[0043] 如图6所示，所述升降机构2包括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升降丝母205、丝母支撑轴

206、轴承座207、丝杠210、导轨211、滑块212及旋转机构连接架213、缠绕机构连接架214及

连接架215，其中丝杠210和导轨211沿竖直方向设置，所述丝杠210的上、下端分别与缠绕机

构连接架214和连接架215可转动地连接，所述导轨211的上、下端分别与缠绕机构连接架

214和连接架215固定连接。所述升降丝母205与丝杠210螺纹连接，并且与所述旋转机构3可

转动地连接，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3上，并且与所述升降丝母205传

动连接，所述滑块212安装在旋转机构连接架213上、并与导轨211滑动连接，所述旋转机构

连接架213与所述旋转机构3连接。所述缠绕机构连接架214与所述缠绕机构1固连。

[0044] 所述升降丝母205的上端与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传动连接，下端设有丝母支撑

轴206，所述丝母支撑轴206通过轴承与轴承座207可转动地连接，所述轴承座207与所述旋

转机构3连接。所述丝杠210上螺纹连接有位于所述升降丝母205下方的锁紧螺母a208和锁

紧螺母b209，所述丝母支撑轴206通过轴承限制升降丝母205垂直方向移动，并利用锁紧螺

母a208和锁紧螺母b209防松。

[0045] 所述升降机构驱动装置包括电机c201、第一同步带轮202、第二同步带轮203及同

步带204，其中电机c201安装在所述旋转机构3上、并且输出轴与第一同步带轮202连接，所

述第二同步带轮203与所述升降丝母205固连、并且通过同步带204与第一同步带轮202传动

连接。所述第二同步带轮203与升降丝母205同轴。

[0046] 所述电机c201驱动第一同步带轮202旋转，通过同步带204带动第二同步带轮203

转动，从而实现所述升降丝母205的转动，进而实现丝杠210的上升或者下降。由于导轨211

通过连接架215和缠绕机构连接架214与丝杠210固连，因此同时实现了导轨211沿滑块212

的上升或者下降，导轨211的移动保证了丝杠210上升或者下降运动的平稳性。由于缠绕机

构1通过缠绕机构连接架214与升降机构2固连，进而实现了缠绕机构1的上升或者下降。

[0047] 如图7所示，所述旋转机构3包括电机d301、齿轮c302、固定板303及齿轮d305，其中

电机d301安装在电器箱体20上，并且输出轴与齿轮c302连接，所述固定板303通过滑动轴承

304可转动地安装在电器箱体20上，所述齿轮d305与固定板303固连、并且与齿轮c302啮合。

所述固定板303上设有与所述升降机构2连接的安装孔，所述升降机构2安装在所述固定板

303上的安装孔上。

[0048] 所述电机d301通过齿轮c  302和齿轮d305传动，带动固定板303转动，因滑动轴承

304安装在电器箱体20上，并且与固定板303固连，进而实现了固定板303沿电器箱体20的圆

周转动。由于升降机构2和缠绕机构1与固定板303固连，因此实现了升降机构2和缠绕机构1

的圆周转动。

[0049] 本发明的作业过程如下：

[0050] 第一步：将铝丝的一端缠绕在缠绕支撑架110上，然后将铝丝按序捋在线辊10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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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第二步：机器人上线，断股修复作业机构沿输电线路行走，行走至断股附近停止。

[0052] 第三步：升降机构2升起，将缠绕机构1的支撑架107圆心处于输电线路圆心位置附

近。

[0053] 第四步：机器人慢速前进，同时电机a101和电机b104驱动滚动齿轮108在支撑架

107内圆周转动，带动线辊109和缠绕架110圆周转动，进而实现铝丝在输电线路的缠绕。

[0054] 第五步：将输电线路的断股全部缠绕回线路后，升降机构2下降，缠绕机构1下降到

输电线路下方，旋转机构3带动升降机构2和缠绕机构1连续圆周旋转，实现线辊109和缠绕

架110两端线的连续绞合，避免铝丝末端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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