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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

机清洁系统及其操控方法，无人机的内部安装有

总控制器和通信模块，无人机的底部连接有载物

平台，无人机带动载物平台飞行，清洁装置安装

在载物平台上，并通过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

接；摄像机用于采集图像信息，安装于无人机之

下、清洁装置之上的中间位置，并通过通信模块

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无线遥控器用于发出指令并

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进而操控无人机以

及清洁装置进行清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

整个清洁过程人工远距离遥控完成，并且可视，

具有清洁效果好、人力成本低、工作效率高、安全

性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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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包括无人机、载物平台、清洁装置、摄像机、总

控制器、通信模块以及无线遥控器，无人机的内部安装有总控制器和通信模块，无人机的底

部连接有载物平台，无人机带动载物平台飞行，清洁装置安装在载物平台上，并通过通信模

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摄像机用于采集图像信息，安装于无人机之下、清洁装置之上的中间

位置，并通过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无线遥控器用于发出指令并经通信模块传输至

总控制器，进而操控无人机以及清洁装置；

所述清洁装置包含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

器和驱水剂喷洒模块，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驱水剂喷洒模块依次平

行排列在载物平台上，且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和驱水剂喷洒模块的工

作方向为载物平台的前方，在载物平台的前部位置安装有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所述的

毛刷驱动模块装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毛刷旋转头施加到摄像机的镜头或护罩表

面的压力，用于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粘附较紧的灰尘和污渍，吹气模块用于吹扫摄

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所述的清洁液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专

用清洁液，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用于测定与清洗目标的距离以及定位瞄准清洗位置，所

述的驱水剂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驱水剂。

2.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的操纵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1：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启动无人机，控制无人机飞行至清洗目标附近处时，通

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指令，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发出指令，开启摄像机以及

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

步骤2：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无线遥控器上的图像和距离信息，调整

无人机的位置，瞄准清洗目标，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吹气模块开启指令，该指令经通信模块

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控制吹气模块吹扫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操作者

在线观察吹扫情况，吹扫完成后，关闭吹气模块；

步骤3：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清洁液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块

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清洁液喷洒模块给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清洁液，操作者在线

观察喷洒情况，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清洁液喷洒模块；

步骤4：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毛刷驱动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块传

来的指令后控制毛刷驱动模块启动，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压力信息调整无人机位

置，毛刷驱动模块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污渍，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污渍清除

工作完成后，关闭毛刷驱动模块；

步骤5：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图像信息调整无人机位置，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驱

水剂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驱水剂喷洒模块启动，

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驱水剂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驱水剂喷洒模块，整体清洁工作完

成；

步骤6：关闭摄像机和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控制无人机返回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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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及其操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人机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无人机清洁系统及其操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视频监控具有直观、准确、及时以及信息内容丰富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交通、治安、

生产等领域。由于气候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际使用过程中室外监控摄像头的镜面或护罩

极易沾上灰尘、受到污染，从而导致摄像机图像质量下降，严重影响视频的监控效果。由于

室外监控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具有一定的高度，通常维护人员需攀爬伸缩工程梯或乘坐升降

车清洁监控摄像机，这种人工清洁方法效率低、成本高、危险性大、便利性差。另外，部分生

产厂家虽在监控摄像机外面增设雨刷器用以清除雨雪，但未能彻底解决摄像机的污染问

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及

其操控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包括无人机、载物平台、清洁装置、摄像

机、总控制器、通信模块以及无线遥控器，无人机的内部安装有总控制器和通信模块，无人

机的底部连接有载物平台，无人机带动载物平台飞行，清洁装置安装在载物平台上，并通过

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摄像机用于采集图像信息，安装于无人机之下、清洁装置之上

的中间位置，并通过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无线遥控器用于发出指令并经通信模块

传输至总控制器，进而操控无人机以及清洁装置。

[0006] 所述清洁装置包含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距离传感器与LED

瞄准器和驱水剂喷洒模块，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驱水剂喷洒模块依

次平行排列在载物平台上，且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和驱水剂喷洒模块

的工作方向为载物平台的前方，在载物平台的前部位置安装有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所

述的毛刷驱动模块装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毛刷旋转头施加到摄像机的镜头或护

罩表面的压力，用于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粘附较紧的灰尘和污渍，吹气模块用于吹

扫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所述的清洁液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

洒专用清洁液，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用于测定与清洗目标的距离以及定位瞄准清洗位

置，所述的驱水剂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驱水剂。

[0007] 本发明还提供涉及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的操控方法，具体步骤如

下：

[0008] 步骤1：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启动无人机，控制无人机飞行至清洗目标附近处

时，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指令，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发出指令，开启摄像

机以及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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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2：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无线遥控器上的图像和距离信息，

调整无人机的位置，瞄准清洗目标，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吹气模块开启指令，该指令经通信

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控制吹气模块吹扫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操

作者在线观察吹扫情况，吹扫完成后，关闭吹气模块；

[0010] 步骤3：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清洁液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

模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清洁液喷洒模块给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清洁液，操作者

在线观察喷洒情况，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清洁液喷洒模块；

[0011] 步骤4：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毛刷驱动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

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毛刷驱动模块启动，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压力信息调整无人机

位置，毛刷驱动模块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污渍，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污渍清

除工作完成后，关闭毛刷驱动模块；

[0012] 步骤5：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图像信息调整无人机位置，通过无线遥控器发

出驱水剂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驱水剂喷洒模块启

动，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驱水剂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驱水剂喷洒模块，整体清洁工

作完成；

[0013] 步骤6：关闭摄像机和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控制无人机返回指定位置。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由于首先利用吹气模块吹扫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

尘，然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专用清洁液，再采用旋转的柔性专用毛刷清除摄像

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污渍，最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驱水剂，保持清洁效果。与现

有技术相比，整个清洁过程人工远距离遥控完成，并且可视，具有清洁效果好、人力成本低、

工作效率高、安全性好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室外监控摄像机无人机清洁系统示意图。

[0016] 图2为清洁装置的示意图。

[0017] 图中：1-无人机，2-固定平台，3-清洁装置，4-摄像机，5-总控制器，6-通信模块，7-

无线遥控器，8-毛刷驱动模块，9-吹气模块，10-清洁液喷洒模块，11-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

器，12-驱水剂喷洒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包括无人机、载物平台、清洁装置、摄像

机、总控制器、通信模块以及无线遥控器，无人机的内部安装有总控制器和通信模块，无人

机的底部连接有载物平台，无人机带动载物平台飞行，清洁装置安装在载物平台上，并通过

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摄像机用于采集图像信息，安装于无人机之下、清洁装置之上

的中间位置，并通过通信模块与总控制器电连接，无线遥控器用于发出指令并经通信模块

传输至总控制器，进而操控无人机以及清洁装置。

[0020] 所述清洁装置包含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距离传感器与LED

瞄准器和驱水剂喷洒模块，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驱水剂喷洒模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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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平行排列在载物平台上，且毛刷驱动模块、吹气模块、清洁液喷洒模块和驱水剂喷洒模块

的工作方向为载物平台的前方，在载物平台的前部位置安装有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所

述的毛刷驱动模块装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毛刷旋转头施加到摄像机的镜头或护

罩表面的压力，用于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粘附较紧的灰尘和污渍，吹气模块用于吹

扫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所述的清洁液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

洒专用清洁液，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用于测定与清洗目标的距离以及定位瞄准清洗位

置，所述的驱水剂喷洒模块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驱水剂。

[0021] 所述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的操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步骤1：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启动无人机，控制无人机飞行至清洗目标附近处

时，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指令，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发出指令，开启摄像

机以及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

[0023] 步骤2：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经通信模块传输至无线遥控器上的图像和距离信息，

调整无人机的位置，瞄准清洗目标，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吹气模块开启指令，该指令经通信

模块传输至总控制器，总控制器控制吹气模块吹扫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操

作者在线观察吹扫情况，吹扫完成后，关闭吹气模块；

[0024] 步骤3：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清洁液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

模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清洁液喷洒模块给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清洁液，操作者

在线观察喷洒情况，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清洁液喷洒模块；

[0025] 步骤4：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发出毛刷驱动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

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毛刷驱动模块启动，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压力信息调整无人机

位置，毛刷驱动模块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污渍，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污渍清

除工作完成后，关闭毛刷驱动模块；

[0026] 步骤5：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图像信息调整无人机位置，通过无线遥控器发

出驱水剂喷洒模块开启指令，总控制器接到通信模块传来的指令后控制驱水剂喷洒模块启

动，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驱水剂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驱水剂喷洒模块，整体清洁工

作完成；

[0027] 步骤6：关闭摄像机和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控制无人机返回指定位置。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包括无人机(1)、载物平台

(2)、清洁装置(3)、摄像机(4)、总控制器(5)、通信模块(6)以及无线遥控器(7)，无人机(1)

的内部安装有总控制器(5)和通信模块(6)，无人机(1)的底部连接有载物平台(2)，无人机

(1)带动载物平台(2)飞行，清洁装置(3)安装在载物平台(2)上，并通过通信模块(6)与总控

制器(5)电连接；摄像机(4)用于采集图像信息，其安装于无人机(1)之下、清洁装置(3)之上

的中间位置，并通过通信模块(6)与总控制器(5)电连接，所述无线遥控器(7)用于发出指令

并经通信模块(6)传输至总控制器(5)，进而操控无人机(1)以及清洁装置(3)。

[0029] 如图2所示，清洁装置(3)由毛刷驱动模块(8)、吹气模块(9)、清洁液喷洒模块

(10)、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11)和驱水剂喷洒模块(12)组成，毛刷驱动模块(8)、吹气模

块(9)、清洁液喷洒模块(10)、驱水剂喷洒模块(12)依次平行排列在载物平台(2)上，且在载

物平台(2)的中间前部位置安装有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11)，所述的毛刷驱动模块(8)

装有压力传感器，可检测毛刷旋转头施加到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压力，用于清除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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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粘附较紧的灰尘、污渍，吹气模块(9)用于吹扫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

灰尘，所述的清洁液喷洒模块(10)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专用清洁液，距离传

感器与LED瞄准器(11)用于测定与清洗目标的距离以及定位瞄准清洗位置，所述的驱水剂

喷洒模块(12)用于给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喷洒驱水剂。

[0030] 一种室外监控摄像机用无人机清洁系统的操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步骤1：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7)启动无人机(1)，控制无人机(1)飞行至清洗目

标附近处时，并通过无线遥控器(7)发出指令，经通信模块(6)传输至总控制器(5)，总控制

器(5)发出指令，开启摄像机(4)以及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11)；

[0032] 步骤2：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经通信模块(6)传输至无线遥控器(7)上的图像和距

离信息，调整无人机(1)的位置，瞄准清洗目标，通过无线遥控器(7)发出吹气模块(9)开启

指令，该指令经通信模块(6)传输至总控制器(5)，总控制器(5)控制吹气模块(9)吹扫室外

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灰尘，操作者在线观察吹扫情况，吹扫完成后，关闭吹气模块(9)；

[0033] 步骤3：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7)发出清洁液喷洒模块(10)开启指令，总控制器

(5)接到通信模块(6)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清洁液喷洒模块(10)给室外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

面喷洒清洁液，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喷洒工作完成后，关闭清洁液喷洒模块(10)；

[0034] 步骤4：操作者通过无线遥控器(7)发出毛刷驱动模块(8)开启指令，总控制器(5)

接到通信模块(6)传来的指令后控制毛刷驱动模块(8)启动，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压

力信息调整无人机(1)至合适位置，毛刷驱动模块(8)清除摄像机镜头或护罩表面的污渍，

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污渍清除工作完成后，关闭毛刷驱动模块(8)；

[0035] 步骤5：操作者根据采集到的距离和图像信息调整无人机(1)至合适位置后，通过

无线遥控器(7)发出驱水剂喷洒模块(12)开启指令，总控制器(5)接到通信模块(6)传来的

指令后控制驱水剂喷洒模块(12)启动，操作者在线观察喷洒情况，驱水剂喷洒工作完成后，

关闭驱水剂喷洒模块(12)，整体清洁工作完成；

[0036] 步骤6：关闭摄像机(4)和距离传感器与LED瞄准器(11)，控制无人机(1)返回指定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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