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024281.2

(22)申请日 2018.01.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3435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08

(73)专利权人 宁波海蔓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

路55号12-7

(72)发明人 项文增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隋金艳

(51)Int.Cl.

H02G 7/16(2006.01)

审查员 罗爱玲

 

(54)发明名称

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变电站智能化设备技术领域，具

体为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包括无

人机和除冰机器人，无人机包括机体，机体上设

有无人机控制器、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和喷洒机

构，喷洒机构包括料箱和热风机，热风机用于产

生热气流并将料箱中的生石灰粉喷洒出去，无人

机控制器用于控制热风机向导线上喷洒生石灰

粉，无人机控制器用于获取导线的位置，并将除

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除冰机器人能够自动沿

着导线行走并清理导线上附着的冰霜。本发明提

供的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能够解

决现有无人机除冰方案中的无人机无法自动对

准、人工操作难度大、冰层较厚时无法正常工作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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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无人机，所述无人机包括机体，机体上设有无人机控制器、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和喷洒机

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料箱和热风机，料箱用于盛放生石灰粉，所述热风机用于产生热气流

同时将料箱中的生石灰粉喷洒出去，所述无人机控制器与红外热成像传感器以及热风机信

号连接，所述无人机控制器用于控制热风机向导线上喷洒生石灰粉，所述无人机控制器还

用于通过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获取导线的热成像图像，所述无人机控制器能够根据热成像图

像获取导线的位置，并控制机体将除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

除冰机器人，所述除冰机器人能够自动沿着导线行走同时清理导线上附着的冰霜；

所述除冰机器人包括基座和除冰控制器，所述基座上设有行走固定机构，所述行走固

定机构包括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的电机以及与电机动力连接的驱动轮，所述除冰控制器

用于控制驱动轮行走，驱动轮的两侧分别设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

支架均可沿基座水平滑动，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分别连接有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所

述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均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分别设有第

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能够分别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的作用

下滑动，所述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用于夹住导线；

基座上还设有除冰结构，所述除冰结构包括破冰机构和融冰机构，所述破冰机构包括

水平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的套筒，套筒上设有测距传感器，所述套筒内与第一支

架或第二支架接触的一端设有第二电磁铁，套筒内从第二电磁铁到套筒自由端方向依次设

有弹簧、永久磁铁以及顶杆，所述除冰控制器与测距传感器信号连接，所述除冰控制器用于

根据距离传感器的信号控制第二电磁铁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电磁铁能够吸附永久磁铁使

顶杆向套筒内移动从而压缩弹簧，所述第二电磁铁还能够排斥永久磁铁使弹簧伸长从而使

顶杆从套筒内弹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融冰机构包

括分别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的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所述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用

于将导线包裹起来，所述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内壁上均设置有电热丝，所述电热丝与除冰

控制器信号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轮、第

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为橡胶制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轮、第

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的中间设有圆弧形的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轮、第

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的表面设有凹凸花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无人机上还

设有第一电磁铁，所述基座上设有用于供第一电磁铁吸附的铁块，所述第一电磁铁与无人

机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无人机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一电磁铁的通断来吸附或放下除冰机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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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电站智能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

动除冰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电力线路的铺设随处可见，通过电力线路为

人民群众进行输电以及传送信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每年一

到冬天时节，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由于室外环境温度低，而且雨雪天气偏多，造成了很多

架空的电力高压线路容易结冰，结冰后的电力线路重量明显增重，使得各处电力高压线路

出现下陷或者断裂的现象，给输电造成了严重影响，给人们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0003] 目前我国对于电力线路除冰作业多为人工使用攀爬器械爬上铁塔或者乘坐起升

器械进行人工除冰，人工除冰不仅除冰速度慢，除冰效果不明显，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而且

在人工除冰过程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容易造成触电或者坠落等安全事故；特别的，对于复

杂地形区和山区的导电线路，由于复杂地形区和山区的地势地貌特征，人工渗入作业难度

大，导电线路除冰工作更加困难。

[000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存在一些自动化的巡线装置来对高压线路进行除冰，

例如公开号为CN106025984A的发明公开了一种输电线路除冰装置，包括车体，所述车体上

方连接有升降机，升降机上方设有支撑部分，支撑部分上设有融冰装置和破冰装置。该发明

使用时需要车体随着线路开动，极为不便。

[0005] 现在也有一些通过无人机进行高压线除冰的解决方案，在无人机上安装除冰机

构，通过无人机使除冰机构抓住导线，然后由无人机拖动除冰机构行走，除冰机构沿着导线

进行除冰。但是无人机本身飞行耗电量较大，载重量和驱动能力较小，因而其除冰效果有

限；且现在的无人机除冰时，依赖于人工对无人机进行操控，例如无人机的位置、行进方向

等，十分不便，特别是通过无人机将除冰机构连接到导线上时，需要人工将除冰机构与高压

导线对准，操作难度大，易用性差，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当导线上的冰层非常厚

时，除冰机构并不能正确地抓住导线，从而无法顺利地进行除冰工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能够解决现有无人机除冰方

案中存在的无人机无法自动对准、人工操作难度大、冰层较厚时无法正常工作等问题。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专利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包括：

[0009] 无人机，所述无人机包括机体，机体上设有无人机控制器、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和喷

洒机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料箱和热风机，料箱用于盛放生石灰粉，所述热风机用于产生热

气流同时将料箱中的生石灰粉喷洒出去，所述无人机控制器与红外热成像传感器以及热风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8134357 B

3



机信号连接，所述无人机控制器用于控制热风机向导线上喷洒生石灰粉，所述无人机控制

器还用于通过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获取导线的热成像图像，所述无人机控制器能够根据热成

像图像获取导线的位置，并将除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

[0010] 除冰机器人，所述除冰机器人能够自动沿着导线行走同时清理导线上附着的冰

霜。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中，通过无人机控制器控制喷洒机构从导线上方向下喷洒生石灰

粉，同时向下吹送热风，热风和被加热的生石灰粉落到导线上的冰层后，溶解冰层，产生水

分，进而可以吸附更多的生石灰粉，生石灰粉遇水发生反应，产生大量的热量，进一步对导

线上的冰层进行融化，通过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可以拍摄导线附近的热成像图像，由于导线

上有水，生石灰粉末必定会沿着导线的方向进行排布，在热成像图像上形成带状的图形，无

人机控制器根据现有的图像处理算法对热成像图像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可以获取导线的具

体位置，无人机控制器控制无人机飞到导线位置的上方，并将除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除

冰机器人与导线连接并沿着导线行走，同时清理导线上附着冰霜。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方案中，无人机将除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后，除冰

机器人能够自动沿着导线行走，此时无人机可以停止飞行，无需无人机一直飞行，减少无人

机自身重力所消耗的能量；通过喷洒机构向导线喷洒生石灰粉和热气流，使导线上的冰层

融化，并且生成的水可以继续吸附生石灰粉并使生石灰粉继续发热，可以快速融化无人机

下方导线上的冰，避免由于冰层过厚而影响除冰机器人的放置；同时生石灰粉产生的热量

可以使热成像的图像上形成条纹，无人机控制器可以根据热成像的图像自动定位导线的位

置，操作人员只需控制无人机飞行到导线上方即可，无需复杂精准的操作，降低操作难度，

减少操作人员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0013] 进一步，所述除冰机器人包括基座和除冰控制器，所述基座上设有行走固定机构，

所述行走固定机构包括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的电机以及与电机动力连接的驱动轮，所述

除冰控制器用于控制驱动轮行走，驱动轮的两侧分别设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所述第一

支架和第二支架均可沿基座水平滑动，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分别连接有第一气缸和第

二气缸，所述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均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

分别设有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能够分别在第一气缸和第二

气缸的作用下滑动，所述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用于夹住导线。

[0014] 除冰控制器能够控制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工作，使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在第一

气缸和第二气缸作用下，相互靠近，进而使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夹紧导线，从而将除冰

机器人固定到导线上，除冰控制器能够控制电机转动进而控制驱动轮，由驱动轮带动除冰

机器人沿着导线行走。

[0015] 进一步，基座上还设有除冰结构，所述除冰结构包括破冰机构和融冰机构，所述破

冰机构包括水平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的套筒，套筒上设有测距传感器，所述套筒

内与第一支架或第二支架接触的一端设有第二电磁铁，套筒内从第二电磁铁到套筒自由端

方向依次设有弹簧、永久磁铁以及顶杆，所述除冰控制器与测距传感器信号连接，所述除冰

控制器用于根据距离传感器的信号控制第二电磁铁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电磁铁能够吸附

永久磁铁使顶杆向套筒内移动从而压缩弹簧，所述第二电磁铁还能够排斥永久磁铁使弹簧

伸长从而使顶杆从套筒内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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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除冰控制器能根据测距传感器检测前方是否存在冰柱等大体积的冰，当检测到存

在较大的冰块后，控制电磁铁吸附永久磁铁，使顶杆向套筒内移动，然后再控制电磁铁排斥

永久磁铁，顶杆在弹簧弹力作用和电磁铁排斥力作用下，快速从套筒中弹出，撞击冰块，实

现对大体积的冰柱或冰块的清理。

[0017] 进一步，所述融冰机构包括分别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的第一罩壳和第二

罩壳，所述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用于将导线包裹起来，所述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内壁上均

设置有电热丝，所述电热丝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

[0018] 除冰控制器通过控制电热丝，使电热丝对被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包裹起来的导线

进行加热，去除导线表面的冰层或霜层。

[0019] 进一步，所述驱动轮、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为橡胶制件。

[0020] 橡胶弹性大，可以使驱动轮、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将导线充分包裹起来，增加

与导线的接触面积。

[0021] 进一步，所述驱动轮、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的中间设有圆弧形的凹槽。

[0022] 圆弧形的凹槽与导线的轮廓相似，增加驱动轮、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与导线

的接触面积，可以更好的进行固定和驱动。

[0023] 进一步，所述驱动轮、第一固定轮和第二固定轮的表面设有凹凸花纹。增加摩擦

力。

[0024] 进一步，所述无人机上还设有第一电磁铁，所述基座上设有用于供第一电磁铁吸

附的铁块，所述第一电磁铁与无人机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无人机控制器通过控制第一电

磁铁的通断来吸附或放下除冰机器人。

[0025] 为了实现无人机对除冰机器人的拖运可以通过挂钩等连接件实现的，本发明技术

方案中通过磁铁吸附和放下除冰机器人无需设置挂钩之类的连接件，更加简单，可以避免

使用挂钩而勾到导线或其他物品的问题发生。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实施例的除冰机器人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附图标记说明：基座1、融冰机构2、电热丝3、破冰机构4、第一固定轮5、驱动轮6、电

机7、第二支架8、第一支架9。

[0029] 本实施例一种智能变电站导线自动除冰设备，包括无人机和除冰机器人，其中：

[0030] 无人机包括机体，机体内设有无人机控制器、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喷洒机构和第一

电磁铁，无人机控制器用于控制无人机的飞行、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进行成像或者喷洒机构

进行喷洒操作等；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和喷洒机构均通过螺栓等可拆卸的设置在无人机的机

体的底部，喷洒机构包括料箱和热风机，料箱内部盛放有生石灰粉，热风机的进风口语料箱

连通，热风机工作时能够产生热气流同时将料箱中的生石灰粉带动着喷洒出去，喷洒机构

也可以采用现有的，安装了加热器的其他粉喷的装置，只要能够向外喷洒石灰粉同时产生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8134357 B

5



热气流即可；无人机控制器与热风机信号连接，具体的可以设置一个继电器控制热风机的

供电，使无人机控制器控制继电器即可，无人机控制器能够控制热风机开启与否，进而控制

喷洒机构向导线上喷洒生石灰粉；

[0031] 红外热成像传感器采用现有的红外成像仪或其他红外成像设备，其视频输出信号

端连接无人机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无人机控制器用于通过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获取导线的

热成像图像，无人机控制器能够根据热成像图像采用现有的图像处理算法获取导线的位

置，由于生石灰与水反应生成大量的热，因而沿着导线的温度较高，红外成像图像上表现为

红色，无人机控制器只要根据颜色的不同即可筛选出导线的形状，进而获取导线的位置，并

通过移动无人机的位置将除冰机器人对准的导线上方；

[0032] 无人机控制器还与第一电磁铁信号连接，第一电磁铁用于吸附除冰机器人，无人

机控制器将除冰机器人对准到导线上方后，逐渐将除冰机器人放置到导线上，并最后关断

第一电磁铁使除冰机器人与无人机脱离；

[0033] 如图1所示，除冰机器人能够自动沿着导线行走同时清理导线上附着的冰霜，除冰

机器人包括基座1和除冰控制器，基座1上设有除冰结构、行走固定机构、用于供第一电磁铁

吸附的铁块以及用于检测无人机与除冰机器人是否分离的干簧管。

[0034] 行走固定机构包括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的电机7以及与电机7动力连接的驱动

轮6，除冰控制器还用于控制驱动轮6行走，驱动轮6的两侧分别设有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

8，基座1上设有供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滑动的T行滑槽，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均与通过

滑槽与基座1连接，可沿基座1水平滑动，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分别连接有第一气缸和第

二气缸，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均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上分别设

有第一固定轮5和第二固定轮，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能够分别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的

作用下滑动，第一固定轮5和第二固定轮用于在第一支架9与第二支架8相互靠近时夹住导

线，为了增大与导线的接触面积和摩擦力，使除冰机器人移动起来更加稳定，本实施例中，

驱动轮6、第一固定轮5和第二固定轮为橡胶制件，它们表面设有凹凸花纹，在它们的外壁的

中部设有圆弧形的凹槽。

[0035] 除冰结构包括破冰机构4和融冰机构2，破冰机构4用来除去导线上的大块冰块或

者冰柱，破冰机构4包括设置在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上的套筒，套筒上设有测距传感器，

本实施例中，测距传感器采用超声波测距模块，套筒内沿着套筒与第一支架9或第二支架8

连接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方向依次设有第二电磁铁、弹簧、永久磁铁以及顶杆，除冰控制器与

第二电磁铁以及测距传感器均信号连接，除冰控制器能够根据距离传感器的信号控制第二

电磁铁的电流方向，第二电磁铁能够吸附永久磁铁使顶杆向套筒内移动从而压缩弹簧，第

二电磁铁还能够排斥永久磁铁使弹簧伸长从而使顶杆从套筒内弹出。

[0036] 除冰控制器能根据测距传感器检测前方是否存在冰柱等大体积的冰，当检测到存

在较大的冰块后，控制电磁铁吸附永久磁铁，使顶杆向套筒内移动，然后再控制电磁铁排斥

永久磁铁，顶杆在弹簧弹力作用和电磁铁排斥力作用下，快速从套筒中弹出，撞击冰块，实

现对大体积的冰柱或冰块的清理。

[0037] 融冰机构2包括分别设置在第一支架9和第二支架8上的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第

一罩壳和第二罩壳用于将导线包裹起来，第一罩壳和第二罩壳内壁上均设置有电热丝3，电

热丝3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除冰控制器通过控制电热丝3开启，从而对导线上的冰霜进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8134357 B

6



行加热，使其融化。

[0038] 干簧管与除冰控制器信号连接，除冰控制器通过干簧管检测除冰机器人是否被无

人机放下或吸起，除冰控制器能够在除冰机器人被放下后控制行走固定机构将除冰机器人

固定在导线上，并使其沿着导线行走，同时控制除冰机构进行除冰工作，除冰控制器能够在

检测到除冰机器人被吸起后控制行走固定机构和除冰机构停止工作。

[0039] 以上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过多

描述，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

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

能力，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本申请给出的启示下，结合自身能力完善并实施本方

案，一些典型的公知结构或者公知方法不应当成为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实施本申请的障

碍。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

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果和

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

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134357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8134357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