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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

装置；其解决的技术方案包括扣合在输电线上的

U形板，U形板的左端同轴固定有一个开口朝下的

第一优弧形板第一优弧形板的左端面设有一个

环状滑槽，环状滑槽内滑动安装有一个第二优弧

形板，第一弧形板的外圆面上有安装槽，安装槽

内设有一个第一压簧，第一压簧上固定有第一销

钉，第一销钉上固定有绝缘绳索，拉动绝缘绳索

可驱动第一优弧形板在环状滑槽内顺时针转动；

第二优弧形板前端的外侧固定有一个可跟随其

转动的且由向外弹出趋势的伸缩杆，伸缩杆下端

的左侧固定有一个轴线水平的左右方向且可自

转的刺辊，U弧形板后侧板上固定有一个水平左

右方向且左端伸出U形板的刀槽，刀槽内滑动安

装有镰刀状的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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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包括一个开口朝下且扣合在输电线上的U形板

（1），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板（1）的左端同轴固定有一个开口朝下的第一优弧形板（2），第一

优弧形板（2）的左端面设有一个与第一优弧形板（2）同轴的环状滑槽（3），环状滑槽（3）内滑

动安装有一个可绕优环状滑槽（3）轴线转动的第二优弧形板（4），第二优弧形板（4）的右端

置于环状滑槽（3）内，左端伸出环状滑槽（3），第一弧形板的外圆面上同轴固定有开口朝外

的优弧形的安装槽（5），安装槽（5）内设有一个第一压簧（6），第一压簧（6）的前端固定在安

装槽（5）的槽壁上，后端固定有一个第一销钉（7），第一销钉（7）贯穿第一优弧形板（2）外缘

端面并固定在第二优弧形板（4）上，第一销钉（7）上固定有绝缘绳索（8），拉动绝缘绳索（8）

可驱动第一销钉（7）挤压第一压簧（6）并使第一优弧形板（2）在环状滑槽（3）内顺时针转动；

第二优弧形板（4）前端的外侧固定有一个可跟随其转动的且由向外弹出趋势的伸缩杆

（9），伸缩杆（9）下端的左侧固定有一个轴线水平的左右方向且可自转的刺辊（10），U弧形板

后侧板上固定有一个水平左右方向且左端伸出U形板（1）的刀槽（11），刀槽（11）内滑动安装

有镰刀状的切刀（12），切刀（12）上端伸出刀槽（11），切刀（12）的右侧固定有一个电动推杆

（13），伸缩杆（9）上安装有电动推杆（13）的驱动开关（14），伸缩杆（9）收缩时驱动开关（14）

可使电动推杆（13）驱动切刀（12）沿刀槽（11）向左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板

（1）前侧的侧板长度大于后侧的侧板长度，使得U形板（1）构成一个勾状结构，U形板（1）前侧

的侧板上固定有一个竖向的套筒（15），套筒（15）内可拆卸安装有绝缘棒（16），第一优弧形

板（2）的开口宽度与第二优弧形板（4）的开口宽度大于电线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优

弧形板（2）的外缘面上设有可供第一销钉（7）移动的第一通槽（1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槽

（5）的开口处为缩口状，缩口状的安装槽（5）可将第一压簧（6）固定在安装槽（5）内，安装槽

（5）的右侧槽壁上设有一个与其同轴的第二通槽（18），第一销钉（7）的右侧固定有第二销钉

（19），第二销钉（19）的自由端从第二通槽（18）内穿出，绝缘绳索（8）固定在第二销钉（19）的

自由端上，U形板（1）的前端面设有一个导绳杆（20），绝缘绳索（8）的自由端从导绳杆（20）上

穿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杆

（9）由一个固定在第二优弧形板（4）上的圆管和插装在圆管内的光杆构成，光杆上套装有第

二压簧（21），第二压簧（21）的一端固定在光杆上，另一端固定在圆管上，驱动开关（14）固定

在圆管上，光杆上还固定有与其平行的的顶杆（22），光杆向圆管收缩时，光杆上的顶杆（22）

接触并打开驱动开关（1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优

弧形板（2）的直径大于U形板（1）上弧形板的直径，环状滑槽（3）与U形板（1）之间经多个支杆

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刺辊

（10）上连接有经蓄电池驱动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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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路杂物清理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输电线架设在空中，大风天气时风会将地面上的塑料袋、塑料薄膜、防晒网等轻质

的片状、长条状的物体吹起并在电线的阻拦作用下缠绕在输电线上，在雨天时，雨水将这类

杂物打湿后，长条状杂物在风吹动作用下很有可能接触到相邻的电线从而造成事故，因此

此类杂物应在巡线时及时发现尽早去除，这类杂物由于一端飘飞，一端固定人工清理难度

很大，因此现阶段针对这类杂物多采用喷火无人机进行去除，但塑料在燃烧后会滴油、滴

火，同时塑料制品在受热融化以后会顽固在电线上更加不容易去除，如果该杂物下方有易

燃物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现阶段需要一种能沟快速将缠绕在电线上的长条状杂

物清除且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输电线线路杂物快速清

理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输电线上的杂物清理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0004] 其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包括一个开口朝下且扣合在输电线上的U形板，U形板的左

端同轴固定有一个开口朝下的第一优弧形板第一优弧形板的左端面设有一个与第一优弧

形板同轴的环状滑槽，环状滑槽内滑动安装有一个可绕优环状滑槽轴线转动的第二优弧形

板，第二优弧形板的右端置于环状滑槽内，左端伸出环状滑槽，第一弧形板的外圆面上同轴

固定有开口朝外的优弧形的安装槽，安装槽内设有一个第一压簧，第一压簧的前端固定在

安装槽的槽壁上，后端固定有一个第一销钉，第一销钉贯穿第一优弧形板外缘端面并固定

在第二优弧形板上，第一销钉上固定有绝缘绳索，拉动绝缘绳索可驱动第一销钉挤压第一

压簧并使第一优弧形板在环状滑槽内顺时针转动；

第二优弧形板前端的外侧固定有一个可跟随其转动的且由向外弹出趋势的伸缩杆，伸

缩杆下端的左侧固定有一个轴线水平的左右方向且可自转的刺辊，U弧形板后侧板上固定

有一个水平左右方向且左端伸出U形板的刀槽，刀槽内滑动安装有镰刀状的切刀，切刀上端

伸出刀槽，切刀的右侧固定有一个电动推杆，伸缩杆上安装有电动推杆的驱动开关，伸缩杆

收缩时驱动开关可使电动推杆驱动切刀沿刀槽向左移动。

[0005] 本发明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实用性强，有效的解决了现有输电线上的杂物清理过

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主视图。

[0007] 图2为本发明主视剖面图。

[0008] 图3为本发明第一优弧形板开口与第二优弧形板开口相对时的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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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4为本发明图3状态时的左视剖面图。

[0010] 图5为本发明第一压簧压缩至极限位置时的左视图。

[0011] 图6为本发明图5状态时的左视剖面图。

[0012] 图7为本发明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4] 由图1至图7可知,本发明包括一个开口朝下且扣合在输电线上的U形板1，U形板1

的左端同轴固定有一个开口朝下的第一优弧形板2，第一优弧形板2的左端面设有一个与第

一优弧形板2同轴的环状滑槽3，环状滑槽3内滑动安装有一个可绕优环状滑槽3轴线转动的

第二优弧形板4，第二优弧形板4的右端置于环状滑槽3内，左端伸出环状滑槽3，第一弧形板

的外圆面上同轴固定有开口朝外的优弧形的安装槽5，安装槽5内设有一个第一压簧6，第一

压簧6的前端固定在安装槽5的槽壁上，后端固定有一个第一销钉7，第一销钉7贯穿第一优

弧形板2外缘端面并固定在第二优弧形板4上，第一销钉7上固定有绝缘绳索8，拉动绝缘绳

索8可驱动第一销钉7挤压第一压簧6并使第一优弧形板2在环状滑槽3内顺时针转动；

第二优弧形板4前端的外侧固定有一个可跟随其转动的且由向外弹出趋势的伸缩杆9，

伸缩杆9下端的左侧固定有一个轴线水平的左右方向且可自转的刺辊10，U弧形板后侧板上

固定有一个水平左右方向且左端伸出U形板1的刀槽11，刀槽11内滑动安装有镰刀状的切刀

12，切刀12上端伸出刀槽11，切刀12的右侧固定有一个电动推杆13，伸缩杆9上安装有电动

推杆13的驱动开关14，伸缩杆9收缩时驱动开关14可使电动推杆13驱动切刀12沿刀槽11向

左移动。

[0015] 为了方便U弧形板扣合在电线上，所述U形板1前侧的侧板长度大于后侧的侧板长

度，使得U形板1构成一个勾状结构，U形板1前侧的侧板上固定有一个竖向的套筒15，套筒15

内可拆卸安装有绝缘棒16，第一优弧形板2的开口宽度与第二优弧形板4的开口宽度大于电

线的直径。

[0016] 为了实现第一销钉7能够在第一优弧形板2的外缘面上移动，所述第一优弧形板2

的外缘面上设有可供第一销钉7移动的第一通槽17。

[0017] 为了实现拉动绝缘绳索8可驱动第二优弧形板4顺时针转动，所述安装槽5的开口

处为缩口状，缩口状的安装槽5可将第一压簧6固定在安装槽5内，安装槽5的右侧槽壁上设

有一个与其同轴的第二通槽18，第一销钉7的右侧固定有第二销钉19，第二销钉19的自由端

从第二通槽18内穿出，绝缘绳索8固定在第二销钉19的自由端上，U形板1的前端面设有一个

导绳杆20，绝缘绳索8的自由端从导绳杆20上穿过。

[0018] 为了实现伸缩杆9收缩时驱动开关14闭合并驱动电动推杆13驱动切刀12向左移

动，所述伸缩杆9由一个固定在第二优弧形板4上的圆管和插装在圆管内的光杆构成，光杆

上套装有第二压簧21，第二压簧21的一端固定在光杆上，另一端固定在圆管上，驱动开关14

固定在圆管上，光杆上还固定有与其平行的的顶杆22，光杆向圆管收缩时，光杆上的顶杆22

接触并打开驱动开关14。

[0019] 为了实现环状滑槽3在U形板1上的固定，所述第一优弧形板2的直径大于U形板1上

弧形板的直径，环状滑槽3与U形板1之间经多个支杆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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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为了实现刺辊10的驱动，所述刺辊10上连接有经蓄电池驱动的电机。

[0021]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过程：本装置的初始状态为第二优弧形板4的开口与第一优弧

形板2的开口保持朝下，打开电机使得电机驱动刺辊10转动，此时伸缩杆9置于第一优弧形

板2开口的前侧，同时第一压簧6处于给压缩状态，驱动电动推杆13使其伸出端缩回，并使得

切刀12复位至U形板1的外缘面上，保证以上状态后工人通过绝缘棒16将U形板1钩挂在电线

上，并驱动本装置移动至电线缠绕有长条状塑料布的位置，此时拉紧绝缘绳索8，使得绝缘

绳索8经第二销钉19和第一销钉7驱动第二优弧形板4在环状滑槽3内顺时针转动，此过程中

第一压簧6被压缩并使其具有反弹的趋势和弹性势能，第二优弧形板4的圆周转动实现刺辊

10跟随其做圆周转动，刺辊10转动过程中接触塑料布并使得刺辊10上的刺将塑料布挂住，

并使塑料布跟随刺辊10绕电线转动，此转动过程实现塑料布将刀槽11和电线缠卷和包裹在

一起，与此同时转动的刺辊10将处于松弛状态下的塑料布进行收紧，塑料布在此过程中长

度不断降低，此时刺辊10有向电线方向移动的趋势，此过程使得光杆向圆管内移动，并实现

第二压簧21的压缩，压簧压缩提供复位张紧力，同时光杆上的顶杆22跟随其移动并有接触

驱动开关14的趋势，当顶杆22接触驱动开关14后，电动推杆13得电并驱动切刀12沿刀槽11

移动，此时切刀12可轻松经张紧后的塑料布进行切割，切割完成后松开绝缘绳索8，并在第

一压簧6的复位作用下实现第二优弧形板4复位至开口端与第一优弧形板2开口一致时即可

取出下本装置，同时在切割完成后塑料布缠卷在刺辊10上并跟随刺辊10一同被取下。

[0022] 本装置对比传统设备有以下好处：

1、本装置通过安装在U形板1左端的环状滑槽3和优弧形板的配合使得电线可从第二优

弧形板4的外部进入到第二优弧形板4的内部，并使得第二优弧形板4能够绕电线做圆周转

动，从而保证驱动塑料布等杂物在电线上的缠卷和拉伸。

[0023] 2、塑料布等杂物在电线上缠卷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塑料布的一端固定，一端呈漂

浮状，这样的塑料布普通的切割刀具是无法在其上施力的，第二是塑料布缠在电线上的一

端一般与电线固定比较紧密，普通刀具如法直接进入将塑料布缠绕在电线上的端部挑开，

本装置针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设计，在缠卷塑料布的时候先将刀槽11移动到位，并在缠卷

塑料布时将刀槽11包裹在内，在缠卷完成后切刀12可沿刀槽11直接进入并将塑料布进行切

割，同时刺辊10在驱动塑料布缠卷过程中对塑料布的自由端进行固定并缠卷，使得切刀12

能够时下对塑料布的切割。

[0024] 3、同时由于塑料布只有在长度达到两个电线之间的宽度时，再配合雨天才会造成

安全隐患，本装置在切割塑料布的时候仅将塑料布过长的部分进行切割，剩余部分不会造

成安全隐患，解决了安全隐患的同时降低了塑料布的切割难度，使得本装置更具实用性。

[0025] 本发明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实用性强，有效的解决了现有输电线上的杂物清理过

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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