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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包括框

架、平衡装置、越障行进装置、除冰装置，平衡装

置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底部，三个越障行进装置固

定安装在框架上，并沿框架的纵向以此排布，除

冰装置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前端；本发明通过越障

行进装置跨越电线上的障碍物并向前行进，通过

平衡装置保持机器人在跨障除冰过程中的平衡，

通过除冰装置将高压线上的冰除掉，增加了适用

范围，提高了除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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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包括框架（1）、平衡装置（2）、越障行进装置（3）、除冰装置

（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衡装置（2）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底部，三个越障行进装置（3）固

定安装在框架（1）上，并沿框架（1）的纵向以此排布，除冰装置（4）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前

端；

所述的平衡装置（2）包括第一电机座（201）、第一电机（202）、第一带座轴承（203）、第一

丝杠（204）、配重铁（205），所述的第一电机座（201）和两个第一带座轴承（203）固定安装在

框架（1）的底部，第一电机（202）固定安装在第一电机座（201）上，第一丝杠（204）的两侧与

第一带座轴承（203）转动安装，第一丝杠（204）的一端插入到第一电机（202）的空心轴中，配

重铁（205）的上方圆孔内有与第一丝杠（204）外螺纹相配的内螺纹，且与第一丝杠（204）转

动安装；

所述的越障行进装置（3）包括第二电机座（301）、第二电机（302）、第一锥齿轮（303）、第

二带座轴承（304）、第二锥齿轮（305）、第二丝杠（306）、丝杠螺母（307）、第一支杆（308）、第

二支杆（309）、下轮架（310）、下轮（311）、螺柱（312）、弹簧（313）、滑块（314）、下轮轴（315）、

上轮架（316）、第三带座轴承（317）、上轮轴（318）、上轮（319）、第三电机（320），所述的第二

电机座（301）和第二带座轴承（304）固定安装在框架（1）上，第二电机（302）固定安装在第二

电机座（301）上，第一锥齿轮（303）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302）的伸出轴上，第二丝杠（306）

的两端分别与第二带座轴承（304）和下轮架（310）转动安装，第二锥齿轮（305）固定安装在

第二丝杠（306）的下方并且与第一锥齿轮（303）啮合，丝杠螺母（307）与第二丝杠（306）转动

安装，第一支杆（308）的一端与丝杠螺母（307）的一侧转动安装，第二支杆（309）的下方两端

分别与框架（1）和第一支杆（308）的另一端转动安装，第二支杆（309）的的上端与上轮架

（316）固定安装，第三带座轴承（317）和第三电机（320）分别固定安装在上轮架（316）的两

侧，上轮轴（318）的一端与第三带座轴承（317）转动安装，另一端插入到第三电机（320）的空

心轴中，上轮（319）固定安装在上轮轴（318）上；

所述的除冰装置（4）包括第四电机座（401）、第四电机（402）、第一齿轮（403）、齿条

（404）、直线轴承（405）、光轴（406）、支座（407）、前端架（408）、摆杆（409）、滑动轴（410）、带

弹簧敲击锤（411）、第二齿轮（412）、第三支杆（413）、第四带座轴承（414）、摆动架（415）、第

五电机（416）、破冰刀辊（417）、第六电机（418）、第三锥齿轮（419）、第四锥齿轮（420）、蜗杆

（421）、蜗轮（422）、转轴（423），所述的前端架（408）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前端，第四电机座

（401）固定安装在框架（1）前端的下方，第四电机（402）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座（401）上，第

一齿轮（403）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402）的伸出轴上，齿条（404）的上端固定安装在支座

（407）的下方且与第一齿轮（403）啮合，直线轴承（405）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前端，光轴

（406）的上端与支座（407）固定安装，其余部分与直线轴承（405）滑动安装，摆杆（409）的下

端与支座（407）转动安装，带弹簧敲击锤（411）固定安装在摆杆（409）的顶部，摆杆（409）设

有通透的长条孔，第三支杆（413）一端与支座（407）转动安装，另一端与摆动架（415）转动安

装，两个第四带座轴承（414）分别固定安装在摆动架（415）下端的两侧，蜗杆（421）穿过前端

架（408）和摆动架（415）其两端与第四带座轴承（414）转动安装，第六电机（418）固定安装在

前端架（408）的底部，第三锥齿轮（419）固定安装在第六电机（418）的伸出轴上，第四锥齿轮

（420）固定安装在蜗杆（421）上并与第三锥齿轮（419）啮合，两根转轴（423）与前端架（408）

转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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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柱（312）固定安

装在下轮架（310）的两侧，弹簧（313）套在螺柱（312）上，滑块（314）置于弹簧（313）上并与螺

柱（312）滑动安装，下轮轴（315）两端固定安装在滑块（314）中，下轮（311）与下轮轴（315）转

动安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蜗轮（422）固定安

装在其中一根转轴423的前端并且与蜗杆（421）啮合，两个第二齿轮412固定安装在转轴

（423）的后端，滑动轴（410）穿过摆杆（409）的长条孔其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齿轮（412）上，

第五电机（416）固定安装在摆动架415上方的两个外侧，破冰刀辊（417）的轴头插入到第五

电机（416）的空心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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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线防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高压大容量输电线路越建越多，线路走廊穿越的地

理环境更加复杂，如经过大面积的水库、湖泊和崇山峻岭，给线路维护带来很多困难  .  而

且在严冬及初春季节，我国云贵高原、川陕一带及两湖地区常出现雾凇和雨凇现象，造成架

空输电线路覆冰，使线路舞动、闪络、烧伤，甚至断线倒杆，使电网结构遭到破坏，安全运行

受到严重威胁。在紧急情况下，寻道员用带电操作杆或其它类似的绝缘棒只能为很少的一

部分覆冰线路除冰，人工除冰有很高的危险性，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使用除冰设备，但大

部分除冰设备只能在无障碍物的高压线上行走，如申请号为201610603808.8公布了一种

《一种输电线除冰装置》，包括壳体、滑动轮、除冰结构等，此类设备只能在在无障碍物的高

压线上行走，对于有障碍物的高压线则无法正常行进，因此需要一种新型的高压线除冰设

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通过越障行进装置跨越电线

上的障碍物并向前行进，通过平衡装置保持机器人在跨障除冰过程中的平衡，通过除冰装

置将高压线上的冰除掉，增加了适用范围，提高了除冰效果。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包括框架、平衡装置、越障

行进装置、除冰装置，所述的平衡装置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底部，三个越障行进装置固定安装

在框架上，并沿框架的纵向以此排布，除冰装置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前端。

[0005] 所述的平衡装置包括第一电机座、第一电机、第一带座轴承、第一丝杠、配重铁，所

述的第一电机座和两个第一带座轴承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底部，第一电机固定安装在第一电

机座上，第一丝杠的两侧与第一带座轴承转动安装，第一丝杠的一端插入到第一电机的空

心轴中，配重铁的上方圆孔内有与第一丝杠外螺纹相配的内螺纹，且与第一丝杠转动安装。

[0006] 所述的越障行进装置包括第二电机座、第二电机、第一锥齿轮、第二带座轴承、第

二锥齿轮、第二丝杠、丝杠螺母、第一支杆、第二支杆、下轮架、下轮、螺柱、弹簧、滑块、下轮

轴、上轮架、第三带座轴承、上轮轴、上轮、第三电机，所述的第二电机座和第二带座轴承固

定安装在框架上，第二电机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座上，第一锥齿轮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的

伸出轴上，第二丝杠的两端分别与第二带座轴承和下轮架转动安装，第二锥齿轮固定安装

在第二丝杠的下方并且与第一锥齿轮啮合，丝杠螺母与第二丝杠转动安装，第一支杆的一

端与丝杠螺母的一侧转动安装，第二支杆的下方两端分别与框架和第一支杆的另一端转动

安装，第二支杆的的上端与上轮架固定安装，螺柱固定安装在下轮架的两侧，弹簧套在螺柱

上，滑块置于弹簧上并与螺柱滑动安装，下轮轴两端固定安装在滑块中，下轮与下轮轴转动

安装，第三带座轴承和第三电机分别固定安装在上轮架的两侧，上轮轴的一端与第三带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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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转动安装，另一端插入到第三电机的空心轴中，上轮固定安装在上轮轴上。

[0007] 所述的除冰装置包括第四电机座、第四电机、第一齿轮、齿条、直线轴承、光轴、支

座、前端架、摆杆、滑动轴、带弹簧敲击锤、第二齿轮、第三支杆、第四带座轴承、摆动架、第五

电机、破冰刀辊、第六电机、第三锥齿轮、第四锥齿轮、蜗杆、蜗轮、转轴，所述的前端架固定

安装在框架的前端，第四电机座固定安装在框架前端的下方，第四电机固定安装在第四电

机座上，第一齿轮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的伸出轴上，齿条的上端固定安装在支座的下方且

与第一齿轮啮合，直线轴承固定安装在框架的前端，光轴的上端与支座固定安装，其余部分

与直线轴承滑动安装，摆杆的下端与支座转动安装，带弹簧敲击锤固定安装在摆杆的顶部，

摆杆设有通透的长条孔，第三支杆一端与支座转动安装，另一端与摆动架转动安装，两个第

四带座轴承分别固定安装在摆动架下端的两侧，蜗杆穿过前端架和摆动架其两端与第四带

座轴承转动安装，第六电机固定安装在前端架的底部，第三锥齿轮固定安装在第六电机的

伸出轴上，第四锥齿轮固定安装在蜗杆上并与第三锥齿轮啮合，两根转轴与前端架转动安

装，蜗轮固定安装在其中一根转轴的前端并且与蜗杆啮合，两个第二齿轮固定安装在转轴

的后端，滑动轴穿过摆杆的长条孔其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齿轮上，第五电机固定安装在摆

动架上方的两个外侧，破冰刀辊的轴头插入到第五电机的空心轴中。

[0008] 本发明有益效果：（1）本发明的行走装置具有越障功能，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高压

线路，适用范围广，其平衡装置可以保证机器人在越障时的平衡，使其平稳的行进；（2）本发

明的除冰装置具有双重除冰功能，被破冰刀辊割碎的冰碴可以通过敲击锤彻底清除，提高

了除冰效果。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平衡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越障行进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越障行进装置的顶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除冰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4] 图6为本发明的除冰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标号：1-框架；2-平衡装置；3-越障行进装置；4-除冰装置；201-第一电机座；

202-第一电机；203-第一带座轴承；204-第一丝杠；205-配重铁；301-第二电机座；302-第二

电机；303-第一锥齿轮；304-第二带座轴承；305-第二锥齿轮；306-第二丝杠；307-丝杠螺

母；308-第一支杆；309-第二支杆；310-下轮架；311-下轮；312-螺柱；313-弹簧；314-滑块；

315-下轮轴；316-上轮架；317-第三带座轴承；318-上轮轴；319-上轮；320-第三电机；401-

第四电机座；402-第四电机；403-第一齿轮；404-齿条；405-直线轴承；406-光轴；407-支座；

408-前端架；409-摆杆；410-滑动轴；411-带弹簧敲击锤；412-第二齿轮；413-第三支杆；

414-第四带座轴承；415-摆动架；416-第五电机；417-破冰刀辊；418-第六电机；419-第三锥

齿轮；420-第四锥齿轮；421-蜗杆；422-蜗轮；423-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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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7]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的一种高压线除冰机器人，包括框架1、平衡装

置2、越障行进装置3、除冰装置4，平衡装置2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底部，三个越障行进装置3

固定安装在框架1上，并沿框架1的纵向以此排布，除冰装置4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前端。

[0018] 平衡装置2包括第一电机座201、第一电机202、第一带座轴承203、第一丝杠204、配

重铁205，第一电机座201和两个第一带座轴承203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底部，第一电机202固

定安装在第一电机座201上，第一丝杠204的两侧与第一带座轴承203转动安装，第一丝杠

204的一端插入到第一电机202的空心轴中，配重铁205的上方圆孔内有与第一丝杠204外螺

纹相配的内螺纹，且与第一丝杠204转动安装。

[0019] 越障行进装置3包括第二电机座301、第二电机302、第一锥齿轮303、第二带座轴承

304、第二锥齿轮305、第二丝杠306、丝杠螺母307、第一支杆308、第二支杆309、下轮架310、

下轮311、螺柱312、弹簧313、滑块314、下轮轴315、上轮架316、第三带座轴承317、上轮轴

318、上轮319、第三电机320，第二电机座301和第二带座轴承304固定安装在框架1上，第二

电机302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座301上，第一锥齿轮303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302的伸出轴

上，第二丝杠306的两端分别与第二带座轴承304和下轮架310转动安装，第二锥齿轮305固

定安装在第二丝杠306的下方并且与第一锥齿轮303啮合，丝杠螺母307与第二丝杠306转动

安装，第一支杆308的一端与丝杠螺母307的一侧转动安装，第二支杆309的下方两端分别与

框架1和第一支杆308的另一端转动安装，第二支杆309的的上端与上轮架316固定安装，螺

柱312固定安装在下轮架310的两侧，弹簧313套在螺柱312上，滑块314置于弹簧313上并与

螺柱312滑动安装，下轮轴315两端固定安装在滑块314中，下轮311与下轮轴315转动安装，

第三带座轴承317和第三电机320分别固定安装在上轮架316的两侧，上轮轴318的一端与第

三带座轴承317转动安装，另一端插入到第三电机320的空心轴中，上轮319固定安装在上轮

轴318上。

[0020] 除冰装置4包括第四电机座401、第四电机402、第一齿轮403、齿条404、直线轴承

405、光轴406、支座407、前端架408、摆杆409、滑动轴410、带弹簧敲击锤411、第二齿轮412、

第三支杆413、第四带座轴承414、摆动架415、第五电机416、破冰刀辊417、第六电机418、第

三锥齿轮419、第四锥齿轮420、蜗杆421、蜗轮422、转轴423，前端架408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

前端，第四电机座401固定安装在框架1前端的下方，第四电机402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座

401上，第一齿轮403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402的伸出轴上，齿条404的上端固定安装在支座

407的下方且与第一齿轮403啮合，直线轴承405固定安装在框架1的前端，光轴406的上端与

支座407固定安装，其余部分与直线轴承405滑动安装，摆杆409的下端与支座407转动安装，

带弹簧敲击锤411固定安装在摆杆409的顶部，摆杆409设有通透的长条孔，第三支杆413一

端与支座407转动安装，另一端与摆动架415转动安装，两个第四带座轴承414分别固定安装

在摆动架415下端的两侧，蜗杆421穿过前端架408和摆动架415其两端与第四带座轴承414

转动安装，第六电机418固定安装在前端架408的底部，第三锥齿轮419固定安装在第六电机

418的伸出轴上，第四锥齿轮420固定安装在蜗杆421上并与第三锥齿轮419啮合，两根转轴

423与前端架408转动安装，蜗轮422固定安装在其中一根转轴423的前端并且与蜗杆421啮

合，两个第二齿轮412固定安装在转轴423的后端，滑动轴410穿过摆杆409的长条孔其一端

固定安装在第二齿轮412上，第五电机416固定安装在摆动架415上方的两个外侧，破冰刀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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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的轴头插入到第五电机416的空心轴中。

[002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第三电机320工作带动上轮轴318转动从而带动上轮319转动，

通过上轮319和下轮311以及电线的摩擦力使得机器人在高压线上行进，当遇到障碍物时，

最前方的第二电机302工作带动第一锥齿轮303转动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305转动，第二锥

齿轮305转动带动第二丝杠306转动从而带动丝杠螺母307向下移动，丝杠螺母307向下移动

通过第一支杆308和第二支杆309使得上轮架316与下轮架310分开以跨过障碍物，然后最前

方的第二电机302反转，使得上轮架316与下轮架310闭合，接下来第二和第三个越障行进装

置3依次执行此操作直至机器人整体跨过障碍物，在跨越障碍物的过程中，第一电机202工

作带动第一丝杠204转动从而带动配重铁205前后移动以保持机器人在跨越障碍物时整体

的平衡，当开始除冰作业时，第四电机402工作带动第一齿轮403转动从而带动齿条404向上

运动，齿条404向上运动带动支座407向上运动通过第三支杆413带动摆动架415向上摆动，

此时第五电机416工作带动破冰刀辊417转动将电线上的冰割碎，然后第六电机418工作带

动第三锥齿轮419转动从而带动第四锥齿轮420转动，第四锥齿轮420转动带动蜗杆421转动

从而带动蜗轮422转动，蜗轮422转动带动转轴423转动从而使得两个第二齿轮412相互运

动，两个第二齿轮412相互运动通过摆杆409带动带弹簧敲击锤411将碎冰碴敲落电线，完成

整个除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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