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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

异物装置，属于电力技术领域，装置包括支撑架

及铰接于其周边的一组清理筒，清理筒为两瓣式

分体结构，其内部沿输电线路方向布置有不少于

两组的行走机构，行走机构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

一对行走轮及第一电机；清理筒内部还设置有清

扫机构，清扫机构包括四个毛刷辊及第二电机，

毛刷辊包括轴辊及其表面的毛刷，清理筒一端设

置有横截面为L型的安装环，其下凹处安装有两

瓣式结构的石墨环，石墨环外围安装有切割机

构，切割机构包括带有驱动机构的转动环及其外

侧沿环形设置的一组切割刀。本发明能够实现悬

挂物和覆盖物的切割、钻取剥离以及较小杂物的

清扫，清除效果得到显著提升，能够真正实现输

电线路上异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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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中部的支撑架(1)

及铰接于其周边的一组清理筒(2)，清理筒(2)为借助连接机构进行合体的两瓣式分体结

构，清理筒(2)内部沿输电线路(3)方向布置有不少于两组的行走机构，行走机构包括上下

对称设置且夹紧输电线路(3)的一对行走轮(4)及驱动行走机构的第一电机(401)；清理筒

(2)内部还设置有清扫机构，清扫机构包括绕输电线路(3)设置且呈矩形分布的四个毛刷辊

及驱动清扫机构的第二电机(501)，毛刷辊包括轴辊(502)及其表面的毛刷(503)，毛刷

(503)与输电线路(3)表面相接触；所述清理筒(2)一端设置有横截面为L型的安装环(201)，

其下凹处安装有两瓣式结构的石墨环(202)，石墨环(202)外围安装有切割机构，切割机构

包括带有驱动机构的转动环(6)及其外侧沿环形设置的一组切割刀(7)，转动环(6)为借助

连接机构进行合体的两瓣式分体结构，石墨环(202)外圆周设置有凹槽，转动环(6)内侧设

置有与凹槽相配合的安装台(601)；所述支撑架(1)与输电线路(3)上的间隔棒(11)之间设

置有牵引机构，牵引机构包括安装于间隔板(11)侧面的带有驱动电机的卷盘(14)，卷盘

(14)中缠绕有牵引绳(12)，牵引绳(12)外端与支撑架(1)中部相连，所述间隔板(11)在卷盘

(14)周围均布有弹簧(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一电机(401)的输出端与行走机构中的一个行走轮(4)的轴相连；所述的第二电机(501)

的输出端与清扫机构中的一个轴辊(502)相连，相邻毛刷辊的毛刷(503)末端相互交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行走机构为两组且设置于靠近清理筒(2)中部位置；所述的清扫机构为两组且分别位于靠

近清理筒(2)两端位置，两组清扫机构共用四个轴辊(502)，每个轴辊(502)在靠近两端位置

设置有毛刷(503)，其中一个轴辊(502)的末端为蜗杆(504)，第二电机(501)输出端设置有

与蜗杆(504)啮合传动的蜗轮(505)；所述转动环(6)的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转动环(6)内侧

的环形齿条(602)以及设置于第二电机输出端的齿轮(603)，环形齿条(602)与齿轮(603)相

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切割刀(7)包括直线形的刀背(701)、弧形的刀刃(702)以及末端的刀尖(703)，刀刃(702)内

端与转动环(6)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小于刀背(701)内端与转动环(6)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刀

尖(703)与输电线路(3)的间距小于刀背(701)内端与输电线路(3)的间距，切割刀(7)所在

平面与转动环(6)端面之间的夹角为30-60度，转动环(6)的转动方向为迎刀刃(702)的方

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支撑架(1)上设置有控制器(8)并且其两侧端面上均设置有距离传感器(9)，距离传感器(9)

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器(8)的信号输入端相连，控制器(8)的信号输出端与第一电机(401)、

第二电机(501)的控制端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清理筒(2)上端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10)，太阳能电池板(10)的电力输出端与第一电机

(401)、第二电机(501)、控制器(8)以及距离传感器(9)的电力输入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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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输电线路是用于发电站向用户单元进行输电的重要部件，无论是城市还是野外，

都会架设很多输电线路来进行电力的输送，然后，日常工作中，输电线路上会存在很多异

物，例如鸟粪、泥水等污物，还有气球、风筝以及塑料袋等悬挂物，如果这些异物得不到及时

处理，极易造成短路，进而可能引起线路跳闸停电，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

[0003] 目前，传统的清除线路异物的方法有三种：1)工作人员可以用绑有刀具的绝缘杆，

站在地面对高空中的线路进行作业；2)在带电的情况下，作业人员穿着屏蔽服由软梯进入

强电场内进行人工清除；3)在停电时处理，作业人员通过软梯架攀爬至异物处进行手工清

除。第一种方法，由于操作杆长度有限，在作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能清理的地方，并且此

种方法受地形限制；第二种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业程序复杂，危险点多，针

对性安全措施繁琐，极易造成工作人员由于思想麻痹而发生触电事故，并且劳动强度大，可

靠性低；第三种方法，需要提前与调控中心联系协调，制定停电计划，履行审批手续，该种操

作过程使缺陷不能及时处理，并且停电作业极大降低了用电负荷，影响输电线路的供电可

靠性，降低输电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了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

该装置可以预制并随时灵活安装，工作过程中能够将输电线路表面的污物、悬挂物及覆盖

物进行消除，避免了现有技术中出现的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不受周围环境限制，并且

避免了现有技术中出现的悬挂物或者覆盖物难以消除导致的清除异物工作的中断。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关键点是，该装置包括中部的支撑架及

铰接于其周边的一组清理筒，清理筒为借助连接机构进行合体的两瓣式分体结构，清理筒

内部沿输电线路方向布置有不少于两组的行走机构，行走机构包括上下对称设置且夹紧输

电线路的一对行走轮及驱动行走机构的第一电机；清理筒内部还设置有清扫机构，清扫机

构包括绕输电线路设置且呈矩形分布四个毛刷辊及驱动清扫机构的第二电机，毛刷辊包括

轴辊及其表面的毛刷，毛刷与输电线路表面相接触；所述清理筒一端设置有横截面为L型的

安装环，其下凹处安装有两瓣式结构的石墨环，石墨环外围安装有切割机构，切割机构包括

带有驱动机构的转动环及其外侧沿环形设置的一组切割刀，转动环为借助连接机构进行合

体的两瓣式分体结构，石墨环外圆周设置有凹槽，转动环内侧设置有与凹槽相配合的安装

台；所述支撑架与输电线路上的间隔棒之间设置有牵引机构，牵引机构包括安装于间隔板

侧面的带有驱动电机的卷盘，卷盘中缠绕有牵引绳，牵引绳外端与支撑架中部相连，所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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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在卷盘周围均布有弹簧。

[0007] 所述的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行走机构中的一个行走轮的轴相连；所述的第二电机

的输出端与清扫机构中的一个轴辊相连，相邻毛刷辊的毛刷末端相互交叉。

[0008] 所述的行走机构为两组且设置于靠近清理筒中部位置；所述的清扫机构为两组且

分别位于靠近清理筒两端位置，两组清扫机构共用四个轴辊，每个轴辊在靠近两端位置设

置有毛刷，其中一个轴辊的末端为蜗杆，第二电机输出端设置有与蜗杆啮合传动的蜗轮；所

述转动环的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转动环内侧的环形齿条以及设置于第二电机输出端的齿

轮，环形齿条与齿轮相啮合。

[0009] 所述的切割刀包括直线形的刀背、弧形的刀刃以及末端的刀尖，刀刃内端与转动

环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小于刀背内端与转动环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刀尖与输电线路的间距小

于刀背内端与输电线路的间距，切割刀所在平面与转动环端面之间的夹角为30-60度，转动

环的转动方向为迎刀刃的方向。

[0010] 所述的支撑架上设置有控制器并且其两侧端面上均设置有距离传感器，距离传感

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与第一电机的控制端相

连。

[0011] 所述的清理筒上端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力输出端与第一电

机、第二电机、控制器以及距离传感器的电力输入端相连。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清理筒中设置的两个行走机构来实现行走和夹

紧输电线路，避免清理筒工作过程中筒壁与输电线路的干涉，保证了除异物装置沿输电线

路的正常工作状态，同时，切割机构能够对悬挂物、覆盖物等进行切割和钻取剥离，避免了

大块杂物堵塞清理筒的情况，清扫机构能够将线缆表面的杂物，例如鸟粪、污泥等物体进行

清扫，并且切割机构能够为清理筒内部提供风力，该风力能够将清扫后的杂物吹出清理筒，

还能够对清理筒内部进行风力烘干，有助于清扫机构对污泥等潮湿状态物体的清扫，而且

该风力还能够为内部工作零件提供冷却介质，避免清理筒内部高温造成的非正常工作。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中装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中清理筒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2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图2中行走机构位置的截面示意图。

[0017] 图5是图2中清扫机构位置的截面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中切割刀在转动环上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图1中间隔棒的左视图。

[0020] 附图中，1、支撑架，2、清理筒，201、安装环，202、石墨环，3、输电线路，4、行走轮，

401、第一电机，501、第二电机，502、轴辊，503、毛刷，504、蜗杆，505、蜗轮，6、转动环，601、安

装台，602、环形齿条，7、切割刀，701、刀背，702、刀刃，703、刀尖，8、控制器，9、距离传感器，

10、太阳能电池板，11、间隔棒，12、牵引绳，13、弹簧，14、卷盘。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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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路上用的自动清除异物装置，该装置包括中部的支撑架1

及铰接于其周边的一组清理筒2，清理筒2为借助连接机构进行合体的两瓣式分体结构，清

理筒2内部沿输电线路3方向布置有不少于两组的行走机构，行走机构包括上下对称设置且

夹紧输电线路3的一对行走轮4及驱动行走机构的第一电机401；清理筒2内部还设置有清扫

机构，清扫机构包括绕输电线路3设置且呈矩形分布的四个毛刷辊及驱动清扫机构的第二

电机501，毛刷辊包括轴辊502及其表面的毛刷503，毛刷503与输电线路3表面相接触；所述

清理筒2一端设置有横截面为L型的安装环201，其下凹处安装有两瓣式结构的石墨环202，

石墨环202外围安装有切割机构，切割机构包括带有驱动机构的转动环6及其外侧沿环形设

置的一组切割刀7，转动环6为借助连接机构进行合体的两瓣式分体结构，石墨环202外圆周

设置有凹槽，转动环6内侧设置有与凹槽相配合的安装台601；所述支撑架1与输电线路3上

的间隔棒11之间设置有牵引机构，牵引机构包括安装于间隔板11侧面的带有驱动电机的卷

盘14，卷盘14中缠绕有牵引绳12，牵引绳12外端与支撑架1中部相连，所述间隔板11在卷盘

14周围均布有弹簧13。

[0022] 具体实施例，如图1至图7所示，本发明中的清理筒2、石墨环202以及转动环6均为

两瓣式的分体结构，能够随时安装在输电线路3上，清理筒2和转动环6均借助连接机构进行

合体，连接机构采用螺栓连接的形式将分体的两瓣进行连接，便于安装和后期拆卸维护，石

墨环202设置在清理筒2和转动环6之间且被扣合夹紧，无需设置连接机构，石墨环202为转

动环6的转动提供了环向滑动介质，结构简单不易损坏；为了减少安装成本和程序，本发明

中的除异物装置在输电线缆3进行间隔棒11安装时同时进行安装，两个相邻的间隔棒11之

间安装一个除异物装置，除异物装置的支撑架1上设置有控制器8并且其两侧端面上均设置

有距离传感器9，距离传感器9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器8的信号输入端相连，控制器8的信号

输出端与第一电机401的控制端相连，安装后，除异物装置未设置切割机构的一端紧邻间隔

板11设置，需要启动时，由操作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向控制器8发送启动信号，随后第一电机

401和第二电机501启动，除异物装置沿输电线路3向相邻的间隔棒11方向移动，当支撑架1

上在前进方向一侧的距离传感器9感应到出现障碍物即间隔棒11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8

中，控制器8控制第一电机401反向运转，除异物装置原路退回，当退回方向一侧的距离传感

器9感应到出现障碍物即间隔棒11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8，控制器8控制第一电机401再

次反向运转，即刚启动时的原始运转方向，除异物装置按照上述过程往复移动，当需要停机

时，操作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向控制器发送停机信号，除异物装置停止在原始位置。

[0023] 为了避免装置发生故障无法返回原始位置，所述支撑架1与输电线路2上的间隔棒

11之间设置有牵引机构，牵引机构包括安装于间隔板11侧面的带有驱动电机的卷盘14，卷

盘14中缠绕有牵引绳12，牵引绳12外端与支撑架1中部相连，所述间隔板11在卷盘14周围均

布有弹簧13，当装置发生故障无法返回时，启动驱动电机，卷盘旋转带动牵引绳12回收，除

异物装置被牵引返回至初始位置的间隔棒11处，为了避免碰撞，间隔棒11侧面的弹簧13对

靠近的除异物装置进行速度缓冲，在牵引绳12的牵引作用力和弹簧13的缓冲作用力的双重

作用下，除异物装置的速度逐渐降至零，最终停留在初始位置。

[0024] 该装置的清理筒2上端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10，太阳能电池板10的电力输出端与

第一电机401、第二电机501、控制器8以及距离传感器9的电力输入端相连，太阳能电池板10

朝向南边且为上端向后倾斜的设置方式，倾斜面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30-70度，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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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0为本装置提供电能，除此之外，该装置中还安装有锂电池，在太阳能电池板10无法供电

时，锂电池用于供电，太阳能电池板10能够发电时优先为锂电池进行充电，避免由于长时间

阴天造成的装置缺电而无法工作的情况，该电力供应方式的设置节省了为装置进行电力线

路的连接设置，本发明中的除异物装置设计简洁、节能。

[0025] 行走机构中，第一电机401的输出端与行走机构中的一个行走轮4的轴相连，另一

个行走轮4为从动轮；第二电机501的输出端与清扫机构中的一个轴辊502相连，相邻毛刷辊

的毛刷503末端相互交叉，当第二电机驱动一个轴辊502旋转时，其他三个轴辊均借助毛刷

503的相互驱动而旋转，从而起到刮刷输电线路3表面异物的作用；行走机构为两组且设置

于靠近清理筒2中部位置，清扫机构为两组且分别位于靠近清理筒2两端位置，这样的设置

使得无论清理筒2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输电线路3都是先经过清扫机构而后经过行走机

构，避免了异物影响行走机构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避免了未经过清扫机构而先经过行走轮

碾压造成的异物难以清除的现象；两组清扫机构共用四个轴辊502，每个轴辊502在靠近两

端位置设置有毛刷503，其中一个轴辊502的末端为蜗杆504，第二电机501输出端设置有与

蜗杆504啮合传动的蜗轮505；所述转动环6的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转动环6内侧的环形齿条

602以及设置于第二电机输出端的齿轮603，环形齿条602与齿轮603相啮合，齿轮603的转动

带动环形齿条602进行旋转，第二电机501启动后既能够驱动轴辊502旋转，也能够驱动转动

环6进行转动，同时实现了剪切和清扫的同步进行，避免了有悬挂物或者覆盖物而剪切机构

未工作时造成的清扫机构效果差的情况。

[0026] 切割刀包括直线形的刀背701、弧形的刀刃702以及末端的刀尖703，刀刃702内端

与转动环6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小于刀背701内端与转动环6外圆周之间的距离，刀尖703与输

电线路3的间距小于刀背701内端与输电线路3的间距，切割刀7所在平面与转动环6端面之

间的夹角为30-60度，转动环6的转动方向为迎刀刃702的方向，由上述设置结构可知，刀背

701相比于刀刃702更加靠近输电线路3，切割刀7的刀尖703是向输电线路3倾斜的，所有切

割刀7运转后形成了锥形的切割面，既能够实现切割作用，还能够实现钻取作用，例如输电

线路3上悬挂有纸箱，则该切割面不经能够边前进边进行切割，而且还能够将纸箱从中间向

外围分割，形成了钻刀的作用，这就避免了仅仅凭借切割刀的切割作用难以清除悬挂物的

现象，显著完善了本装置除异物的功能，达到了现有技术中未能实现的目的；此外，切割刀7

的设置形状还形成了对空气的剪切作用，相当于风扇的吹风效果，所有切割刀7剪切空气而

形成的风力吹向清理筒2中，该风力能够将清扫机构清扫后形成的杂物吹出清理筒2，避免

了清扫后的杂物残留、堆积在清理筒中，能够长期保持清扫机构的清理有效性，同时，该风

力还能够为清理筒内部进行通风散热，避免热量积累后造成各旋转部件的非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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