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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

监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

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涉及电力线路监测

技术领域。它包括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太阳能

电池板（2）、驱动电机（22）、智能控制箱（3）、固定

支架（4）和固定夹具（5），其特征在于：固定支架

（4）通过固定夹具（5）固定于铁塔横担（6）上，所

述的太阳能电池板（2）的左右两侧安设有光照传

感器（21），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太阳能

电池板（2）、光照传感器（21）和驱动电机（22）分

别与智能控制箱（3）电连接。该实用新型具有能

实现对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

控、可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等有

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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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包括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太

阳能电池板（2）、驱动电机（22）、智能控制箱（3）、固定支架（4）和固定夹具（5），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驱动电机（22）和智能控制箱（3）分别固定于固定支架（4）上，

固定支架（4）通过固定夹具（5）固定于铁塔横担（6）上，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2）固定于驱动

电机（22）的上方，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2）的左右两侧安设有光照传感器（21），所述的红外

线监控摄像头（1）、太阳能电池板（2）、光照传感器（21）和驱动电机（22）分别与智能控制箱

（3）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智能控制箱（3）包括箱体（31），箱体（31）内部被隔板（32）分隔为上下两层，箱

体（31）下层固定有稳压电路板（33）和蓄电池（34），箱体（31）上层固定有A/D转换器（35）、微

处理器（36）、存储模块（37）和无线通信模块（38），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2）通过输电导线

（23）与稳压电路板（33）连接，稳压电路板（33）与蓄电池（34）电连接，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

像头（1）、光照传感器（21）通过数据导线（11）分别与A/D转换器（35）连接，A/D转换器（35）与

微处理器（36）电连接，微处理器（36）与存储模块（37）、无线通信模块（38）电连接，所述的蓄

电池（34）和驱动电机（22）分别与微处理器（36）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支架（4）由竖杆（41）和U型杆（43）一体式成型，竖杆（41）的顶部固定有

托板（42），所述的驱动电机（22）固定在托板（42）上，U型杆（43）的顶部固定有安装板（44），

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固定于安装板（44）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固定夹具（5）由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组成，第一夹片（51）呈“几”字

型，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中部设有半圆形凹槽（53），第一夹片（51）的卡槽（54）卡

在铁塔横担（6）的翼板上，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的翼片上开有螺栓孔（55）并通过

螺栓连接，固定支架（4）固定于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的半圆形凹槽（53）中。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无线通信模块（38）采用的通信协议为2G、3G、4G或GPRS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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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线路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

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目前在架空输电线路走廊安全空间里，各地大

规划大建设导致输电线路通道被压缩，输电保护区违章建筑、违章植树、大型机械违章施工

作业、火灾、突发性和季节性外破等造成了很多输电线路隐患点，这些输电线路隐患点给输

电线路的安全运行构成较大的威胁，各类事故造成输电线路的闪络、跳闸事故已成为主要

危害，严重威胁着电网的安全运行。

[0003] 目前线路在线监测装置已大量在系统内运用，但现有在线监测装置价格昂贵，且

安装、维护难度大，只能在极少部分地方定点安装使用，且安装方式繁琐或安装简便但不牢

固。由于在线监测装置需要消耗电能，现有的供电方式有以下几种：1、架设专用的供电线路

以对在线监测装置进行供电，该方式需要造价较高，尤其在远离人烟的地区更加不经济；2、

利用电磁感应方式从高压输电线路上取电，该方式虽可解决在线监测装置的用电问题，但

是利用电磁感应方式取电造成输电线路中产生谐波而降低电能质量，对用电设备造成损

害；3、利用太阳能供电的方式可为在线监测装置提供清洁的电能，而现有的太阳能电池板

多为固定的角度，极大地影响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4、在线监测装置的通信方式依赖

通信电缆进行数据传输，该方式造价高、且极易受到损坏而造成通信中断。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

监控装置，其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能通过太阳电池板供电，就能实现对线路隐患点的移动

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通过光照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箱，就能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发

电效率，为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充足的电能并存储于蓄电池中；通过固定支架和固定夹具，

还能更加方便地安装状铁塔横担上且安装更加牢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

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包括红外线监控摄像头、太阳能电池板、驱动电机、智能控制

箱、固定支架和固定夹具，其特征在：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驱动电机和智能控制箱分

别固定于固定支架上，固定支架通过固定夹具固定于铁塔横担上，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固

定于驱动电机的上方，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左右两侧安设有光照传感器，所述的红外线

监控摄像头、太阳能电池板、光照传感器和驱动电机分别与智能控制箱电连接。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控制箱包括箱体，箱体内部被隔板分隔为上下两层，箱体

下层固定有稳压电路板和蓄电池，箱体上层固定有A/D转换器、微处理器、存储模块和无线

通信模块，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输电导线与稳压电路板连接，稳压电路板与蓄电池电

连接，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光照传感器通过数据导线分别与A/D转换器连接，A/D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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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微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存储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电连接，所述的蓄电池和驱动电

机分别与微处理器电连接。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固定支架由竖杆和U型杆一体式成型，竖杆的顶部固定有托板，

所述的驱动电机固定在托板上，U型杆的顶部固定有安装板，所述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固定

于安装板上。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固定夹具由第一夹片和第二夹片组成，第一夹片呈“几”字型，

第一夹片和第二夹片中部设有半圆形凹槽，第一夹片的卡槽卡在铁塔横担的翼板上，第一

夹片和第二夹片的翼片上开有螺栓孔并通过螺栓连接，固定支架固定于第一夹片和第二夹

片的半圆形凹槽中。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无线通信模块采用的通信协议为2G、3G、4G或GPRS中的一种。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红外线监控摄像头、太阳能电池

板、光照传感器，该装置可实现对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通过太阳能电

池板的左右两侧安设有光照传感器、智能控制箱中设置的稳压电路板、蓄电池、A/D转换器

和微处理器，该装置可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为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充足

的电能并存储于蓄电池中。通过特殊设计的固定支架和固定夹具，该装置可更加方便地安

装状铁塔横担上且安装更加牢固；通过无线通信模块，该装置利用无线通信的方式实时传

输通信画面，无需铺设线路，施工更加简单且节约了工程造价。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固定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固定夹具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智能控制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如下：

[0017] 1-红外线监控摄像头，2-太阳能电池板，3-智能控制箱，4-固定支架，5-固定夹具，

6-铁塔横担，11-数据导线，21-光照传感器，22-驱动电机，23-输电导线，31-箱体，32-隔板，

33-稳压电路板，34-蓄电池，35-A/D转换器，36-微处理器，37-存储模块，38-无线通信模块，

41-竖杆，42-托板，43-U型杆，44-安装板，51-第一夹片，52-第二夹片，53-半圆形凹槽，54-

卡槽，55-螺栓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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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实施例1

[0020] 如附图1-4所示，一种线路隐患点的移动微型实时远程图像监控装置，包括红外线

监控摄像头1、太阳能电池板2、驱动电机22、智能控制箱3、固定支架4和固定夹具5，红外线

监控摄像头1、驱动电机22和智能控制箱3固定于固定支架4上，固定支架4通过固定夹具5固

定于铁塔横担6上，太阳能电池板2固定于驱动电机22的上方，太阳能电池板2的左右两侧安

设有光照传感器21，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太阳能电池板2、光照传感器21和驱动电机22分别

与智能控制箱3电连接。

[0021] 所述的智能控制箱3包括箱体31，箱体31内部被隔板32分隔为上下两层，箱体31下

层固定有稳压电路板33和蓄电池34，箱体31上层固定有A/D转换器35、微处理器36、存储模

块37和无线通信模块38，太阳能电池板2通过输电导线23与稳压电路板33连接，稳压电路板

33与蓄电池34电连接，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光照传感器21通过数据导线11分别与A/D转换

器35连接，A/D转换器35与微处理器36电连接，微处理器36与存储模块37、无线通信模块38

电连接，蓄电池34和驱动电机22分别与微处理器36电连接。

[0022] 所述的固定支架4由竖杆41和U型杆43一体式成型，竖杆41的顶部固定有托板42，

托板42上固定有驱动电机22，太阳能电池板2固定于驱动电机22上方，U型杆43的顶部固定

有安装板44，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固定于安装板44。

[0023] 所述的固定夹具5由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组成，第一夹片51呈“几”字型，第一

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中部设有半圆形凹槽53，第一夹片51的卡槽卡在铁塔横担6的翼板上，

第一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的翼片上开有螺栓孔55并通过螺栓连接，固定支架1固定于第一

夹片51和第二夹片52的半圆形凹槽53中。

[0024] 无线通信模块38采用的通信协议为2G/3G/4G/GPRS中的一种。

[0025] 本实施例中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选用海康威视生产的DS-B12-I/POE型摄像头，

微处理器36选用德州仪器生产的TMS320F2812型芯片，无线通信模块38选用华为生产的

ME909u-521型4G通信模块，光照传感器21选用西门子生产的QLS60型光照强度传感器。

[0026] 本装置的一个具体的应用为：将第一夹片51的卡槽54卡在铁塔横担6也即角钢的

翼板上，然后将固定支架4卡持于第一夹片51的半圆形凹槽53中，使用螺栓将第二夹片52固

定于第一夹片51上，此时固定支架被固定夹具5固定于铁塔横担6上，安装即完成，该安装方

式简便且牢固。

[0027] 安装完成后，太阳能电池板2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通过输电导线23传输至稳压

电路板33，经过稳压后的电能被输入至蓄电池34中；太阳能电池板2的左右两侧固定有光照

传感器21，两个光照传感器21分别将实时光照强度转换为电信号并传输至A/D转换器35中，

A/D转换器35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传输至微处理器36中，微处理器36将两个光照

传感器21的光照强度值进行比对，一侧的光照强度值较大时，微处理器36输出高电平使驱

动电机22发生转动，直至两个光照传感器21的光照强度值相对最大时停止，此时太阳能电

池板2的发电效率达到最大值，提供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为本装置提供充足的电能。

[0028] 红外线监控摄像头1将拍摄的图像实时传输至A/D转换器35并被转换为数字信号，

该数字信号被传输至微处理器36中，微处理器36将数字信号分别传输至存储模块37和无线

通信模块38中，存储模块37将传输的信息进行保存以供监控人员翻阅记录；无线通信模块

38将输入的数字信号通过4G通信技术发送至监控者的手机中，便于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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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以上公开的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并

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

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的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

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实

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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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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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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