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762389.3

(22)申请日 2018.10.29

(73)专利权人 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310051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09号2幢3楼

(72)发明人 赖华敏　李夏　应家扬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华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3217

代理人 方艳

(51)Int.Cl.

B05B 13/04(2006.01)

B05B 15/00(2018.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线缆可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线缆可视的线缆喷

涂机器人，属于电力行业架空线缆作业设备领

域，包括机架和连接于机架的行走装置，机架上

设有供电机构、控制器、喷头、储料罐和挤料装

置，行走装置包括支架、行走轮、行走电机及传动

机构，行走轮转动设于支架上，行走电机通过传

动机构驱动行走轮转动实现线缆喷涂机器人在

线缆上行走，行走装置的前端和/或后端设有摄

像头，支架上设有横板，摄像头设于横板上，摄像

头电连接于供电机构且摄像头信号连接于控制

器。行走装置的支架上加设横板，摄像头设于横

板上，合理设置摄像头的具体安装位置，避免对

行走装置、喷头及挤料装置等构件造成干涉，保

证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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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缆可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包括机架和连接于机架的行走装置，机架上设有

供电机构、控制器、喷头、储料罐和挤料装置，行走装置包括支架、行走轮、行走电机及传动

机构，行走轮转动设于支架上，行走电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行走轮转动实现线缆喷涂机器

人在线缆上行走，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装置的前端和/或后端设有摄像头，支架上设有横

板，摄像头设于横板上，摄像头电连接于供电机构且摄像头信号连接于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和行走轮分别设于支

架的两侧，且横板上设有用于避让传动机构的避让开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通过螺钉固定于支架

上，横板在朝向支架的一侧设有折边，折边上设有供螺钉穿过的固定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与供电机构之间设

有接电线，摄像头与控制器之间设有数据线，横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和数据线的

线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与供电机构之间设

有接电线，摄像头与控制器之间设有数据线，横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第一线卡和

多个用于固定数据线的第二线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或横板上设有扎线

板，扎线板上均匀设有多个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扎线板为塑料扎线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装置还包括用于防止

自线缆上跌落的限位挡条，限位挡条连接于支架且与行走轮设于支架的同侧，行走轮位于

支架和限位挡条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为链传

动机构或带传动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线缆喷涂机器

人还包括可与控制器无线通信的远程操作器，远程操作器上设有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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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缆可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行业架空线缆作业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线缆可视的

线缆喷涂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实现电力的传输和供电，需要铺设或架设电缆、电线，架空线缆是架设于地面

上且采用绝缘子将输电导线固定在直立于地面的杆塔上以传输电能的输电线路。架空线缆

已经成为电力传输的主要形式，架空线缆电力传输主要采用裸导线形式，特别是配网裸导

线的高度较低，容易与树木、建筑物等接触造成短路。随着配电网的快速发展，规模的日趋

扩大，供电区域内种植树木的不断增加，严重的腐蚀、鸟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线路在使用

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或自然的故障，如遭受外力的破坏、相间短路、断线等故障越来越

频繁，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使配电网的可靠性面临新的困难。

[0003] 随着电力行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代替检修人员从事环境恶

劣、工序复杂的工作，机器人在架空线缆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为了提高电力传输的安

全性，采用机器人对架空线缆进行绝缘涂料喷涂是一种可行的工程技术途径。利用机器人

对架空线缆进行绝缘喷涂，不但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能提高作用精度和作业效

率，对提高电网自动化作业水平、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0004] 现有用于架空线缆喷涂的机器人一般都通过电机驱动滚轮转动实现在线缆上行

走，但是，由于现有的喷涂机器人一般无法采集架空线路的具体情况并向地面控制人员反

馈，地面控制人员无法根据架空线缆的具体情况合理操控喷涂机器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架空线缆可

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线缆可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包括机

架和连接于机架的行走装置，机架上设有供电机构、控制器、喷头、储料罐和挤料装置，行走

装置包括支架、行走轮、行走电机及传动机构，行走轮转动设于支架上，行走电机通过传动

机构驱动行走轮转动实现线缆喷涂机器人在线缆上行走，所述行走装置的前端和/或后端

设有摄像头，支架上设有横板，摄像头设于横板上，摄像头电连接于供电机构且摄像头信号

连接于控制器。

[0007] 优选的，所述横板和行走轮分别设于支架的两侧，且横板上设有用于避让传动机

构的避让开口。

[0008] 优选的，所述横板通过螺钉固定于支架上，横板在朝向支架的一侧设有折边，折边

上设有供螺钉穿过的固定孔。

[0009] 优选的，所述摄像头与供电机构之间设有接电线，摄像头与控制器之间设有数据

线，横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和数据线的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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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摄像头与供电机构之间设有接电线，摄像头与控制器之间设有数据

线，横板上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第一线卡和多个用于固定数据线的第二线卡。

[0011] 优选的，所述机架或横板上设有扎线板，扎线板上均匀设有多个通孔。

[0012] 优选的，所述扎线板为塑料扎线板。

[0013] 优选的，所述行走装置还包括用于防止自线缆上跌落的限位挡条，限位挡条连接

于支架且与行走轮设于支架的同侧，行走轮位于支架和限位挡条之间。

[0014] 优选的，所述传动机构为链传动机构或带传动机构。

[0015] 优选的，所述线缆喷涂机器人还包括可与控制器无线通信的远程操作器，远程操

作器上设有显示屏。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线缆喷涂机器人，对现有线缆喷涂机器人的具体结构进行了改

进，在行走装置上加设了摄像头，通过该摄像头可以对架空的线缆进行拍摄，将拍摄的画面

通过控制器反馈给地面操控人员，便于地面操控人员根据线缆的具体情况合理操控线缆喷

涂机器人。行走装置的支架上加设横板，摄像头设于横板上，合理设置摄像头的具体安装位

置，避免对行走装置、喷头及挤料装置等构件造成干涉，保证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能正常运

行。

[0018] 2、横板上开设避让开口，通过该避让开口有效避免横板对传动机构的安装造成干

涉，在对行走装置原有结构不造成影响的前提下合理的通过横板加设摄像头。

[0019] 3、横板通过螺钉固定连接于支架，横板与支架之间的固定结构简单，便于组装，且

横板与支架之间的连接强度能很好的满足摄像头的安装要求。

[0020] 4、在横板上设置多个线卡，通过线卡对接电线和数据线进行有效的固定，使线路

有序分布，便于检修，避免线路缠绕混杂在一起。

[0021] 5、机架或横板上设置扎线板，可以通过扎带将接电线的局部和数据线的局部固定

在扎线板上，进一步提高线路安装的稳定性。进一步的，扎线板为塑料扎线板，进一步避免

漏电造成的安全事故。

[0022] 6、当行走轮自线缆上脱落时，通过支架和限位挡条的结合作用使行走装置挂在线

缆上，从而实现防止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自线缆上跌落的目的，避免跌落造成的线缆喷涂

机器人报废或砸伤人员的情况，提高使用的安全性。

[0023] 7、远程操作器上设置显示屏，摄像头拍摄线缆的画面可以通过控制器利用无线通

信技术发送给远程操作器并在显示屏上显示，地面操控人员可以通过显示屏查看线缆的具

体情况。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行走装置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摄像头与横板的示意图一；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摄像头与横板的示意图二；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行走装置的部分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行走装置的部分爆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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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机架部分的示意图一；

[0031]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线缆喷涂机器人中机架部分的示意图二；

[0032]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线缆喷涂机器人使用时的示意图；

[0033]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线缆喷涂机器人中故障回收装置的部分示意图。

[0034] 图中，100-行走装置，101-绝缘垫，110-支架，111-横梁,112-支脚，113-提手，120-

行走轮，121-环形凹槽，130-行走电机，140-转轴，150-防跌落机构，151-限位挡条，151a-竖

向限位挡条，151b-横向限位挡条，151c-竖向滑槽，151d-外盖，152-支撑柱，152a-限位片，

161-主动轮，162-一级传动轮，163-二级传动轮，164-一级传动链，165-二级传动链，170-摄

像头，180-横板，181-避让开口，182-折边，190-线卡，200-机架，210-固定板，220-扎线板，

300-供电机构，400-喷头，410-喷腔，420-第二接头，500-储料罐，510-第一接头，610-挤料

电机，620-挤料推头，700-控制器，810-卷线轮，811-支撑轴，820-回收线，830-回收电机，

840-联轴器，850-支撑架，860-支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需要理解的是，下述的

“上”、“下”、“左”、“右”、“纵向”、“横向”、“内”、“外”、“竖直”、“水平”、“顶”、“底”等指示方位

或位置关系的词语仅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

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或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

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36] 实施例一

[0037]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提供的线缆可视的线缆喷涂机器人，包括

机架200和连接于机架的行走装置100，机架上设有供电机构300、控制器700、喷头400、储料

罐500和挤料装置，行走装置包括支架110、行走轮120、行走电机130及传动机构，行走轮转

动设于支架上，行走电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行走轮转动实现线缆喷涂机器人在线缆上行

走。行走装置的前端和后端均设有摄像头170，支架上设有横板180，摄像头设于横板上，摄

像头电连接于供电机构300且摄像头信号连接于控制器700。

[0038] 合理设置摄像头的具体安装位置，避免对行走装置、喷头及挤料装置等构件造成

干涉，保证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能正常运行。通过该摄像头可以对架空的线缆进行拍摄，将

拍摄的画面通过控制器反馈给地面操控人员，便于地面操控人员根据线缆的具体情况合理

操控线缆喷涂机器人。

[0039] 本实施例中，横板180和行走轮120分别设于支架110的两侧，横板180上设有用于

避让传动机构的避让开口181。横板180通过螺钉固定于支架110上，横板180在朝向支架110

的一侧设有折边182，折边182上设有供螺钉穿过的固定孔。由于摄像头170还接有用于与控

制器700实现信号连接的数据线和用于与供电机构300实现电连接的接电线，横板180的底

部还固定有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和数据线的线卡190。

[0040] 本实施例中，由于摄像头170通过横板180设于行走装置100的支架110上，与供电

机构300、控制器700的距离较远，为了更好的固定接电线和数据线，机架200的顶部固定有

扎线板220，扎线板220上均匀设有多个通孔。为了进一步避免线缆电流的泄露，扎线板220

优选采用塑料扎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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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为了实现地面操控人员对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的远程控制，线缆喷涂机器人还包

括可与控制器700无线通信的远程操作器。本实施例中，为了使地面操控人员能清楚观察线

缆的具体情况，远程操作器上设有显示屏。

[0042] 结合图5、图6，行走装置100还包括用于防止自线缆上跌落的防跌落机构150，防跌

落机构150设于支架110上且防跌落机构150与行走轮120位于支架110的同侧，行走轮120位

于支架110和防跌落机构150之间以使线缆位于支架110和防跌落机构150之间。

[0043] 为了合理设置防跌落机构，防跌落机构150包括限位挡条151和支撑柱152，支撑柱

连接于支架110，限位挡条151可竖向活动的连接于支撑柱，行走轮120位于限位挡条151和

支架110之间。

[0044] 本实施例中，限位挡条151包括两根竖向限位挡条151a和一根横向限位挡条151b，

为了保证连接强度，支撑柱152设有两根。支撑柱152横向垂直于支架110安装，支撑柱152的

一端固定于支架110上。竖向限位挡条151b上设有供支撑柱穿过的竖向滑槽151c，支撑柱

152在远离支架110的一端设有用于避免竖向限位挡条151b脱离支撑柱的限位片152a。竖向

限位挡条151a通过竖向滑槽与支撑柱152的配合可竖向活动的套设于支撑柱上，竖向滑槽

151c的顶端开口，横向限位挡条151b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于两根竖向限位挡条151a的顶

端，并对竖向滑槽151c的顶端进行封口。横向限位挡条151b形成一个把手位，便于使用时施

力。出于美观考虑，限位挡条151还设有与竖向限位挡条151b配合的外盖151d。

[0045] 本实施例中，支架110包括横梁111和固定于横梁底部的支脚112，横梁111的顶部

固定有绝缘的提手113，提手113的两端固定连接于横梁111的两端，支脚112大致呈L形，支

脚112的顶端固定于横梁111的底部。用于安装行走轮120的转轴140通过轴承可转动设于横

梁111上，且转轴140的轴向与横梁的长度方向垂直设置。

[0046] 为了避免线缆的电流泄露导致线缆喷涂机器人的电气部件受损，行走轮120优选

采用胶轮，提手113采用塑料提手113，横向限位挡条151b采用塑料横向限位挡条，支撑柱

152为绝缘的支撑柱，行走轮120的周向上设有供线缆卡入环形凹槽121。

[0047] 为了保证行走装置100在线缆上来回行走时的稳定性，行走轮120沿横向并排设有

三个，相应的，横梁111上沿横向并排间隔设有三根转轴140。本实施例中，两侧的转轴140设

于同一高度上，中间的转轴低于两侧的转轴设置，保证行走装置100在线缆上行走时至少有

两个行走轮120始终与线缆接触，从而提高行走装置在线缆上行走时的稳定性。

[0048] 为了使行走装置100的整体结构更加紧凑，支撑柱152设于相邻的两个行走轮120

之间，即转轴140和支撑柱152沿横梁111的长度方向交替设置，合理利用行走轮120之间的

空间安装防跌落机构150。

[0049] 本实施例中，行走电机130固定于其中一个支脚112的侧部，由于行走电机130与行

走轮120之间的传动距离较远，传动机构优选采用链传动机构。为了合理设置传动机构，链

传动机构采用两级链传动机构。行走电机130的电机轴上固定套设有主动轮161，中间的转

轴140上间隔固定套设有三个一级传动轮162，两侧的两根转轴140上各固定套设有一个二

级传动轮163。链传动机构还包括一级传动链164和二级传动链165，一级传动链164设有一

根且套设于主动轮161和其中一个一级传动轮162上，二级传动链165设有两根且套设于一

级传动轮162和二级传动轮163上。行走电机130工作时，通过主动轮161、一级传动链164和

一级传动轮162驱动驱动中间的转轴140转动，中间的转轴140转动时，通过一级传动轮162、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209271749 U

6



二级传动链165和二级传动轮163驱动两侧的转轴140同步转动，实现行走电机130通过传动

机构驱动三个行走轮120同时转动的目的。

[0050] 为了进一步避免线缆的电流通过行走装置100泄露击穿线缆喷涂机器人的其他构

件，支架110与机架200之间设有绝缘垫101。由于支脚112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机架200，绝缘

垫101设于支脚112的底部和机架200之间。

[0051] 储料罐500可拆卸设于机架200上，机架200的前端设有用于将储料罐500固定在机

架200上的固定板210，固定板210通过锁紧螺母可拆卸固定于机架200的前端。

[0052] 储料罐500与喷头400之间通过送料管连接，储料罐500的前端设有与送料管匹配

的第一接头510，喷头400上设有与送料管匹配的第二接头420。本实施例中，储料罐500设有

两个，相应的，送料管设有两根，喷头400上设有两个第二接头420，送料管的一端可拆卸固

定套设于第一接头510上、另一端可拆卸固定套设于第二接头420上。

[0053] 为了使线缆穿过喷头400，喷头上设有喷腔410。为了便于使线缆穿过喷腔410，喷

头400采用分体拼接式结构，喷头包括铰接在一起的左右两个构件，两个构件之间设有用于

锁紧的锁紧螺母。本实施例中，喷头400通过喷头支架连接于支架110的前端，喷头支架上设

有与线缆匹配的辅助轮，辅助轮相对于喷头固定设置，且辅助轮相对于喷头支架浮动设置。

[0054] 结合图7、图8，挤料装置包括挤料电机610和挤料推头620，挤料电机610固定于机

架200上，挤料推头620与储料罐500一一对应设置。挤料电机610通过丝杆螺母结构驱动挤

料推头620。挤料电机610工作时通过丝杆螺母结构驱动挤料推头620向前移动，挤料推头向

前移动时挤压储料罐500内的涂料使涂料沿送料管至喷头400，涂料自喷头400喷出包覆于

线缆的外部形成绝缘层。

[0055] 本实施例中，供电机构300采用蓄电池，用于向行走电机130、摄像头170、挤料电机

610、控制器700等用电部件进行供电。另外，行走电机130、摄像头170、挤料电机610均受控

于控制器700。

[0056] 工作时，将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通过行走装置100挂放于线缆上，线缆卡于行走轮

120上的环形凹槽121内。开始喷涂前，可以先对线缆进行巡检，巡检时，远程操作器作出命

令并通过无线通信发送给控制器700，控制器使行走电机130和摄像头180通电工作，行走电

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行走轮120转动，行走轮转动时带动整体在线缆上行走。同时，摄像头

180对线缆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画面通过数据线传送给控制器700，控制器将摄像头拍摄

的画面通过无线通信发送给远程操作器并在显示屏上显示，地面操控人员可以通过显示屏

清楚观察线缆的情况。

[0057] 巡检完成后，对线缆进行喷涂，喷涂时，挤料电机610通电工作，通过丝杆螺母驱动

挤料推头620向前移动，挤料推头向前移动时挤压储料罐500内的涂料使涂料沿送料管至喷

头400，涂料自喷头400喷出包覆于线缆的外部形成绝缘层，实现喷涂目的。

[0058]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摄像头170也可以只设置一个，摄像头设于行走装置的

前端，也可以设于行走装置的后端。

[0059]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的横板180优选采用高强度塑料横板。

[0060]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与摄像头170连接的接电线和数据线可以分开固定，此

时，在横板180的底部设置多个用于固定接电线第一线卡和多个用于固定数据线的第二线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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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行走电机130与转轴140之间的传动机构也可以采用带

传动机构，带传动机构采用与上述链传动机构相同的两级带传动机构。

[0062]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的扎线板220也可以固定在横板180的底部。

[0063]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控制器700和远程操作器之间的无线通信方式可以通

过3G、4G、WLAN、WiFi等现有的无线通信方式。

[0064] 实施例二

[0065] 如图9、图10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作为上述实施例一的改进实施例，其与上

述实施例一的区别之处在于，本实施例的线缆喷涂机器人还包括故障回收装置，故障回收

装置包括卷线轮810和回收线820，回收线的一端连接于卷线轮、另一端连接于行走装置

100。当出现行走轮脱离线缆、供电机构电量不足等故障时，可以通过该故障回收装置快速、

有效的收回线缆喷涂机器人。

[0066] 本实施例中，支架110的前端和后端均设有拉环，回收线的一端设有挂钩，回收线

通过挂钩和拉环的配合可拆卸连接于行走装置100。为了避免挂钩在使用过程中脱离行走

装置，挂钩优选采用开闭式挂钩。

[0067] 故障回收装置还包括用于驱动卷线轮转动的回收电机830，回收电机设有电机轴，

卷线轮810通过联轴器840传动连接于回收电机的电机轴。

[0068] 为了安装卷线轮810，故障回收装置还包括支撑架850，卷线轮可转动安装于支撑

架上。本实施例中，卷线轮810沿轴向的剖面形状大致呈H形，卷线轮的两端均设有凸出的支

撑轴811，其中一端的支撑轴通过联轴器840传动连接于回收电机830的电机轴。支撑架850

沿卷线轮轴向的剖面形状大致呈凹形，支撑架的顶端设有与支撑轴811匹配的轴承，卷线轮

810通过支撑轴与轴承的配合可转动安装于支撑架850上。

[0069] 本实施例中，为了提高使用的安全性，回收线820为绝缘的回收线，卷线轮810为绝

缘的卷线轮。进一步的，回收线820可以采用麻绳，卷线轮820可以采用高强度塑料卷线轮。

[0070] 使用时，将线缆喷涂机器人整体通过行走装置100挂放于线缆上后，使回收线820

的末端通过挂钩和拉环的配合连接于支架110。线缆喷涂机器人工作时，卷线轮820放线，避

免对线缆喷涂机器人的移动造成障碍。当线缆喷涂机器人出现故障需要回收时，回收电机

830工作，回收电机通过联轴器840驱动卷线轮810转动实现收线，收线时，回收线820带动机

器人整体回至起点处。

[0071] 本实施例二的其他结构与上述实施例一中的结构相同，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0072]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中的回收电机830可以通过一L形的支板860设于支撑架

850上。

[0073] 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也可以通过手动方式实现收线目的，此时，在卷线轮810

的一端设置凸出的手柄，手柄偏心设置。当需要收线时，通过手柄带动卷线轮转动实现收线

目的。

[0074] 除上述优选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

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改变和变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

权利要求书中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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