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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
制箱及自动保护方法，
所述控制箱包括控制箱箱
体、
控制系统、
稳压系统和加热系统，
所述控制箱
箱体设置在所述清扫机器人上，
所述加热系统和
所述控制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内部，
所述
稳压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上；
所述稳压系
统和所述加热系统均与所述控制系统相连；
所述
控制板根据大气环境温度、
控制箱箱体内气压和
温度控制所述加热系统和稳压系统的启停。优点
是：
保证电机和控制系统灵活适应极寒、
极热、
沙
尘暴、
高湿、
高盐等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
显著提
高电机和控制板在恶劣天气下的启动的可靠性
和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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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箱包括控制箱箱体、控制系
统、
稳压系统和加热系统，
所述控制箱箱体设置在所述清扫机器人上，
所述加热系统和所述
控制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内部，
所述稳压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上；
所述稳压
系统和所述加热系统均与所述控制系统相连；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供电装置、动力输出装置和控制板；
所述供电装置与所述控制板相
连，
所述控制板和所述供电装置均与所述加热系统相连，
所述动力输出 装置与所述供电装
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所述稳压系统包括过滤装置和鼓风装置，
所述过滤装置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上，
所
述鼓风装置与所述供电装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所述控制箱使用自动保护方法进行保护，
所述保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
当大气环境参数高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启动，
向控制
箱箱体内通入气流；
S2、当控制箱箱体内部压力达到第二设定阈值时，
所述鼓风装置的输出值为第一输出
值，
且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以第一输出值稳定输出；
S3、
当大气环境参数低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停止输出；
同
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满负荷启动，
加热控制箱箱体内的空气；
S4、当控制箱箱内温度达到第三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低负荷运
行，
并稳定在一定区间内；
S5、当大气环境温度高于第一设定阈值中的温度设定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
系统停止运行；
所述第一设定阈值包括设定温度值、
设定湿度值和设定含盐量；
所述控制箱箱体外部设置有环境监测仪，
所述环境监测仪检测大气环境参数，
并向控
制板发射信号，
令所述控制板根据信号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和所述加热系统的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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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及自动保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电站清扫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及自动
保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电站中的光伏组件表面积尘对组件发电量有较大的影响，
为保证电站的收
益，
很多光伏电站安装了组件清扫机器人。但光伏电站一般都位于远离城市的郊外或野外，
自然环境恶劣，
如设备无法适应严酷的大气环境，
很容易造成设备的损坏。设备的损坏主要
表现为在恶劣天气下由设备的电机无法正常启动、
控制板短路、
储蓄电池无法正常工作等。
[0003]
钢索传动式清扫机器人的工作电源取自光伏阵列，
因此不会存在储蓄电池无法正
常工作的情况，
设备的电机、
控制板均位于控制箱内，
但清扫机器人的核心——控制箱却仅
起到简单的密封作用，
在大沙尘天气下控制箱内的电机缝隙处很容易进入细小的沙尘颗粒
造成轴承烧结，
滑轮内嵌入细砂粒容易造成钢索的提前断裂；
高湿度、
高盐雾等环境容易造
成控制电路等元器件的短路；
极限高温或极限低温等恶劣天气容易造成电机无法正常启
动，
甚至电机堵转造成设备损坏以及控制板寿命缩短的情况。
[0004] 其他类型的清扫机器人的工作电源取自自带的锂电池，
其控制箱内主要有锂电
池、
控制板、
传感器等核心部件，
但是，
在恶劣环境下同样存在电池掉电严重、
无法正常充放
电、
控制板短路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及自动保护方法，
从而解
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前述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
所述控制箱包括控制箱箱体、
控制系统、
稳压系
统和加热系统，
所述控制箱箱体设置在所述清扫机器人上，
所述加热系统和所述控制系统
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内部，
所述稳压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上；
所述稳压系统和所
述加热系统均与所述控制系统相连。
[0008] 优选的，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供电装置、动力输出装置和控制板；
所述供电装置与所
述控制板相连，
所述控制板和所述供电装置均与所述加热系统相连，
所述动力输装置与所
述供电装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0009] 优选的，
所述稳压系统包括过滤装置和鼓风装置，
所述过滤装置安装在所述控制
箱箱体上，
所述鼓风装置与所述供电装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0010]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自动保护方法，
所述保
护方法用于保护任一所述的控制箱，
所述保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S1、
当大气环境参数高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启动，
向
控制箱箱体内通入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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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2、当控制箱箱体内部压力达到第二设定阈值时，
所述鼓风装置的输出值为第一
输出值，
且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以第一输出值稳定输出；
[0013] S3、
当大气环境参数低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停止输
出；
同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满负荷启动，
加热控制箱箱体内的空气；
[0014] S4、
当控制箱箱内温度达到第三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低负
荷运行，
并稳定在一定区间内；
[0015] S5、
当大气环境温度高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停止运
行。
[0016] 优选的，
所述第一设定阈值包括设定温度值、
设定湿度值和设定含盐量。
[0017] 优选的，
所述控制箱箱体外部设置有环境监测仪，
所述环境监测仪检测大气环境
参数，
并向控制板发射信号，
令所述控制板根据信号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和所述加热系统的
启停。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可保证电机和控制系统灵活适应极寒、
极热、
沙尘暴、
高湿、
高盐等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
显著提高电机和控制板在恶劣天气下的启动的可靠性和长期
运行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保护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附图，
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21] 实施例一
[0022] 本实施例中，
提供了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
所述控制箱包括控制箱箱
体、控制系统、稳压系统和加热系统，
所述控制箱箱体设置在所述清扫机器人上，
所述加热
系统和所述控制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内部，
所述稳压系统安装在所述控制箱箱体
上；
所述稳压系统和所述加热系统均与所述控制系统相连。
[0023] 本实施例中，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供电装置、动力输出装置和控制板；
所述供电装置
与所述控制板相连，
所述控制板和所述供电装置均与所述加热系统相连，
所述动力输装置
与所述供电装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0024] 本实施例中，
所述稳压系统包括过滤装置和鼓风装置，
所述过滤装置安装在所述
控制箱箱体上，
所述鼓风装置与所述供电装置和所述控制板相连。
[0025] 本实施例中，
所述控制箱箱体上设置有连通外部和所述控制箱箱体内部的缝隙。
[0026] 实施例二
[0027] 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中提供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自动保护方法，
所述
保护方法用于保护任一所述的控制箱，
所述保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S1、
当大气环境参数高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启动，
向
控制箱箱体内通入气流；
所述控制箱箱体内的气流经其上设置的缝隙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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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当控制箱箱体内部压力达到第二设定阈值时，
所述鼓风装置的输出值为第一
输出值，
且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以第一输出值稳定输出；
[0030] S3、
当大气环境参数低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停止输
出；
同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满负荷启动，
加热控制箱箱体内的空气；
[0031] S4、
当控制箱箱内温度达到第三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低负
荷运行，
并稳定在一定区间内；
[0032] S5、
当大气环境温度高于第一设定阈值时，
所述控制板控制所述加热系统停止运
行。
[0033] 本实施例中，
所述控制箱箱体外部设置有环境监测仪，
所述环境监测仪检测大气
环境参数，
并向控制板发射信号，
令所述控制板根据信号控制所述鼓风装置和所述加热系
统的启停。
[0034] 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一设定阈值为温度值，
所述第二设定阈值为压力值，
所述第三
设定阈值为温度值。所述第一设定阈值、第二设定阈值和第三设定阈值均预设在所述控制
板中。
[0035] 本实施例中，
所述鼓风装置对应控制箱内的微正压，
主要考虑控制箱外高盐、
高湿
环境，
通过鼓风装置保证控制箱内与控制箱外的压差，
实现控制箱内低盐、
干燥，
因此，
所述
大气环境参数主要包括空气中的含盐量、
温度值和湿度值。
[0036] 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一设定阈值包括设定温度值、
设定湿度值和设定含盐量，
这些
设定值与大气环境参数相对应。使控制箱内各个装置更加精准的运行或停止，
保证控制箱
内低盐、
干燥。
[0037] 本实施例中，
所述过滤装置主要用于过滤空气中的盐分和水分。
[0038] 通过采用本发明公开的上述技术方案，
得到了如下有益的效果：
[003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控制箱及自动保护方法，
通过控制板控制
加热系统和稳压系统的间歇运行，
保证电机和控制系统灵活适应极寒、
极热、
沙尘暴、
高湿、
高盐等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
显著提高电机和控制板在恶劣天气下的启动的可靠性和长期
运行的稳定性。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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