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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

设备起吊臂，包括起吊底座，移动轮，轴承，加重

块，内螺纹孔，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防电力设备

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连

接杆，防滑套，推杆，控制开关，支撑座，缠绕电机

和支撑柱，所述的移动轮分别螺栓连接在起吊底

座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轴承镶嵌在起吊底

座的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本实用新型防滑脚垫，

连接帽，螺纹丝，紧固杆和调节手轮的设置，有利

于进行高度的调节，使防滑脚垫牢固的吸附在地

面上，增加起吊臂的稳定性；缓冲柱，缓冲橡胶块

和缓冲气囊的设置，有利于当电力设备吊起时，

可以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保护电力设备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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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该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

吊臂，包括起吊底座(1)，移动轮(2)，轴承(3)，加重块(4)，内螺纹孔(5)，手动调节加固座结

构(6)，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连接杆(9)，防滑套

(10)，推杆(11)，控制开关(12)，支撑座(13)，缠绕电机(14)和支撑柱(15)，所述的移动轮

(2)分别螺栓连接在起吊底座(1)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轴承(3)镶嵌在起吊底座(1)的

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加重块(4)螺栓连接在起吊底座(1)的上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

内螺纹孔(5)分别纵向开设在起吊底座(1)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

(6)与内螺纹孔(5)相连接；所述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安装在支撑柱(15)

的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安装在支撑柱(15)的上表面；所述的连接

杆(9)焊接在支撑柱(15)的左侧；所述的防滑套(10)套接在推杆(11)的外表面中间位置；所

述的推杆(11)螺钉连接在连接杆(9)的左端；所述的控制开关(12)镶嵌在支撑柱(15)的正

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座(13)螺栓连接在支撑柱(15)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缠

绕电机(14)螺栓连接在支撑座(13)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柱(15)纵向插接在轴承(3)的内

圈；所述的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6)包括固定板(61)，防滑脚垫(62)，连接帽(63)，螺纹丝

(64)，紧固杆(65)和调节手轮(66)，所述的防滑脚垫(62)胶接在固定板(61)的下表面；所述

的连接帽(63)一端焊接在固定板(61)的上表面中间位置，另一端与螺纹丝(64)螺纹连接；

所述的螺纹丝(64)开设在紧固杆(65)的外表面下部位置；所述的调节手轮(66)螺栓连接在

紧固杆(65)的上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电力设

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包括安装不锈钢板(71)，缓冲柱(72)，缓冲橡胶块(73)，支撑不

锈钢软管(74)，防晃牵引杆(75)，缓冲气囊(76)，挂钩(77)和吸盘(78)，所述的缓冲柱(72)

一端螺栓连接在安装不锈钢板(71)的右侧中间位置，另一端胶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左侧

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不锈钢软管(74)轴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

述的防晃牵引杆(75)轴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缓冲气囊(76)

胶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右侧；所述的挂钩(77)螺纹连接在防晃牵引杆(75)的右下侧；所

述的吸盘(78)胶接在支撑不锈钢软管(74)的右侧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便维护起

吊臂杆结构(8)包括起吊臂杆(81)，起吊钢丝绳(82)，辅助滚轴(83)，定滑轮(84)，加长杆

(85)，起吊钩(86)，第一耳板(87)，伸缩液压杆(88)和第二耳板(89)，所述的起吊钢丝绳

(82)分别放置在辅助滚轴(83)和定滑轮(84)的外表面；所述的辅助滚轴(83)轴接在起吊臂

杆(81)的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定滑轮(84)轴接在加长杆(85)的后表面右侧位置；所

述的加长杆(85)螺栓连接在起吊臂杆(81)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起吊钩(86)系接

在起吊钩(86)的下端；所述的第一耳板(87)焊接在起吊臂杆(81)的下表面左侧位置；所述

的伸缩液压杆(88)一端轴接在第一耳板(87)的后表面下部位置，另一端轴接在第二耳板

(89)的后表面右侧位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杆

(9)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支撑柱(15)与轴承(3)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重块

(4)采用重量设置在二十千克至三十千克的长方形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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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紧固杆

(65)螺纹连接在内螺纹孔(5)的内部；所述的调节手轮(66)设置在起吊底座(1)的上部；所

述的固定板(61)设置在起吊底座(1)的下部；所述的固定板(61)设置有四个。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不锈

钢板(71)与支撑柱(15)螺栓连接设置。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起吊臂杆

(81)轴接在支撑柱(15)的上表面；所述的第二耳板(89)与支撑柱(15)焊接设置。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缠绕电机

(14)的输出轴上键连接有缠绕轮，所述的起吊钢丝绳(82)缠绕在缠绕轮的外表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滑套

(10)采用壁厚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套；所述的防滑套(10)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字型

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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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设备起吊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

备起吊臂。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设备主要包括发电设备和供电设备两大类，发电设备主要是电站锅炉、蒸汽

轮机、燃气轮机、水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等，供电设备主要是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

互感器、接触器等。电力系统中电力设备大多采用的计划检修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如临时

性维修频繁、维修不足或维修过剩、盲目维修等，这使世界各国每年在设备维修方面耗资巨

大。怎样合理安排电力设备的检修，节省检修费用、降低检修成本，同时保证系统有较高的

可靠性，对系统运行人员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传感技术、微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和数

字信号处理技术、人工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模糊集理论等综合智能系统在状态监测及故障

诊断中应用，使基于设备状态监测和先进诊断技术的状态检修研究得到发展，成为电力系

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0003] 现有技术中的预装式变电站壳体在吊装过程中，需要通过相应尺寸的吊臂配合吊

绳进行起吊。不同尺寸的预装式变电站壳体需要专门制作相对应尺寸的吊臂一般起吊臂的

安装方式比较复杂，因此十分不方便拆卸，给维修的过程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7537014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

起吊臂,包括上方吊臂、下方吊臂、固定套和导向柱，所述上方吊臂下端设有下方吊臂，上方

吊臂下表面中间位置设有铰接槽，所述下方吊臂的上端卡合在铰接槽中，铰接槽两侧的上

方吊臂上设有凹槽，凹槽贯穿上方吊臂的底面设置，起吊臂中两个关节的连接处相互铰接。

但是现有的电力设备起吊臂还存在着不便于拆卸进行维修，不具备对吊装电力设备进行防

晃动的功能和稳定性较差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

以解决现有的电力设备起吊臂不便于拆卸进行维修，不具备对吊装电力设备进行防晃动的

功能和稳定性较差的问题。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包括起吊底座，移动轮，

轴承，加重块，内螺纹孔，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便维护起

吊臂杆结构，连接杆，防滑套，推杆，控制开关，支撑座，缠绕电机和支撑柱，所述的移动轮分

别螺栓连接在起吊底座的下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轴承镶嵌在起吊底座的内部上侧中间位

置；所述的加重块螺栓连接在起吊底座的上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内螺纹孔分别纵向开设

在起吊底座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与内螺纹孔相连接；所述的防电

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安装在支撑柱的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安

装在支撑柱的上表面；所述的连接杆焊接在支撑柱的左侧；所述的防滑套套接在推杆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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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推杆螺钉连接在连接杆的左端；所述的控制开关镶嵌在支撑柱的正

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座螺栓连接在支撑柱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缠绕电机螺

栓连接在支撑座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柱纵向插接在轴承的内圈；所述的手动调节加固座

结构包括固定板，防滑脚垫，连接帽，螺纹丝，紧固杆和调节手轮，所述的防滑脚垫胶接在固

定板的下表面；所述的连接帽一端焊接在固定板的上表面中间位置，另一端与螺纹丝螺纹

连接；所述的螺纹丝开设在紧固杆的外表面下部位置；所述的调节手轮螺栓连接在紧固杆

的上端。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包括安装不锈钢板，缓冲柱，缓冲

橡胶块，支撑不锈钢软管，防晃牵引杆，缓冲气囊，挂钩和吸盘，所述的缓冲柱一端螺栓连接

在安装不锈钢板的右侧中间位置，另一端胶接在缓冲橡胶块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

不锈钢软管轴接在缓冲橡胶块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晃牵引杆轴接在缓冲橡胶

块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缓冲气囊胶接在缓冲橡胶块的右侧；所述的挂钩螺纹连

接在防晃牵引杆的右下侧；所述的吸盘胶接在支撑不锈钢软管的右侧位置。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包括起吊臂杆，起吊钢丝绳，辅助滚轴，定滑

轮，加长杆，起吊钩，第一耳板，伸缩液压杆和第二耳板，所述的起吊钢丝绳分别放置在辅助

滚轴和定滑轮的外表面；所述的辅助滚轴轴接在起吊臂杆的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定

滑轮轴接在加长杆的后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加长杆螺栓连接在起吊臂杆的正表面右侧中

间位置；所述的起吊钩系接在起吊钩的下端；所述的第一耳板焊接在起吊臂杆的下表面左

侧位置；所述的伸缩液压杆一端轴接在第一耳板的后表面下部位置，另一端轴接在第二耳

板的后表面右侧位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杆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支撑柱与轴承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加重块采用重量设置在二十千克至三十千克的长方形铁块。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紧固杆螺纹连接在内螺纹孔的内部；所述的调节手轮设置在起吊

底座的上部；所述的固定板设置在起吊底座的下部；所述的固定板设置有四个。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不锈钢板与支撑柱螺栓连接设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的起吊臂杆轴接在支撑柱的上表面；所述的第二耳板与支撑柱焊接

设置。

[0014] 优选的，所述的第二耳板设置在安装不锈钢板的上部。

[0015] 优选的，所述的缠绕电机的输出轴上键连接有缠绕轮，所述的起吊钢丝绳缠绕在

缠绕轮的外表面。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防滑套采用壁厚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套；所述的防滑套

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字型防滑纹。

[0017] 优选的，所述的起吊钢丝绳采用直径设置在五毫米至十毫米的油丝绳。

[0018] 优选的，所述的移动轮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橡胶万向轮；所述的移动轮的滚轮

直径设置在八厘米至十厘米。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开关电性连接缠绕电机；所述的缠绕电机具体采用型号为

68KTYZ-28W的电机；所述的伸缩液压杆具体采用型号为YQ/QD的液压撑杆。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防滑脚垫，连接帽，螺纹丝，紧固杆和调节手轮的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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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进行高度的调节，使防滑脚垫牢固的吸附在地面上，增加起吊臂的稳定性。

[0022]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缓冲柱，缓冲橡胶块和缓冲气囊的设置，有利于当电力设

备吊起时，可以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保护电力设备的安全。

[0023]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防晃牵引杆和挂钩的设置，有利于起到对电力设备钩住

的作用，防止电力设备的晃动。

[0024]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支撑不锈钢软管和吸盘的设置，有利于起到吸附固定的

作用，保证电力设备的安全。

[0025]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起吊钢丝绳，辅助滚轴，定滑轮和起吊钩的设置，有利于

对电力设备起到吊装的作用。

[0026]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起吊臂杆，加长杆，第一耳板和第二耳板的设置，有利于

方便进行拆卸，便于进行维护保养。

[0027]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伸缩液压杆的设置，有利于起到减震缓冲和支撑的作用。

[0028]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连接杆，防滑套，推杆和移动轮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对起

吊臂的移动。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

[0034] 1、起吊底座；2、移动轮；3、轴承；4、加重块；5、内螺纹孔；6、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

61、固定板；62、防滑脚垫；63、连接帽；64、螺纹丝；65、紧固杆；66、调节手轮；7、防电力设备

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1、安装不锈钢板；72、缓冲柱；73、缓冲橡胶块；74、支撑不锈钢软管；

75、防晃牵引杆；76、缓冲气囊；77、挂钩；78、吸盘；8、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1、起吊臂杆；

82、起吊钢丝绳；83、辅助滚轴；84、定滑轮；85、加长杆；86、起吊钩；87、第一耳板；88、伸缩液

压杆；89、第二耳板；9、连接杆；10、防滑套；11、推杆；12、控制开关；13、支撑座；14、缠绕电

机；15、支撑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6] 实施例：

[0037] 如附图1至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进行维修的电力设备起吊臂，包

括起吊底座1，移动轮2，轴承3，加重块4，内螺纹孔5，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6，防电力设备晃

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连接杆9，防滑套10，推杆11，控制开关12，支撑

座13，缠绕电机14和支撑柱15，所述的移动轮2分别螺栓连接在起吊底座1的下表面四角位

置；所述的轴承3镶嵌在起吊底座1的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加重块4螺栓连接在起吊底

座1的上表面左侧位置；所述的内螺纹孔5分别纵向开设在起吊底座1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

的手动调节加固座结构6与内螺纹孔5相连接；所述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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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支撑柱15的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安装在支撑柱15的上表面；所

述的连接杆9焊接在支撑柱15的左侧；所述的防滑套10套接在推杆11的外表面中间位置；所

述的推杆11螺钉连接在连接杆9的左端；所述的控制开关12镶嵌在支撑柱15的正表面上部

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座13螺栓连接在支撑柱15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缠绕电机14螺栓

连接在支撑座13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柱15纵向插接在轴承3的内圈；所述的手动调节加固

座结构6包括固定板61，防滑脚垫62，连接帽63，螺纹丝64，紧固杆65和调节手轮66，所述的

防滑脚垫62胶接在固定板61的下表面；所述的连接帽63一端焊接在固定板61的上表面中间

位置，另一端与螺纹丝64螺纹连接；所述的螺纹丝64开设在紧固杆65的外表面下部位置；所

述的调节手轮66螺栓连接在紧固杆65的上端；手握防滑套10推动推杆11在移动轮2的作用

下将起吊臂移动到需要的位置，并固定住移动轮2上的刹车片；拧动调节手轮66使得紧固杆

65在内螺纹孔5内向下运动，进而使防滑脚垫62与地面接触，起到紧固防滑的作用。

[0038]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电力设备晃动缓冲橡胶块结构7包

括安装不锈钢板71，缓冲柱72，缓冲橡胶块73，支撑不锈钢软管74，防晃牵引杆75，缓冲气囊

76，挂钩77和吸盘78，所述的缓冲柱72一端螺栓连接在安装不锈钢板71的右侧中间位置，另

一端胶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不锈钢软管74轴接在缓冲橡胶块73

的正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防晃牵引杆75轴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正表面上部中间位

置；所述的缓冲气囊76胶接在缓冲橡胶块73的右侧；所述的挂钩77螺纹连接在防晃牵引杆

75的右下侧；所述的吸盘78胶接在支撑不锈钢软管74的右侧位置；在起吊过程中，电力设备

如果发生晃动，会撞击缓冲气囊76，在缓冲柱72和缓冲橡胶块73的作用下，会起到减震缓冲

的作用，如需移动电力设备和起吊臂，将挂钩77和吸盘78固定住被吊起的电力设备，防止发

生晃动。

[0039]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便维护起吊臂杆结构8包括起吊臂杆

81，起吊钢丝绳82，辅助滚轴83，定滑轮84，加长杆85，起吊钩86，第一耳板87，伸缩液压杆88

和第二耳板89，所述的起吊钢丝绳82分别放置在辅助滚轴83和定滑轮84的外表面；所述的

辅助滚轴83轴接在起吊臂杆81的内部上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定滑轮84轴接在加长杆85的后

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加长杆85螺栓连接在起吊臂杆81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起

吊钩86系接在起吊钩86的下端；所述的第一耳板87焊接在起吊臂杆81的下表面左侧位置；

所述的伸缩液压杆88一端轴接在第一耳板87的后表面下部位置，另一端轴接在第二耳板89

的后表面右侧位置；接通外部电源通过控制开关12启动缠绕电机14反转，带动起吊钢丝绳

82在辅助滚轴83和定滑轮84上向下运动，用起吊钩86钩住电力设备，通过控制开关12启动

缠绕电机14正转，从而使起吊钢丝绳82缠绕在缠绕电机14的缠绕轮上，进而将电力设备吊

起。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杆9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支撑柱15与轴承3的内

圈过盈配合设置。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加重块4采用重量设置在二十千克至三十千克的长

方形铁块。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紧固杆65螺纹连接在内螺纹孔5的内部；所述的调

节手轮66设置在起吊底座1的上部；所述的固定板61设置在起吊底座1的下部；所述的固定

板61设置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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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安装不锈钢板71与支撑柱15螺栓连接设置。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起吊臂杆81轴接在支撑柱15的上表面；所述的第二

耳板89与支撑柱15焊接设置。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第二耳板89设置在安装不锈钢板71的上部。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缠绕电机14的输出轴上键连接有缠绕轮，所述的起

吊钢丝绳82缠绕在缠绕轮的外表面。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滑套10采用壁厚设置在五毫米至八毫米的硅胶

套；所述的防滑套10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字型防滑纹。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起吊钢丝绳82采用直径设置在五毫米至十毫米的

油丝绳。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移动轮2具体采用带有刹车片的橡胶万向轮；所述

的移动轮2的滚轮直径设置在八厘米至十厘米。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控制开关12电性连接缠绕电机14；所述的缠绕电机

14具体采用型号为68KTYZ-28W的电机；所述的伸缩液压杆88具体采用型号为YQ/QD的液压

撑杆。

[0051] 工作原理

[0052]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手握防滑套10推动推杆11在移动轮2的作用下将起吊臂移

动到需要的位置，并固定住移动轮2上的刹车片；拧动调节手轮66使得紧固杆65在内螺纹孔

5内向下运动，进而使防滑脚垫62与地面接触，起到紧固防滑的作用；接通外部电源通过控

制开关12启动缠绕电机14反转，带动起吊钢丝绳82在辅助滚轴83和定滑轮84上向下运动，

用起吊钩86钩住电力设备，通过控制开关12启动缠绕电机14正转，从而使起吊钢丝绳82缠

绕在缠绕电机14的缠绕轮上，进而将电力设备吊起；在起吊过程中，电力设备如果发生晃

动，会撞击缓冲气囊76，在缓冲柱72和缓冲橡胶块73的作用下，会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如

需移动电力设备和起吊臂，将挂钩77和吸盘78固定住被吊起的电力设备，防止发生晃动；在

起吊过程中伸缩液压杆88，会起到伸缩和支撑的作用，保证吊装的安全；通过手握防滑套10

转动推杆11使支撑柱15在轴承3内转动，可以调节起吊臂杆81的角度，方便对电力设备的下

放卸载。

[0053]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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