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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CONNECTING SLEEVE FOR EXTENSION LADDER

(54) 发明名称 ：一种用 于伸缩梯 的连接套

图

(57) Abstract: A connecting sleeve for an extension ladder i s provided, which includes a connecting ring (1) and a connecting
block (2). A rotary seat (3) and a rotary panel (4) are set on the joint surface between the connecting block (2) and the connecting
ring (1). The rotary seat (3) i s fixed relative to the connecting ring (1), and a socket ( 1) i s set i n the centre of the rotary seat (3). A
rotating shaft (32) extends to the centre of the socket (31) fi"om two sides of the socket ( 1) respectively, and a vertical part (4 1) of
the rotary panel (4) i s inserted into the socket ( 1); furthermore, a torque spring (5) i s installed outside the rotating shaft (32) so
that the horizontal part (42) of the rotary panel (4) can be rotated towards the connecting block (2) about the rotating shaft. When
the extension ladder i s folded, a fixed safe space between the rungs of the ladder i s provided by the rotary panels (4) for prevent
ing fingers fiOm being clamped, meanwhile, the integral height of the ladder can be reduced so as t o facilitate package and trans
portation of the ladder when the horizontal part (42) of the rotary panel (4) i s fol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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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十伸缩梯的连接套，其包括连接环 （1) 和连接块 （2) ，在连接环 （1) 与连接块 （2) 之| j 的连接表面

上 置有一转座 （3 ) 和转动板 （4) ，其屮，转座 （3 ) 相对连接环 （1) 固定，转座 （3 ) 屮央卄有插口 （31 ) ，

插口 （31 ) 的两侧边分别向屮央延伸有一转轴 （32 ) ，转动板 （4) 的' 直部分 （41 ) 插入到插口 （3 1 ) 内，并且，

转轴 （32) 外设¾有一扭簧 （5 ) ，使¾转动板 （4) 的横 1 部分 （42) 能以转轴为中心 | 连接块 （2) 方向转动

伸縮梯收拢时，转动板 （4) 在梯子的各横杆之间捉供一个固定的安全间距以防l 手指被夹；同时转动板(4)的横

部分(42)折下时使β 梯子整体高度可以降低而方便包装和运输。



一种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伸缩梯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

背景技术

梯子在建筑、装修、广告、家庭住宅领域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目前，市场上较受

欢迎的是可上下伸缩的伸缩梯，它在不使用时，可以缩短而易于收纳、搬运。如专利号

为 ZL200420091638.2( 公告号为 CN2716479Y) 的在先专利 《一种可伸缩的梯子》，就公开

了这么一种伸缩梯，它包括横杆和竖杆，竖杆为数节套管可伸缩地套接而成，多根横杆

置于相对的二竖杆之间，在每根横杆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可伸缩的轴销，该轴销分别与开
在套管中与其相对应的定位插孔相适配，在每节套管上端套置有环形连接套，且该连接

套与横杆连接在一起。这种伸缩梯在使用时，由于上下横杆之间没有固定的空隙，而使

用者的双手一般就扶在某一横杆上，在收拢伸缩梯时，上方的横杆会压到搁置在下方横

杆上的手指，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而提供一种用于伸缩梯的连接

套，它使上下横杆之间具有固定的间距，有效防止伸缩梯收拢时，横杆压到手指，并且

产品包装运输时，整体高度又不会过高，非常适于实际使用。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包括连为

一体的连接环和连接块，其特征在于：在连接环与连接块之间的连接处表面上设置有一

转座和转动板；

其中，所述转座相对连接环固定，转座中央开有插口，并且，插口的两侧边分别向
中央延伸有一转轴；

所述转动板基本呈 T 型，其竖直部分插入到转座的插口内，其横向部分位于转座

之上，且转座上的两个转轴横向地插入到竖直部分的轴孔内；

并且，所述转动板竖直部分的轴孔内、转轴外设置有一扭簧，该扭簧的一端与转动

板的轴孔内侧相连、另一端与转座相连，而使转动板的横向部分能以转轴为中心向连接

块方向转动且始终具有向转座上方立起的趋势。

上述的连接环套设在相对应竖杆的套管外而与竖杆相连，连接块末端插入到横杆内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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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横杆相连。

为进一步保证转座和转动板的设置能有效保护使用者的双手，所述转动板的高度要

大于手指的厚度。

为便于部件装配，所述转座可以由左右两个分转座拼接而成，分转座的底部通过凸

柱而插设到连接环与连接块之间的连接处上。

作为进一步改进，所述转动板的横向部分可以呈梯形，如此，横向部分的顶部具有

水平表面而便于上方横杆底部的抵靠，转动板的厚度与转座的厚度相适应，如此，转动

板竖立时，其与转座构成一整体，表面整洁，转动板的横 向部分折倒在转座一侧后，转

动板的表面基本与转座的顶部表面齐平。 、

为确保转动板在竖起时能保护手指，所述转动板的整体高度以大于等于 2CM 为佳。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过转座、转动板以及两者之间扭簧的设置，

使转动板的横向部分能以转轴为中心，相对转座以及连接套本身转动，在伸缩梯正常使

用时，由于转动板始终相对转座向上立起，上下横杆之间由于转动板来相隔而具有固定

的间距，这个间距可以容纳手指，有效防止伸缩梯收拢时，上方的横杆压到位于下方横

杆上的手指，并且，在伸缩梯包装运输时，可以将转动板的横 向部分折倒、位于转座的

一侧，如此，上下横杆之间只有转座的高度这个间距，使产品包装运输时，整体高度又

不会过高，非常适于实际使用。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在转动板折倒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具体 实施 方式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应用有本发明实施例的伸缩梯，包括两根相对设置的竖杆和固定在两根竖杆之间的

多根横杆，竖杆包括二节可伸缩的内外套管套接而成，在同节的二根相对套管之间固定

有一根横杆，并且，每一横杆的两端通过本发明实施例的连接套与对应竖杆的套管相对

固定；

如图 1、图 2 和图 3 所示，该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包括连为一体的连接环 1和连

接块 2，在连接环 1与连接块 2 之间的连接处表面上设置有一转座 3 和转动板 4 ;

其中，连接环 1 与相对应竖杆的套管套设固定，连接块 2 插设到相对应横杆的端部

内；



所述转座 3 由左右两个分转座 3a 拼接而成，分转座 3a 通过底部的凸柱 33 插设到

连接环 1 一侧，从而相对连接环 1 固定，转座 3 中央开有插 口 3 1，并且，插 口 3 1 的两

侧边分别向中央延伸有一转轴 32;

所述转动板 4 基本呈 T 型，其整体高度为 3CM ，其竖直部分 4 1插入到转座 3 的插

口 3 1 内，其横向部分 42 呈梯形且位于转座 3 之上，转动板 4 的厚度与转座 3 的厚度基

本相同；

转座 3 上的两个转轴 32 横向地插入到竖直部分 4 1 的轴孔 41a 内，而使该转动板 4

的横向部分 42 能绕该转轴 32 转动，而使转动板 4 的横向部分 42 转动到转座 2 的一侧，

也即，相对连接块 2 折倒；

并且，所述转动板 4 竖直部分 4 1 的轴孔 41a 内、转轴 32 外设置有一扭簧 5，该扭

簧 5 的一端 5 1 与转动板 4 的轴孔 41a 内侧相连、另一端 52 与转座 3 相连，而使转动板

4 的横向部分 4 1 能以转轴 32 为中心向连接块 2 方向转动且始终具有向转座 3 上方立起

的趋势，也即，在无外力施加的情况下，转动板 4 的横向部分 4 1 始终朝上，在实际应

用时，使伸缩梯的上下横杆之间由整个转动板 4 以及转座 3 相隔，只有转动板 4 的横向

部分 4 1 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才能朝向连接块 2 折倒，使上下横杆之间只由该转座 3

相隔。



权 利 要 求

1、一种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包括连为一体的连接环 (1)和连接块 (2), 其特征在于：

在连接环 (1)与连接块 (2)之间的连接处表面上设置有一转座 (3)和转动板 (4);

其中，所述转座 (3)相对连接环 (1)固定，转座 (3) 中央开有插 口(31) ，并且，插 口(31)

的两侧边分别向中央延伸有一转轴 (32 ；);

所述转动板 (4)基本呈 T 型，其竖直部分 (41)插入到转座 (3) 的插口(31) 内，其横向部

分 (42)位于转座 (3)之上，且转座 (3)上的两个转轴 (32) 横向地插入到竖直部分 (41) 的轴孔

(41a) 内；

并且，所述转动板 (4)竖直部分 (41) 的轴孔 (41a) 内、转轴 (32) 外设置有一扭簧 (5) ，该

扭簧 (5) 的一端 (51) 与转动板 (4) 的轴孔 (41a) 内侧相连、另一端 (52) 与转座 (3)相连，而使转

动板 (4) 的横向部分 (41) 能以转轴为中心向连接块 (2)方向转动且始终具有向转座 (3)上方

立起的趋势。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座 (3) 由左右

两个分转座 (3a)拼接而成，分转座 (3a)通过底部的凸柱 (33) 而插设到连接环 (1)与连接块 (2)

之间的连接处上。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板 (4)

的厚度与转座 (3) 的厚度相适应。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用于伸缩梯的连接套，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板 (4)

的整体高度大于等于 2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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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 型： Τ " 在 申请 日或优先权 日之后公布，与 申请不相抵触 ，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¾ 公布ή¾ 先申请 "X" 特别相关 的文件 ，单独考 虑该文件 ，认定要求保护 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 的文件 ，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 明不是新颖 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 的公布 日而 引用 的或者 因其他特殊理 由而 引 'Ύ" 特别相关 的文件 ，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 的文件 （如具体说 明的） 结合 并且这种 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为显而易见 时，

" Ο " 涉及 口头公开、使用 、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 的文件 要求保护 的发 明不具有创造性

" Ρ" 公布 日先于 国际 申请 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同族专利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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