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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

更换工具，包括固定装置和提升装置，所述固定

装置采用横担螺栓夹具，所述提升装置包括套管

螺纹丝杠、手柄和可拆卸新型挂钩；所述套管螺

纹丝杠由丝杠柄、丝杠螺母、丝杠螺管、螺纹杆和

U型接头组成；所述丝杠柄设置在所述套管螺纹

丝杠的上端，所述丝杠柄的下端连接所述丝杠螺

管，所述丝杠螺管的外部连接所述丝杠螺母，所

述丝杠螺管的内部连接所述螺纹杆，所述螺纹杆

的下端连接所述U型接头；所述手柄连接在所述

丝杠柄的右下端，所述横担螺栓夹具设置在所述

套管螺纹丝杠的左端并连接在所述丝杠螺母上，

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连接在所述U型接头的下

端；本实用新型性能稳定，省时省力，适用于多种

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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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包括固定装置和提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

装置采用横担螺栓夹具（3），所述提升装置包括套管螺纹丝杠（1）、手柄（2）和可拆卸新型挂

钩（4）；所述套管螺纹丝杠（1）由丝杠柄（11）、丝杠螺母（12）、丝杠螺管（13）、螺纹杆（14）和U

型接头（15）组成；所述丝杠柄（11）设置在所述套管螺纹丝杠（1）的上端，所述丝杠柄（11）的

下端连接所述丝杠螺管（13），所述丝杠螺管（13）的外部连接所述丝杠螺母（12），所述丝杠

螺管（13）的内部连接所述螺纹杆（14），所述螺纹杆（14）的下端连接所述U型接头（15）；所述

手柄（2）连接在所述丝杠柄（11）的右下端，所述横担螺栓夹具（3）设置在所述套管螺纹丝杠

（1）的左端并连接在所述丝杠螺母（12）上，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4）连接在所述U型接头

（15）的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其特征是：所述丝杠螺管（13）的

内外均有攻丝，内部通过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杆（14），外部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丝杠螺母（12），

所述横担螺栓夹具（3）固定在所述丝杠螺母（12）的外围；所述丝杠柄（11）的下端和右端均

设置有安装孔：下端安装孔内固定焊接所述丝杠螺管（13），右端安装孔水平固定所述手柄

（2）；所述螺纹杆（14）焊接在所述U型接头（15）的上端，下端通过铆钉连接所述可拆卸新型

挂钩（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其特征是：所述横担螺栓夹具

（3）由夹具支架（31）、横担夹台（32）和螺栓（33）组成；所述夹具支架（31）由钢板焊接而成，

分为左端的竖直高拉架和右端的水平横撑架，所述竖直高拉架的左壁中心线上设置有两个

所述螺栓（33），所述水平横撑架的右端与所述横担夹台（32）水平焊接在一起；所述横担夹

台（32）的中间设置有一个圆形通孔、两个椭圆形凹槽和四个螺钉孔，所述椭圆形凹槽设置

在所述圆形通孔的左右两端并与之相通，所述椭圆形凹槽与所述圆形通孔相连的拐角处各

设置有一个螺栓孔，所述横担螺栓夹具（3）通过所述圆形通孔与所述丝杠螺母（12）连接固

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其特征是：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

（4）由挂钩外环架（41）、内环保护垫（42）、中心轴（43）、连接片（44）和六角轴销（45）组成；所

述挂钩外环架（41）为两瓣式结构通过所述中心轴（43）连接成为整体，在所述挂钩外环架

（41）中：下端设置有相互交错的可旋转爪型结构，中间圆形腔内设置有所述内环保护垫

（42），上端三角形板上设置有螺纹孔；所述挂钩外环架（41）与所述连接片（44）通过所述六

角轴销（45）连接，所述连接片（44）的上端孔通过铆钉与所述U型接头（15）的下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其特征是：所述套管螺纹丝

杠（1）采用长度为420mm、螺距为2.5mm的单螺纹丝杠，所述提升装置的总高度为5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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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架空输电线路上的螺栓更换工具，具体涉及一种架空地线挂

点螺栓更换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架空输电线路由于长期在户外运行，条件恶劣。架空避雷线是保护架空输电线路

免遭雷电袭击的装置，通常多采用钢绞线组成，架空避雷线可以有效避免雷击跳闸，提高线

路运行的安全性，是输电线路重要的组成部分。架空避雷线的重力全部由挂点螺栓承受，在

风力作用下，架空地线常有舞动、振动等现象，加剧了挂点螺栓的磨损，因此，架空地线的挂

点螺栓常常需要更换。

[0003]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由于挂点螺栓承担着架空地线的全部重力，更换金具时，需要

使用工具提起架空地线，抵消金具受到的架空地线重力，才能进行更换金具。目前500kV线

路更换架空地线挂点螺栓一般采用1.5T的手扳葫芦为提升装置，将U型环作为手扳葫芦上

吊钩悬挂点，然后用下吊钩勾住架空地线，当架空地线提升一定高度后，手扳葫芦的提升力

抵消架空地线的重力作用，此时作业人员可以进行更换。由于架空地线连接金具的总长度

通常在400mm左右，手扳葫芦传动装置较大，导致地线安装位置作业面狭窄，工人不方便操

作，作业时间平均时间为64分钟，在带电作业时，由于手扳葫芦尾部铁链较长，尾链下垂使

得导线与铁链的安全距离不够，易造成单相接地短路。

[0004] 另外，1.5T手扳葫芦自身重量较大，人工携带上塔对工人的体力消耗较大；手扳葫

芦没有专用的铁塔固定端，通过绳套和U型环固定、安装和拆卸繁琐，在转动扳手提升架空

地线过程中，手板葫芦操作平面在竖直方向，与架空地线平行，而工人在地线横担顶端不便

操作。

[0005] 目前国内发明有提升地线的工具，但是目前发明的新工具仅仅是针对某些特定塔

型有效，不适应多种塔型，不能满足现有500kV线路的实际需要。500kV线路大多采用JLB4-

150型地线，JLB4-150地线最大使用张力31598N，平均运行张力12346N-13514N，查表可知

JLB4-150型地线单位长度的导线质量M=696.7kg/km，地线截面积S=148.07  mm2，所辖线路

最大档距为524米，则铁塔上挂点螺栓承受的架空地线重力F为：  F=11574  N。通过查阅资

料，工程学中一般要为额定支撑量保留20%-30%的保险系数，选取保险系数为25%，即11574N

×1.25=14467.8N，因此，若需提起架空地线，工具的提升力至少为15000N，即可以使用该工

具进行更换架空地线金具。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在提升架空地线过程中传统方法手扳葫

芦操作受限、尾链存在安全隐患、施工耗时等问题，提供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

通过缩小提升工具的体积，来改变受力模型、增加操作面、缩减作业时间。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包括固定装置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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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装置，所述固定装置采用横担螺栓夹具，所述提升装置包括套管螺纹丝杠、手柄和可拆卸

新型挂钩；所述套管螺纹丝杠由丝杠柄、丝杠螺母、丝杠螺管、螺纹杆和U型接头组成；所述

丝杠柄设置在所述套管螺纹丝杠的上端，所述丝杠柄的下端连接所述丝杠螺管，所述丝杠

螺管的外部连接所述丝杠螺母，所述丝杠螺管的内部连接所述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下端

连接所述U型接头；所述手柄连接在所述丝杠柄的右下端，所述横担螺栓夹具设置在所述套

管螺纹丝杠的左端并连接在所述丝杠螺母上，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连接在所述U型接头的

下端。

[0008] 所述丝杠螺管的内外均有攻丝，内部通过螺纹连接所述螺纹杆，外部通过螺纹连

接所述丝杠螺母，所述横担螺栓夹具固定在所述丝杠螺母的外围；所述丝杠柄的下端和右

端均设置有安装孔：下端安装孔内固定焊接所述丝杠螺管，右端安装孔水平固定所述手柄；

所述螺纹杆焊接在所述U型接头的上端，下端通过铆钉连接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

[0009] 所述横担螺栓夹具由夹具支架、横担夹台和螺栓组成；所述夹具支架由钢板焊接

而成，分为左端的竖直高拉架和右端的水平横撑架，所述竖直高拉架的左壁中心线上设置

有两个所述螺栓，所述水平横撑架的右端与所述横担夹台水平焊接在一起；所述横担夹台

的中间设置有一个圆形通孔、两个椭圆形凹槽和四个螺钉孔，所述椭圆形凹槽设置在所述

圆形通孔的左右两端并与之相通，所述椭圆形凹槽与所述圆形通孔相连的拐角处各设置有

一个螺栓孔，所述横担螺栓夹具通过所述圆形通孔与所述丝杠螺母连接固定。

[0010] 所述可拆卸新型挂钩由挂钩外环架、内环保护垫、中心轴、连接片和六角轴销组

成；所述挂钩外环架为两瓣式结构通过所述中心轴连接成为整体，在所述挂钩外环架中：下

端设置有相互交错的可旋转爪型结构，中间圆形腔内设置有所述内环保护垫，上端三角形

板上设置有螺纹孔；所述挂钩外环架与所述连接片通过所述六角轴销连接，所述连接片的

上端孔通过铆钉与所述U型接头的下端连接。

[0011] 所述套管螺纹丝杠采用长度为420mm、螺距为2.5mm的单螺纹丝杠，所述提升装置

的总高度为540mm。

[0012] 所述挂钩外环架的轴向长度为100mm，所述横担螺栓夹具的右端安装孔中心到右

边边缘的距离为25mm，所述竖直高拉架的长度为45mm、高度为80mm，所述水平横撑架和所述

横担夹台的总长度为155mm。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实用新型采用横担螺栓夹具固定装置，能够满足整个提升专用工具的固定与

支撑，固定装置固定牢固可靠、结构简单、节约成本、安装拆卸方便，且能够承受整个架空地

线的重力牵引。

[0015] 2）本实用新型采用螺距为2.5mm的单螺纹丝杠，挂钩方向可调、升降快速，且有效

加长地线提升距离，能适应更多塔形，在塔上高空作业应优先考虑工人实际情况，本实用新

型较为省力，工作作业更安全、方便快捷，减少作业时间。

[0016] 3）本实用新型采用可拆卸新型挂钩，挂钩不会随丝杠转动而转动，提升过程中受

力点面积大、压强小、不容易损伤地线，提升力大于15000N。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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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为上述图1中横担螺栓夹具的主视图；

[0019] 图3为图2的俯视图；

[0020] 图4为上述图1中可拆卸新型挂钩的主视图；

[0021] 图5为图4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23] 参见图1-4，图中，1-套管螺纹丝杠，11-丝杠柄，12-丝杠螺母，13-丝杠螺管，14-螺

纹杆，15-U型接头，2-手柄，3-横担螺栓夹具，31-夹具支架，32-横担夹台，33-螺栓，4-可拆

卸新型挂钩，41-挂钩外环架，42-内环保护垫，43-中心轴，44-连接片，45-六角轴销。

[0024] 实施例：一种架空地线挂点螺栓更换工具，包括固定装置和提升装置，固定装置采

用横担螺栓夹具3，提升装置包括套管螺纹丝杠1、手柄2和可拆卸新型挂钩4；套管螺纹丝杠

1采用长度为420mm、螺距为2.5mm的单螺纹丝杠，提升装置的总高度为540mm。

[0025] 套管螺纹丝杠1由丝杠柄11、丝杠螺母12、丝杠螺管13、螺纹杆14和U型接头15组

成；丝杠柄11安装在套管螺纹丝杠1的上端，丝杠柄11的下端连接丝杠螺管13，丝杠螺管13

的外部连接丝杠螺母12，丝杠螺管13的内部连接螺纹杆14，螺纹杆14的下端连接U型接头

15；手柄2连接在丝杠柄11的右下端，横担螺栓夹具3设置在套管螺纹丝杠1的左端并连接在

丝杠螺母12上，可拆卸新型挂钩4连接在U型接头15的下端。

[0026] 丝杠螺管13的内外均有攻丝，内部通过螺纹连接螺纹杆14，外部通过螺纹连接丝

杠螺母12，横担螺栓夹具3固定在丝杠螺母12的外围；丝杠柄11的下端和右端均设置有安装

孔：下端安装孔内固定焊接丝杠螺管13，右端安装孔水平固定手柄2；螺纹杆14焊接在U型接

头15的上端，下端通过铆钉连接可拆卸新型挂钩4。

[0027] 横担螺栓夹具3由夹具支架31、横担夹台32和螺栓33组成；夹具支架31由钢板焊接

而成，分为左端的竖直高拉架和右端的水平横撑架，竖直高拉架的左壁中心线上安装有两

个螺栓33，水平横撑架的右端与横担夹台32水平焊接在一起；横担夹台32的中间有一个圆

形通孔、两个椭圆形凹槽和四个螺钉孔，椭圆形凹槽设置在圆形通孔的左右两端并与之相

通，椭圆形凹槽与圆形通孔相连的拐角处各攻有一个螺栓孔，横担螺栓夹具3通过圆形通孔

与丝杠螺母12连接固定。

[0028] 横担螺栓夹具3的右端安装孔中心到右边边缘的距离为25mm，竖直高拉架的长度

为45mm、高度为80mm，水平横撑架和横担夹台32的总长度为155mm。

[0029] 可拆卸新型挂钩4由挂钩外环架41、内环保护垫42、中心轴43、连接片44和六角轴

销45组成；挂钩外环架41为两瓣式结构通过中心轴43连接成为整体，挂钩外环架41的轴向

长度为100mm，在挂钩外环架41中：下端设置有相互交错的可旋转爪型结构，中间圆形腔内

设置有内环保护垫42，上端三角形板上攻有螺纹孔；挂钩外环架41与连接片44通过六角轴

销45连接在一起，连接片44的上端孔通过铆钉与U型接头15的下端连接。

[0030] 工作原理：在提升架空地线时，首先选择好塔上的固定位置，先将横担螺栓夹具3

固定在套管螺纹丝杠1上，用扳手拧紧横担螺栓夹具3上的螺栓33将本实用新型工具固定在

塔上，然后把架空地线放置在可拆卸新型挂钩4中的内环保护垫42上，再把六角轴销45安装

在挂钩外环架41和连接片44的孔中固定，最后转动手柄2通过套管螺纹丝杠1将手柄2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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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换为丝杆的水平提升，架空地线即可提升起来。

[0031] 本实用新型以螺栓夹具为固定方式，以套管螺纹丝杠为基础，以可拆卸新型挂钩

为着力点的提升工具，根据丝杠传动原理，将手柄的水平转动通过套管螺纹丝杠转换为竖

直提升，本实用新型性能稳定、方便快捷、成本低廉，适用于多种塔型。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

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608639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08608639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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