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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

包括与铁塔横担结合安装的传动组件及合流组

件、与传动组件结合安装的导电组件，导电组件

受传动组件驱动转动和伸缩，当所述地线融冰自

动接线装置待机时，导电组件收缩且与铁塔横担

平行，当所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工作时，导

电组件旋转伸长，与合流组件对接，进行融冰。所

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的体积小、重量轻、适

用性强，且融冰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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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与铁塔横担结合安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地线融冰自动

接线装置包括传动组件、导电组件以及合流组件，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铁塔横担结合安装，

所述导电组件与所述传动组件结合安装，所述合流组件与所述铁塔横担结合安装；所述导

电组件一端与所述传动组件可转动的连接，且所述导电组件可伸缩，所述传动组件控制驱

动所述导电组件伸缩；所述合流组件包括跳线串和合流线夹，所述跳线串一端与所述铁塔

横担连接，另一端连接所述合流线夹；所述导电组件在所述传动组件的驱动下旋转伸缩，与

所述合流线夹对接；

所述导电组件包括套筒、伸缩杆、触头以及齿条，所述伸缩杆一端与所述套筒连接，另

一端与所述触头连接；所述齿条穿过所述套筒伸入所述伸缩杆中，所述齿条伸出所述套筒

时带动所述伸缩杆收缩，所述齿条伸入所述套筒时带动所述伸缩杆伸长；所述套筒与所述

传动组件可转动的连接，且所述套筒受所述传动组件的驱动转动；所述齿条与所述传动组

件连接，所述传动组件带动所述齿条伸出或伸入所述套筒中，进而带动所述伸缩杆伸缩；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连接板、第一电机、转动杆、第二电机、传动杆以及转轮组件，所述连

接板与所述铁塔横担结合安装，所述第一电机和所述第二电机垂直安装在所述连接板底

部，所述第一电机与所述第二电机平行；所述第一电机通过齿轮结构连接所述转动杆，所述

转动杆与所述套筒顶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通过蜗轮蜗杆结构连接所述传动杆，所述

传动杆与所述转轮组件啮合，所述齿条与所述转轮组件啮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机底端连接第

一旋转复合绝缘子，所述第一旋转复合绝缘子底端连接锥齿轮；所述转动杆与所述连接板

平行设置，所述转动杆一端与所述套筒顶端固定连接，另一端具有锥齿头，且所述锥齿头与

所述锥齿轮啮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机底端连接第

二旋转复合绝缘子，所述第二旋转复合绝缘子底端连接蜗杆；所述传动杆两端分别具有传

动齿轮和蜗轮，所述传动齿轮与所述转轮组件啮合，所述蜗轮与所述蜗杆啮合。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轮组件包括平行连

接的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所述传动齿轮与所述第一转轮啮合，所述齿条与所述第二转轮

啮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头为弯钩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头与所述合流线夹

的对接点位于所述合流线夹的底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条为柔性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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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架空输电线路融冰装置技术领域，更准确的说涉及一种地线融冰自动

接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架空输电线路，尤其是我国某些高寒山区的架空输电线路，一

到冬季往往覆冰严重。导线上的覆冰较少，而地线上的覆冰较多。导、地线上的不均匀覆冰

所产生的纵向不平衡张力，会导致铁塔往张力大的一侧发生倾斜或弯曲，当超过设计承受

能力时，就会发生导、地线的断裂、金具脱落等情况，严重时会导致铁塔倒塌。另外，由于架

空地线不像导线可通过负荷电流产生的热能抵御部分冰冻，其覆冰厚度一般远远超过输电

导线。为提高电网防御冰灾的能力，地线融冰装置的研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3] 现阶段存在两种地线融冰接线装置，一种为手持式，人工上塔手持融冰操作杆与

导线合流装置相接完成融冰通流；另一种为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其通过电机将导电杆

从横担上向下旋转与导线合流装置相接完成融冰通流。上述两种融冰接线装置，手持式融

冰接线装置需人工上塔，危险系数高，同时由于塔身结构等因素导致对接难度大；地线融冰

自动接线装置虽然能够实现自动接线，但是这种方式需对杆塔塔身进行改造，施工难度较

大，且原有铝合金短接刀闸体积较大、重量较重、缩短了部分绝缘子空气间隙距离，融冰效

果不够理想。综上，本领域需要对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进行改良。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包括与铁塔

横担结合安装的传动组件及合流组件、与传动组件结合安装的导电组件，导电组件受传动

组件驱动转动和伸缩，当所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待机时，导电组件收缩且与铁塔横担

平行，当所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工作时，导电组件旋转伸长，与合流组件对接，进行融

冰。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与铁塔横担结合安

装，所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包括传动组件、导电组件以及合流组件，所述传动组件与所

述铁塔横担结合安装，所述导电组件与所述传动组件结合安装，所述合流组件与所述铁塔

横担结合安装；所述导电组件一端与所述传动组件可转动的连接，且所述导电组件可伸缩，

所述传动组件控制驱动所述导电组件伸缩；所述合流组件包括跳线串和合流线夹，所述跳

线串一端与所述铁塔横担连接，另一端连接所述合流线夹；所述导电组件在所述传动组件

的驱动下旋转伸缩，与所述合流线夹对接。

[0006] 优选地，所述导电组件包括套筒、伸缩杆、触头以及齿条，所述伸缩杆一端与所述

套筒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触头连接；所述齿条穿过所述套筒伸入所述伸缩杆中，所述齿条伸

出所述套筒时带动所述伸缩杆收缩，所述齿条伸入所述套筒时带动所述伸缩杆伸长；所述

套筒与所述传动组件可转动的连接，且所述套筒受所述传动组件的驱动转动；所述齿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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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传动组件连接，所述传动组件带动所述齿条伸出或伸入所述套筒中，进而带动所述伸

缩杆伸缩。

[0007] 优选地，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连接板、第一电机、转动杆、第二电机、传动杆以及转轮

组件，所述连接板与所述铁塔横担结合安装，所述第一电机和所述第二电机垂直安装在所

述连接板底部，所述第一电机与所述第二电机平行；所述第一电机通过齿轮结构连接所述

转动杆，所述转动杆与所述套筒顶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通过蜗轮蜗杆结构连接所述

传动杆，所述传动杆与所述转轮组件啮合，所述齿条与所述转轮组件啮合。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一电机底端连接第一旋转复合绝缘子，所述第一旋转复合绝缘子

底端连接锥齿轮；所述转动杆与所述连接板平行设置，所述转动杆一端与所述套筒顶端固

定连接，另一端具有锥齿头，且所述锥齿头与所述锥齿轮啮合。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二电机底端连接第二旋转复合绝缘子，所述第二旋转复合绝缘子

底端连接蜗杆；所述传动杆两端分别具有传动齿轮和蜗轮，所述传动齿轮与所述转轮组件

啮合，所述蜗轮与所述蜗杆啮合。

[0010] 优选地，所述转轮组件包括平行连接的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所述传动齿轮与所

述第一转轮啮合，所述齿条与所述第二转轮啮合。

[0011] 优选地，所述触头为弯钩状。

[0012] 优选地，所述触头与所述合流线夹的对接点位于所述合流线夹的底端。

[0013] 优选地，所述齿条为柔性齿条。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的优点在于：体积小、

重量轻、适用性强，融冰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待机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工作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的传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的导电组件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与铁塔横担10结合安装，所

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包括传动组件20、导电组件30以及合流组件40。所述传动组件20

与所述铁塔横担10结合安装，所述导电组件30与所述传动组件20结合安装，所述合流组件

40与所述铁塔横担10结合安装。具体的，所述导电组件30一端与所述传动组件20可转动的

连接，且所述导电组件30可伸缩，所述传动组件20控制驱动所述导电组件30伸长或缩短。所

述合流组件40包括跳线串41和合流线夹42，所述跳线串41一端与所述铁塔横担10连接，另

一端连接所述合流线夹42。如图2所示，所述导电组件30可在所述传动组件20的驱动下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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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与所述合流线夹42对接，实现所述地线融冰自动接线装置融冰电流的接入，进行融

冰。完成融冰后，所述导电组件30还可在所述传动组件20的驱动下旋转收缩，至贴近所述铁

塔横担10后锁定，如图1中所示状态。

[0021] 参见图4，所述导电组件30包括套筒31、伸缩杆32、触头33以及齿条34，所述伸缩杆

32一端与所述套筒31连接，另一端与所述触头33连接，所述齿条34穿过所述套筒31伸入所

述伸缩杆32中，所述齿条34伸出所述套筒31时带动所述伸缩杆32收缩，所述齿条34伸入所

述套筒31时带动所述伸缩杆32伸长。所述套筒31与所述传动组件20可转动的连接，且所述

套筒31受所述传动组件20的驱动转动，进而带动所述伸缩杆32转动，接近或远离所述铁塔

横担10。所述齿条34与所述传动组件20连接，所述传动组件20带动所述齿条34伸出或伸入

所述套筒31中，进而带动所述伸缩杆32伸缩。所述触头33为弯钩状，且所述触头33与所述合

流线夹42的对接点位于所述合流线夹42的底端，能够实现所述触头33与所述合流线夹42的

精准对接，且能够实现对对接处的保护，避免雨雪侵袭。通过设置所述伸缩杆32，可以有效

适应不同位置的导线，且可方便收纳，适应性强。所述齿条34为柔性齿条，能够卷曲收起，极

大地减小了装置体积。进一步的，在所述齿条34之间设置导电金属层，可以增加过流能力，

提高融冰效率和融冰效果。

[0022] 如图3所示，所述传动组件20包括连接板21、第一电机22、转动杆23、第二电机24、

传动杆25以及转轮组件26，所述连接板21与所述铁塔横担10结合安装，所述第一电机22和

所述第二电机24均垂直安装在所述连接板21底部，所述第一电机22与所述第二电机24平行

设置。

[0023] 所述第一电机22底端连接第一旋转复合绝缘子221，所述第一旋转复合绝缘子221

底端连接锥齿轮222。所述转动杆23与所述连接板21平行设置，所述转动杆23一端与所述套

筒31顶端固定连接，另一端具有锥齿头231，且所述锥齿头231与所述锥齿轮222啮合。所述

第一电机22转动时，通过齿轮结构驱动所述转动杆23转动，进而驱动所述套筒31转动，实现

所述导电组件30的转动。所述转轮组件26可转动的设置在所述连接板21底部，所述套筒31

外部的所述齿条34与所述转轮组件26啮合。

[0024] 所述第二电机24底端连接第二旋转复合绝缘子241，所述第二旋转复合绝缘子241

底端连接蜗杆242。所述传动杆25两端分别具有传动齿轮251和蜗轮252，所述传动齿轮251

与所述转轮组件26啮合，所述蜗轮252与所述蜗杆242啮合。所述第二电机24转动时，通过蜗

轮蜗杆结构驱动所述传动杆25转动，进而驱动所述转轮组件26转动，所述转轮组件26带动

所述齿条34伸入或伸出所述套筒31，改变所述伸缩杆32的长度。

[0025] 所述转轮组件26包括平行连接的第一转轮261和第二转轮262，所述第一转轮261

与所述第二转轮262同步转动，所述传动齿轮251与所述第一转轮261啮合，所述齿条34与所

述第二转轮262啮合。当所述第一转轮261受所述传动齿轮251驱动转动时，所述第二转轮

262卷起或推出所述齿条34，驱动所述伸缩杆32收缩或伸长。

[0026]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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