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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

械臂，包括纵管和摆管，纵管上端通过水平的内

铰轴与摆管下端铰接配合，纵管外上下滑动套装

有下管，摆管外部固定套装有上管，上管下端摆

动内侧通过水平的上铰轴铰接有撑臂，撑臂下端

与下管上端对应侧通过水平的下铰轴铰接配合，

上管下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摆管轴向向下延

伸的上延板，下管上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纵管

轴向向上延伸的下延板，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

时撑臂也摆动到与纵管平行且上延板下端与下

延板上端对接配合，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贴紧

设置。优点效果是：结构合理，能够方便进行弯曲

或倾斜操作，弯曲角度大，弯曲顺畅，摆成直线状

态时能外周能扣合成一致的管状，操作方便、快

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6058498 B

2020.04.17

CN
 1
06
05
84
98
 B



1.一种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其特征是：包括纵管（1）和摆管（2），纵管（1）上端

通过水平的内铰轴（3）与摆管（2）下端铰接配合，纵管（1）外上下滑动套装有下管（4），摆管

（2）外部固定套装有上管（5），上管（5）下端摆动内侧通过水平的上铰轴（6）铰接有撑臂（7），

撑臂（7）下端与下管（4）上端对应侧通过水平的下铰轴（8）铰接配合，上管（5）下端的摆动外

侧固设有沿摆管（2）轴向向下延伸的上延板（9），下管（4）上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纵管（1）

轴向向上延伸的下延板（10），摆管（2）摆动到与纵管（1）同轴时撑臂（7）也摆动到与纵管（1）

平行且上延板（9）下端与下延板（10）上端对接配合，撑臂（7）、上延板（9）和下延板（10）贴紧

设置；下管（4）上设有内外贯通的外螺孔（01），外螺孔（01）内螺接有能将纵管（1）压紧的螺

柱（02），纵管上均布有与螺柱内端插装配合的盲孔（04），螺柱（02）外端固设有摇把（0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其特征是：所述撑臂（7）呈与纵管

（1）摆动内侧和摆管（2）摆动内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上延板（9）和下延板（10）分别呈与

摆管（2）和纵管（1）摆动外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摆管（2）摆动到与纵管（1）同轴时撑臂

（7）、上延板（9）和下延板（10）对应扣合成圆管。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058498 B

2



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接地棒的材料为压铸铝合金,结构为螺旋压紧式,无缺角裂纹,接地棒操作灵

活方便,绝缘杆表面光滑。

[0003] 高压接地棒的主要部件由导线弯钩线或母排平口线夹，跨接短路线接地尾线，接

线鼻，汇流管，接地端线夹或五防闭锁夹头，接地钢纤以及接地操作棒等组成，高压接地棒

为高低压电力输电线路和电气设备停电检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高压接地棒一般采

用机械强度，绝缘性能俱佳的进口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管按型式需求进行配制。

[0004] 由于现有高压接地棒不能满足前端角度变化的需要，因此现在大多使用一款带弯

头的高压接地棒，该机械臂弯头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手动扳动弯头使之角度发生改变，从而

达到预期目标功能，利用复位支撑件上挂的弹簧和拉件实现复位功能。外护套和复位支撑

件是机械臂组成的两个不同部分，各有各的功能，在外观上稍显笨拙，重量也因各部件的总

重量而有所增加，操作很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结构合理，能够方便进行弯曲

或倾斜操作，弯曲角度大，弯曲顺畅，摆成直线状态时能外周能扣合成一致的管状，操作方

便、快速的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的结构特点是：包括纵管和

摆管，纵管上端通过水平的内铰轴与摆管下端铰接配合，纵管外上下滑动套装有下管，摆管

外部固定套装有上管，上管下端摆动内侧通过水平的上铰轴铰接有撑臂，撑臂下端与下管

上端对应侧通过水平的下铰轴铰接配合，上管下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摆管轴向向下延伸

的上延板，下管上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纵管轴向向上延伸的下延板，摆管摆动到与纵管

同轴时撑臂也摆动到与纵管平行且上延板下端与下延板上端对接配合，撑臂、上延板和下

延板贴紧设置。

[0007] 本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是通过滑动式铰接结构来实现能够方便进行弯曲

或倾斜操作，弯曲角度大，弯曲顺畅，摆成直线状态时能外周能扣合成一致的管状，操作方

便、快速的。

[0008] 滑动式铰接结构主要包括分离设置的摆管和纵管，其中纵管在下，竖直设置，摆管

设置在总管上方。在本专利中，纵管上端和摆管下端通过内铰轴铰接在一起。由于内铰轴轴

心线水平设置，因此，摆管可以在竖直面内相对纵管来回摆动，从而实现摆管和纵管的相对

弯曲或倾斜，这样就能为电力高压接地棒的接地提供合适的弯曲或倾斜角度，有助于电力

接地工作的顺利、可靠进行。为方便叙述，将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设置的状态称为同轴状

态或竖直状态，将摆管从竖直状态绕内铰轴向边侧摆动后的状态称为弯曲状态或倾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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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倾斜状态下，摆管所处的纵管一侧称为摆动内侧，将纵管另一侧称为摆动外侧。在本

专利中，摆管外套装有上管，上管与摆管为固接在一起的一体结构。上管下端的摆动内侧通

过上铰轴铰接有撑臂，因此撑臂可以绕上铰轴相对上管摆动，也即相对摆管摆动。在本专利

中，上铰轴与内铰轴平行设置，因此撑臂摆动的平面和摆管摆动的平面为同一平面。在本专

利中，纵管外套装有下管，下管与纵管上下滑动配合。下管上端摆动内侧通过下铰轴与撑臂

铰接配合，因此撑臂也相对下管摆动设置。在本专利中，下铰轴与内铰轴也是平行设置的，

因此上管、撑臂和下管都是在一个平面内相对摆动配合。因为下管和纵管是上下滑动配合

关系，因此当需要将本专利弯曲时，也即驱动摆管从竖直状态向倾斜状态摆动时，逐步倾斜

的上管将推动撑臂上端外摆动内侧平移并驱动撑臂逐步下移，此时撑臂也同步驱动下管相

对纵管下滑。当达到设定倾斜角度时，停止弯曲上管或摆管即可，操作非常简单。这样，本专

利即可为高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快速提供符合现场要求的弯曲度以及结构保护，有助于提

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0009] 在本专利中，上管下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上延板，上延板的延伸方向与上管轴向

同向设置，因此上管的弯曲度或倾斜程度就是上延板的弯曲度或倾斜程度。下管上端的摆

动外侧固设有向上延伸的下延板，下延板的延伸方向与下管轴向同向设置，因此摆管相对

于下管的弯曲程度即是相对于下延板的弯曲程度。当摆管或上管从倾斜状态摆动到竖直状

态时，撑臂也摆动到与纵管平行的竖直状态且撑臂与纵管和摆管的摆动内侧贴紧设置。此

时，上延板下端与下延板上端对接配合，并且，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贴紧设置。因此，在竖

直状态时，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包罩在摆管下段、纵管上段及内铰轴外，扣合成一个与上

管和下管相一致的管状结构，对高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具有双层保护作用，不但可以使竖

直状态时本专利结构更紧凑，各部件具有相互辅助支撑的作用，而且在外观上也更整齐、美

观。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撑臂呈与纵管摆动内侧和摆管摆动内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上

延板和下延板分别呈与摆管和纵管摆动外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

时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对应扣合成圆管。

[0011] 将撑臂设置成与纵管摆动内侧和摆管摆动内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结构，可以在

竖直状态时，使撑臂与摆管摆动内侧和纵管摆动内侧配合更紧凑、贴合更紧密。同样的，将

上延板和下延板分别设置成与摆管和纵管摆动外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结构，也是在竖直

状态时，使撑臂与摆管摆动内侧和纵管摆动内侧配合更紧凑、贴合更紧密。在摆管及上管摆

动到竖直状态时，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对应扣合成圆管，使本专利结构配合更紧凑，对高

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保护更全面。

[0012] 作为改进，下管上设有内外贯通的外螺孔，外螺孔内螺接有能将纵管压紧的螺柱，

纵管上均布有与螺柱内端插装配合的盲孔，螺柱外端固设有摇把。

[0013] 因为螺柱与外螺孔是螺接关系，因此当转动螺柱时螺柱内端将逐渐靠近纵管外

壁。当螺柱内端与纵管外壁压紧时，下管和纵管将被压紧在一起，这样就起到了锁紧纵管和

下管的作用，也即起到锁紧本专利的作用。纵管上均布的盲孔与螺柱内端插装配合，这样可

以起到增强下管和纵管锁紧效果的作用。螺柱外端固设有摇把，这样通过摇把转动螺柱更

加省力。

[0014] 综上所述，采用这种结构的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结构合理，能够方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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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或倾斜操作，弯曲角度大，弯曲顺畅，摆成直线状态时能外周能扣合成一致的管状，操

作方便、快速。

附图说明

[0015]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6] 图1为本专利弯曲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本专利竖直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的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所示，该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包括纵管1和摆管2，纵管上端通过水平

的内铰轴3与摆管下端铰接配合，纵管外上下滑动套装有下管4，摆管外部固定套装有上管

5，上管下端摆动内侧通过水平的上铰轴6铰接有撑臂7，撑臂下端与下管上端对应侧通过水

平的下铰轴8铰接配合，上管下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摆管轴向向下延伸的上延板9，下管

上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沿纵管轴向向上延伸的下延板10，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时撑臂也

摆动到与纵管平行且上延板下端与下延板上端对接配合，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贴紧设置。

[0021] 本高压接地棒用可变形机械臂主要包括分离设置的摆管和纵管，其中纵管在下，

竖直设置，摆管设置在总管上方。在本专利中，纵管上端和摆管下端通过内铰轴铰接在一

起。由于内铰轴轴心线水平设置，因此，摆管可以在竖直面内相对纵管来回摆动，从而实现

摆管和纵管的相对弯曲或倾斜，这样就能为电力高压接地棒的接地提供合适的弯曲或倾斜

角度，有助于电力接地工作的顺利、可靠进行。为方便叙述，将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设置

的状态称为同轴状态或竖直状态，将摆管从竖直状态绕内铰轴向边侧摆动后的状态称为弯

曲状态或倾斜状态。在倾斜状态下，摆管所处的纵管一侧称为摆动内侧，将纵管另一侧称为

摆动外侧。在本专利中，摆管外套装有上管，上管与摆管为固接在一起的一体结构。上管下

端的摆动内侧通过上铰轴铰接有撑臂，因此撑臂可以绕上铰轴相对上管摆动，也即相对摆

管摆动。在本专利中，上铰轴与内铰轴平行设置，因此撑臂摆动的平面和摆管摆动的平面为

同一平面。在本专利中，纵管外套装有下管，下管与纵管上下滑动配合。下管上端摆动内侧

通过下铰轴与撑臂铰接配合，因此撑臂也相对下管摆动设置。在本专利中，下铰轴与内铰轴

也是平行设置的，因此上管、撑臂和下管都是在一个平面内相对摆动配合。因为下管和纵管

是上下滑动配合关系，因此当需要将本专利弯曲时，也即驱动摆管从竖直状态向倾斜状态

摆动时，逐步倾斜的上管将推动撑臂上端外摆动内侧平移并驱动撑臂逐步下移，此时撑臂

也同步驱动下管相对纵管下滑。当达到设定倾斜角度时，停止弯曲上管或摆管即可，操作非

常简单。这样，本专利即可为高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快速提供符合现场要求的弯曲度以及

结构保护，有助于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0022] 在本专利中，上管下端的摆动外侧固设有上延板，上延板的延伸方向与上管轴向

同向设置，因此上管的弯曲度或倾斜程度就是上延板的弯曲度或倾斜程度。下管上端的摆

动外侧固设有向上延伸的下延板，下延板的延伸方向与下管轴向同向设置，因此摆管相对

于下管的弯曲程度即是相对于下延板的弯曲程度。当摆管或上管从倾斜状态摆动到竖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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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时，撑臂也摆动到与纵管平行的竖直状态且撑臂与纵管和摆管的摆动内侧贴紧设置。此

时，上延板下端与下延板上端对接配合，并且，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贴紧设置。因此，在竖

直状态时，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包罩在摆管下段、纵管上段及内铰轴外，扣合成一个与上

管和下管相一致的管状结构，对高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具有双层保护作用，不但可以使竖

直状态时本专利结构更紧凑，各部件具有相互辅助支撑的作用，而且在外观上也更整齐、美

观。

[0023] 本专利所述撑臂7呈与纵管摆动内侧和摆管摆动内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上延

板和下延板分别呈与摆管和纵管摆动外侧半包围配合的弧板状，摆管摆动到与纵管同轴时

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对应扣合成圆管。将撑臂设置成与纵管摆动内侧和摆管摆动内侧半

包围配合的弧板状结构，可以在竖直状态时，使撑臂与摆管摆动内侧和纵管摆动内侧配合

更紧凑、贴合更紧密。同样的，将上延板和下延板分别设置成与摆管和纵管摆动外侧半包围

配合的弧板状结构，也是在竖直状态时，使撑臂与摆管摆动内侧和纵管摆动内侧配合更紧

凑、贴合更紧密。在摆管及上管摆动到竖直状态时，撑臂、上延板和下延板对应扣合成圆管，

使本专利结构配合更紧凑，对高压接地棒的电路结构保护更全面。

[0024] 下管上设有内外贯通的外螺孔01，外螺孔内螺接有能将纵管压紧的螺柱02，纵管

上均布有与螺柱内端插装配合的盲孔04，螺柱外端固设有摇把03。因为螺柱与外螺孔是螺

接关系，因此当转动螺柱时螺柱内端将逐渐靠近纵管外壁。当螺柱内端与纵管外壁压紧时，

下管和纵管将被压紧在一起，这样就起到了锁紧纵管和下管的作用，也即起到锁紧本专利

的作用。纵管上均布的盲孔与螺柱内端插装配合，这样可以起到增强下管和纵管锁紧效果

的作用。螺柱外端固设有摇把，这样通过摇把转动螺柱更加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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