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27769.5

(22)申请日 2020.02.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26705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6.12

(73)专利权人 浙江宏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3300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孝源街

道孝源村南花冲

(72)发明人 王国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橙知果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61

代理人 贺龙萍

(51)Int.Cl.

B25H 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640705 A,2020.01.03

CN 110640705 A,2020.01.03

CN 206216861 U,2017.06.06

CN 207809925 U,2018.09.04

CN 109397224 A,2019.03.01

CN 209063054 U,2019.07.05

CN 208179492 U,2018.12.04

CN 110587561 A,2019.12.20

CN 206795768 U,2017.12.26

US 2012217276 A1,2012.08.30

审查员 郭文辉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力检修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检修箱，包括箱体

板、设于所述箱体板两侧的侧板及设于所述箱体

板上的盖板，所述箱体板和所述盖板均为L型结

构，所述箱体板上设有电箱，所述盖板顶部设有

第一把手，所述侧板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箱体板

上，所述侧板上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多个

第一隔板，所述第一隔板将所述空腔分隔成多个

储料腔；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述箱体板和侧板相

配合的固定件；通过在每个指定的位置放置相对

应工具的方式，使工具在使用时更易拿取，避免

工具乱堆放造成的安全隐患，同时防止工具与地

面接触，延长工具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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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检修箱，包括箱体板(1)、设于所述箱体板(1)两侧的侧板(2)及设于所述箱

体板(1)上的盖板(3)，所述箱体板(1)和所述盖板(3)均为L型结构，所述箱体板(1)上设有

电箱(4)，所述盖板(3)顶部设有第一把手(31)，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2)可转动连接于所

述箱体板(1)上，所述侧板(2)上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多个第一隔板，所述第一隔板将

所述空腔分隔成多个储料腔；所述盖板(3)上设有与所述箱体板(1)和侧板(2)相配合的固

定件；所述电箱(4)侧壁上设有第一凸块，所述第一凸块上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

腔内穿设有第一连接杆(41)，所述第一连接杆(41)底部设有底板(42)，所述第一连接杆

(41)上设有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一开口，所述开口内设有第一限位

块(411)，所述第一活动腔内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位块(411)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槽；

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第二隔板，所述第一限位块(411)上设有第一限位弹簧(412)，所述

第一限位弹簧(412)另一端设于所述第二隔板(413)上，所述第二隔板(413)上设有第一通

腔，所述第一通腔内穿设有第二连接杆(414)，所述第一通腔侧壁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第

二连接杆(414)与所述第一限位块(411)通过一第一连接绳相连；所述底板(42)上设有第三

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422)，所述第二连接杆(414)固连于所述活动板

(422)上，所述活动板(422)底部设有第一支撑弹簧(421)；所述第三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三开

口，所述活动板(422)上设有与所述第三开口相配合的第一推块；所述箱体板(1)上设有与

所述第一凸块相配合的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凸块侧壁上设有凸条，所述第一活动槽内壁

上设有与所述凸条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电箱(4)顶部设有第二把手；所述电箱(4)底部

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二活动槽内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43)，所述支撑板(43)上设有第

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第一连接板(431)，所述第二活动槽一端设有与所述第一

连接板(431)相配合的第一凹槽，所述第一连接杆(414)侧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连接板

(431)相配合的第二凹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检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

一通孔，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第一通孔内穿设有第三连接杆

(432)，所述第三连接杆(432)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一连接板(431)上，所述第三连接杆

(432)一端设有第一推板(433)，所述第三连接杆(432)侧壁上设有第二凸块(434)，所述第

三活动槽内设有第三凸块，所述第二凸块(434)上设有多个第一插槽，所述第三凸块上设有

多个与所述第一插槽相配合的第二插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检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腔包括第一储料腔、

第二储料腔、第三储料腔及第四储料腔，所述第一储料腔内壁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一

储料腔另一侧设有第二通腔，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设有第一转辊(22)，所述第二通腔内设有

第二转辊(23)，所述第一转辊(22)上绕设有固定带(21)，所述固定带(21)穿设于所述第二

通腔内，所述侧板(2)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活动块(24)，所述固定带

(21)一端固连于所述活动块(24)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力检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

二限位槽，所述活动块(24)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第五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三开口，所述

第三开口内穿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槽相配合的第二限位块(241)，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

第三隔板(243)，所述第二限位块(241)上设有第二限位弹簧(242)，所述第三隔板(243)上

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推块(244)，所述第二推块(244)通过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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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绳与所述第二限位块(241)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力检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储料腔内壁上设有第

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支撑弹簧(251)，所述第二支撑弹簧(251)顶部设有

与所述固定带(21)相配合的推杆(25)；所述第二储料腔侧壁上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第二通

孔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第二通孔内穿设有第四连接杆(26)，所述第四连接杆(26)

一端设有第一限位板(261)，另一端设有第二推板(262)，所述第四连接杆(26)上设有与所

述第六活动腔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26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检修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3)上设有第七活动

槽，所述第七活动槽顶部设有第二连接板(34)，所述第二连接板(34)设有第八活动槽，所述

固定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七活动槽内的第三连接板，所述侧板(2)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板

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第三连接板上设有与所述第八活动槽相配合的第三推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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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检修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电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电力检修箱。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力线路施工过程中需要用到多种工具，主要有手拉葫芦、撬棒、电缆绞盘机固

定柱、铲子和榔头。目前在不使用这些工具时，都是直接将所有工具堆放在地面或者墙角

上，一方面不仅堆放杂乱不整齐，且导致在使用时还要花时间进行整理挑选，大小号需要比

对，非常麻烦，费时费力；另一方面，由于种类多，数量多，堆放杂乱，取用时容易不小心砸到

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再者，手拉葫芦直接放置在地面上容易出现生锈现象，大大降低

其使用时的润滑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使用方便的电力检修箱。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电力检修箱，包括箱体板、设

于所述箱体板两侧的侧板及设于所述箱体板上的盖板，所述箱体板和所述盖板均为L型结

构，所述箱体板上设有电箱，所述盖板顶部设有第一把手，所述侧板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箱体

板上，所述侧板上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多个第一隔板，所述第一隔板将所述空腔分隔

成多个储料腔；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述箱体板和侧板相配合的固定件；在盖板、侧板及箱体

板的相互配合下，将电箱包裹在中间位置，对电箱起保护作用，避免电箱在搬运时与外界产

生碰撞造成电箱的损坏；铲子、榔头等工具被至于储料腔内，通过储料腔放置所需工具，为

每个工具提供放置位置，以便将所有的工具做统一搬运，提升电力检修箱使用的方便性；通

过在每个指定的位置放置相对应工具的方式，使工具在使用时更易拿取，避免工具乱堆放

造成的安全隐患，同时防止工具与地面接触，延长工具使用寿命；在固定件设置下，将盖板

有效的固定在箱体板上，以便使箱体板和侧板形成整体，使检修箱更易搬运；在使用检修箱

内的工具时，将盖板从箱体板上拆下，绕连接点转动侧板，将侧板翻转至与箱体板呈一直线

状态，避免电箱对储料腔内的工具拿取造成阻碍，使电工人员可方便的拿取储料腔内的工

具使用，进一步的增加检修箱使用的方便性。

[0005] 所述电箱侧壁上设有第一凸块，所述第一凸块上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

腔内穿设有第一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上底部设有底板，所述第一连接杆上设有第二活

动腔，所述第二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一开口，所述开口内设有第一限位块，所述第一活动腔

内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位块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槽；在单独使用电箱时，可将电箱从

箱体板上取下，根据实际接线处所需的高度拉动电箱，第一连接杆在第一活动腔内移动，通

过第一连接杆在第一活动腔内的移动确定电箱高度，使电箱与电线处于同一高度上，施工

人员可平视电箱进行操作，降低施工人员的操作难度，增加施工舒适性；通过对电箱高度的

调整，使电源开关与电箱处于同一高度上，避免施工人员误碰情况，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隐患；在第一限位块与第一限位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一连接杆起固定作用，以便将电箱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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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所需高度上，增加电箱使用的方便性。

[0006] 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第二隔板，所述第一限位块上设有第一限位弹簧，所述第

一限位弹簧另一端设于所述第二隔板上，所述第二隔板上设有第一通腔，所述第一通腔内

穿设有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一通腔侧壁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第二连接杆与所述第一限位

块通过一第一连接绳相连；当需要对电箱高度做调整时，第二连接杆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杆

拉动第一连接绳往下一同运动，第一连接绳拉动第一限位块往第二活动腔内运动，第一限

位块从第一限位槽内脱出，使第一连接杆可在第一活动腔内任意移动，使电箱的高度可方

便的进行调节；当电箱高度调节完成，第二连接杆复位，第一限位弹簧推动第一限位块往第

一开口外侧移动，第一限位块嵌入到第一限位槽内，对第一连接杆做固定，将电箱固定在指

定位置上，增加电箱使用的方便性。

[0007] 所述底板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所述第二连接杆固

连于所述活动板上，所述活动板底部设有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三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三开

口，所述活动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三开口相配合的第一推块；所述箱体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一

凸块相配合的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凸块侧壁上设有凸条，所述第一活动槽内壁上设有与

所述凸条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电箱顶部设有第二把手；在对电箱高度做调整时，抓住电

箱顶部的第二把手，往下踩踏第一推块，第一推开推动活动板往下运动，活动板带动第二连

接杆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杆拉动第一连接绳移动，第一连接绳拉动第一限位块进入到第二

活动腔内，使电箱的调整更为方便；电箱装于箱体板上时，第一凸块嵌于第一活动槽内，在

凸条与第一滑槽的相互配合下，提升电箱与箱体板的连接效果，避免电箱与箱体板产生碰

撞，对电箱起保护作用。

[0008] 所述电箱底部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二活动槽内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

撑板上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二活动槽一端设有与

所述第一连接板相配合的第一凹槽，所述第一连接杆侧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连接板相

配合的第二凹槽；电箱高度调整完成后，第一连接板从第一凹槽内脱出，将支撑板从第二活

动槽内翻出，支撑板翻转至倾斜状态，第一连接板从第四活动腔内推出，第一连接板从第四

活动腔内伸出，第一连接板嵌入到第二凹槽内，第一连接板、支撑板、第一连接杆及电箱底

部相互配合形成三角形结构，为电箱提供良好的支撑效果，保证电箱工作的稳定性；支撑板

处于第二活动槽内时，第一连接板进入到第一凹槽内，在第一连接板与第一凹槽的相互配

合下，对支撑板起固定作用，将支撑板固定在第二活动槽内，避免支撑板从第二活动槽内翻

出，保证支撑板使用的可靠性。

[0009] 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

所述第一通孔内穿设有第三连接杆，所述第三连接杆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一连接板上，所

述第三连接杆一端设有第一推板，所述第三连接杆侧壁上设有第二凸块，所述第三活动槽

内设有第三凸块，所述第二凸块上设有多个第一插槽，所述第三凸块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

一插槽相配合的第二插槽；电箱调整至指定高度上后，拉动第三连接杆，将第一连接板从第

一凹槽内拉出，推动第三连接杆，带动支撑板在第二活动槽内转动，支撑板转动至指定位置

后，往第四活动腔内推动第三连接杆，第三连接杆推动第一连接板从第四活动腔内伸出，第

一连接板一端嵌入到第二凹槽内，支撑板和第一连接板为电箱提供三角支撑效果，保证电

箱使用可靠性；第一连接板一端嵌入到第二凹槽内后，转动第三连接杆，第二插槽嵌入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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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槽内，在插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三连接杆起固定作用，为第一连接板提供良好的支撑

效果，进一步的保证电箱使用的可靠性。

[0010] 所述储料腔包括第一储料腔、第二储料腔、第三储料腔及第四储料腔，所述第一储

料腔内壁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一储料腔另一侧设有第二通腔，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设

有第一转辊，所述第二通腔内设有第二转辊，所述第一转辊上绕设有固定带，所述固定带穿

设于所述第二通腔内，所述侧板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活动块，所述固

定带一端固连于所述活动块上；在将工具放入到储料腔内时，工具穿过固定带，推动活动块

移动，活动块带动固定带一端移动，固定带收紧后与工具表面相接触，在固定带作用下对工

具起固定作用，将工具固定在储料腔内壁上，避免工具与储料腔内壁产生碰撞；在第二转辊

的设置下，使固定带与第二通腔的接触点呈圆滑状态，减少固定带尖端受力，对固定带起保

护作用。

[0011] 所述第五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二限位槽，所述活动块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第

五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三开口，所述第三开口内穿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槽相配合的第二限

位块，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第三隔板，所述第二限位块上设有第二限位弹簧，所述第三隔

板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推块，所述第二推块通过一第二连接绳

与所述第二限位块相连；工具穿入到固定带上后，往第五活动槽一端推动活动块，活动块带

动固定带一端移动，固定带处于紧绷状态，固定带与工具表面相接触，对固定带内的工具起

固定作用，避免检修箱搬运时工具与储料腔内壁产生碰撞；在第二限位块与第二限位槽的

相互配合下，对活动块起固定作用，以便将活动块固定在任意位置上，使固定带可适应多种

不同尺寸类型的工具，增加检修箱的适用范围；在需要将工具从储料腔内取出时，推动第二

推块移动，第二推块拉动第二连接绳移动，第二连接绳拉动第二限位块进入到第五活动腔

内，往回移动活动块，固定带处于松弛状态，以便直接将固定带内的工具取出，使工具的拿

取更加方便。

[0012] 所述第一储料腔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支撑弹簧，

所述第二支撑弹簧顶部设有与所述固定带相配合的推杆；所述第二储料腔侧壁上设有第二

通孔，所述第二通孔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第二通孔内穿设有第四连接杆，所述第四

连接杆一端设有第一限位板，另一端设有第二推板，所述第四连接杆上设有与所述第六活

动腔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当工具未放入到储料腔内时，活动块处于第五活动槽靠近第二

通腔一端，第二支撑弹簧推动推杆伸出，推杆推动固定带中部往外伸出，固定带在推杆作用

下处于张开状态，使工具放置时更易插入到固定带内，降低工具放置难度；在放置手拉葫芦

等带有挂钩的工具时，推动第二推板，第四连接杆凸出第二储料腔内壁，将手拉葫芦的挂钩

挂在第四连接杆，手拉葫芦链条放入到第二储料腔内，第一限位板对挂钩起限位作用，避免

挂钩从第四连接杆上掉落，使手拉葫芦顶部始终悬挂于第四连接杆上，避免检修箱移动时

与手拉葫芦产生碰撞，对手拉葫芦起保护作用；通过狂手拉葫芦悬挂于第四连接杆上，可方

便的将手拉葫芦从储料腔内取出，降低工具取放难度；在将手拉葫芦放入到储料腔内前，第

一限位板贴在第二储料腔内壁上，避免第四连接杆对链条放置造成阻碍，链条全部放入到

第二储料腔内后，推动第二推板，使第四连接杆一端进入到第二储料腔内，以便将手拉葫芦

悬挂于第四连接杆上；在第二限位板与第六活动腔的相互配合下，对第四连接杆起限位作

用，避免第四连接杆从第二储料腔内脱，保证检修箱使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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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盖板上设有第七活动槽，所述第七活动槽顶部设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连

接板设有第八活动槽，所述固定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七活动槽内的第三连接板，所述侧板上

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板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第三连接板上设有与所述第八活动槽相

配合的第三推块；在将盖板盖在箱体板上时，沿第八活动槽推动第三推块，第三连接板嵌入

到第一连接槽内，在第三连接板与第一连接槽的相互配合下，将盖板固定在箱体板上，以便

在第一把手下带动整个检修箱移动，降低检修箱搬运难度。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铲子、榔头等工具被至于储料腔内，通过储料腔放置所需工

具，为每个工具提供放置位置，以便将所有的工具做统一搬运，提升电力检修箱使用的方便

性；通过在每个指定的位置放置相对应工具的方式，使工具在使用时更易拿取，避免工具乱

堆放造成的安全隐患，同时防止工具与地面接触，延长工具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正视图。

[0017] 图3为图2中沿C-C处的剖视图。

[0018] 图4为图3中的A处放大图。

[0019] 图5为图2中沿D-D处的剖视图。

[0020] 图6为图5中的B处放大图。

[0021] 图7为图5中的C处放大图。

[0022] 图8为图2中沿E-E处的剖视图。

[0023] 图9为图8中的D处放大图。

[0024] 图10为图9中的E处放大图。

[0025] 图11为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6] 图12为图11中沿F-F处的剖视图。

[0027] 图13为图12中的F处放大图。

[0028] 图14为图11中沿H-H处的剖视图。

[0029] 图15为图14中的G处放大图。

[0030] 图16为图14中的H处放大图。

[0031] 图17为图11中沿L-L处的剖视图。

[0032] 图18为图17中的I处放大图。

[0033] 图19为图11中沿G-G处的剖视图。

[0034] 图20为图19中的J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如图1-20所示，一种电力检修箱，包括箱体板1、设于所述箱体板1两侧的侧板2及

设于所述箱体板1上的盖板3，所述箱体板1和所述盖板3均为L型结构，所述箱体板1上设有

电箱4，所述电箱为现有技术中的检修电箱，所述盖板3顶部设有第一把手31，所述侧板2可

转动连接于所述箱体板1上，所述侧板2上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多个第一隔板，所述第

一隔板将所述空腔分隔成多个储料腔；所述盖板3上设有与所述箱体板1和侧板2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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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件；在盖板、侧板及箱体板的相互配合下，将电箱包裹在中间位置，对电箱起保护作用，

避免电箱在搬运时与外界产生碰撞造成电箱的损坏；铲子、榔头等工具被至于储料腔内，通

过储料腔放置所需工具，为每个工具提供放置位置，以便将所有的工具做统一搬运，提升电

力检修箱使用的方便性；通过在每个指定的位置放置相对应工具的方式，使工具在使用时

更易拿取，避免工具乱堆放造成的安全隐患，同时防止工具与地面接触，延长工具使用寿

命；在固定件设置下，将盖板有效的固定在箱体板上，以便使箱体板和侧板形成整体，使检

修箱更易搬运；在使用检修箱内的工具时，将盖板从箱体板上拆下，绕连接点转动侧板，将

侧板翻转至与箱体板呈一直线状态，避免电箱对储料腔内的工具拿取造成阻碍，使电工人

员可方便的拿取储料腔内的工具使用，进一步的增加检修箱使用的方便性。

[0036] 所述电箱4侧壁上设有第一凸块，所述第一凸块上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

腔内穿设有第一连接杆41，所述第一连接杆41底部设有底板42，所述第一连接杆41上设有

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一开口，所述开口内设有第一限位块411，所述

第一活动腔内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限位块411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槽；在单独使用电箱

时，可将电箱从箱体板上取下，根据实际接线处所需的高度拉动电箱，第一连接杆在第一活

动腔内移动，通过第一连接杆在第一活动腔内的移动确定电箱高度，使电箱与电线处于同

一高度上，施工人员可平视电箱进行操作，降低施工人员的操作难度，增加施工舒适性；通

过对电箱高度的调整，使电源开关与电箱处于同一高度上，避免施工人员误碰情况，降低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在第一限位块与第一限位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一连接杆起固定作

用，以便将电箱固定在所需高度上，增加电箱使用的方便性。

[0037] 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第二隔板，所述第一限位块411上设有第一限位弹簧412，

所述第一限位弹簧412另一端设于所述第二隔板413上，所述第二隔板413上设有第一通腔，

所述第一通腔内穿设有第二连接杆414，所述第一通腔侧壁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第二连接

杆414与所述第一限位块411通过一第一连接绳相连；当需要对电箱高度做调整时，第二连

接杆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杆拉动第一连接绳往下一同运动，第一连接绳拉动第一限位块往

第二活动腔内运动，第一限位块从第一限位槽内脱出，使第一连接杆可在第一活动腔内任

意移动，使电箱的高度可方便的进行调节；当电箱高度调节完成，第二连接杆复位，第一限

位弹簧推动第一限位块往第一开口外侧移动，第一限位块嵌入到第一限位槽内，对第一连

接杆做固定，将电箱固定在指定位置上，增加电箱使用的方便性。

[0038] 所述底板42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422，所述第二连接

杆414固连于所述活动板422上，所述活动板422底部设有第一支撑弹簧421；所述第三活动

腔顶部设有第三开口，所述活动板422上设有与所述第三开口相配合的第一推块；所述箱体

板1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凸块相配合的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凸块侧壁上设有凸条，所述第一

活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凸条相配合的第一滑槽，所述电箱4顶部设有第二把手；在对电箱

高度做调整时，抓住电箱顶部的第二把手，往下踩踏第一推块，第一推开推动活动板往下运

动，活动板带动第二连接杆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杆拉动第一连接绳移动，第一连接绳拉动第

一限位块进入到第二活动腔内，使电箱的调整更为方便；电箱装于箱体板上时，第一凸块嵌

于第一活动槽内，在凸条与第一滑槽的相互配合下，提升电箱与箱体板的连接效果，避免电

箱与箱体板产生碰撞，对电箱起保护作用。

[0039] 所述电箱4底部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二活动槽内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4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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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板43上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第一连接板431，所述第二活动槽一端

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板431相配合的第一凹槽，所述第一连接杆414侧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

第一连接板431相配合的第二凹槽；电箱高度调整完成后，第一连接板从第一凹槽内脱出，

将支撑板从第二活动槽内翻出，支撑板翻转至倾斜状态，第一连接板从第四活动腔内推出，

第一连接板从第四活动腔内伸出，第一连接板嵌入到第二凹槽内，第一连接板、支撑板、第

一连接杆及电箱底部相互配合形成三角形结构，为电箱提供良好的支撑效果，保证电箱工

作的稳定性；支撑板处于第二活动槽内时，第一连接板进入到第一凹槽内，在第一连接板与

第一凹槽的相互配合下，对支撑板起固定作用，将支撑板固定在第二活动槽内，避免支撑板

从第二活动槽内翻出，保证支撑板使用的可靠性。

[0040] 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二活动槽侧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

所述第一通孔内穿设有第三连接杆432，所述第三连接杆432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一连接板

431上，所述第三连接杆432一端设有第一推板433，所述第三连接杆432侧壁上设有第二凸

块434，所述第三活动槽内设有第三凸块，所述第二凸块434上设有多个第一插槽，所述第三

凸块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插槽相配合的第二插槽；电箱调整至指定高度上后，拉动第三

连接杆，将第一连接板从第一凹槽内拉出，推动第三连接杆，带动支撑板在第二活动槽内转

动，支撑板转动至指定位置后，往第四活动腔内推动第三连接杆，第三连接杆推动第一连接

板从第四活动腔内伸出，第一连接板一端嵌入到第二凹槽内，支撑板和第一连接板为电箱

提供三角支撑效果，保证电箱使用可靠性；第一连接板一端嵌入到第二凹槽内后，转动第三

连接杆，第二插槽嵌入到第三插槽内，在插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三连接杆起固定作用，为

第一连接板提供良好的支撑效果，进一步的保证电箱使用的可靠性。

[0041] 所述储料腔包括第一储料腔、第二储料腔、第三储料腔及第四储料腔，所述第一储

料腔内壁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一储料腔另一侧设有第二通腔，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设

有第一转辊22，所述第二通腔内设有第二转辊23，所述第一转辊22上绕设有固定带21，所述

固定带21穿设于所述第二通腔内，所述侧板2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活

动块24，所述固定带21一端固连于所述活动块24上；在将工具放入到储料腔内时，工具穿过

固定带，推动活动块移动，活动块带动固定带一端移动，固定带收紧后与工具表面相接触，

在固定带作用下对工具起固定作用，将工具固定在储料腔内壁上，避免工具与储料腔内壁

产生碰撞；在第二转辊的设置下，使固定带与第二通腔的接触点呈圆滑状态，减少固定带尖

端受力，对固定带起保护作用。

[0042] 所述第五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二限位槽，所述活动块24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

第五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三开口，所述第三开口内穿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槽相配合的第二

限位块241，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第三隔板243，所述第二限位块241上设有第二限位弹簧

242，所述第三隔板243上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推块244，所述第二

推块244通过一第二连接绳与所述第二限位块241相连；所述第二限位块一端设有斜面，在

斜面设置下，使活动块可朝一个方向正常移动，使固定带对工具的固定更易操作；工具穿入

到固定带上后，往第五活动槽一端推动活动块，活动块带动固定带一端移动，固定带处于紧

绷状态，固定带与工具表面相接触，对固定带内的工具起固定作用，避免检修箱搬运时工具

与储料腔内壁产生碰撞；在第二限位块与第二限位槽的相互配合下，对活动块起固定作用，

以便将活动块固定在任意位置上，使固定带可适应多种不同尺寸类型的工具，增加检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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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范围；在需要将工具从储料腔内取出时，推动第二推块移动，第二推块拉动第二连接

绳移动，第二连接绳拉动第二限位块进入到第五活动腔内，往回移动活动块，固定带处于松

弛状态，以便直接将固定带内的工具取出，使工具的拿取更加方便。

[0043] 所述第一储料腔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支撑弹簧

251，所述第二支撑弹簧251顶部设有与所述固定带21相配合的推杆25；所述第二储料腔侧

壁上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第二通孔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第二通孔内穿设有第四连

接杆26，所述第四连接杆26一端设有第一限位板261，另一端设有第二推板262，所述第四连

接杆26上设有与所述第六活动腔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263；当工具未放入到储料腔内时，活

动块处于第五活动槽靠近第二通腔一端，第二支撑弹簧推动推杆伸出，推杆推动固定带中

部往外伸出，固定带在推杆作用下处于张开状态，使工具放置时更易插入到固定带内，降低

工具放置难度；在放置手拉葫芦等带有挂钩的工具时，推动第二推板，第四连接杆凸出第二

储料腔内壁，将手拉葫芦的挂钩挂在第四连接杆，手拉葫芦链条放入到第二储料腔内，第一

限位板对挂钩起限位作用，避免挂钩从第四连接杆上掉落，使手拉葫芦顶部始终悬挂于第

四连接杆上，避免检修箱移动时与手拉葫芦产生碰撞，对手拉葫芦起保护作用；通过狂手拉

葫芦悬挂于第四连接杆上，可方便的将手拉葫芦从储料腔内取出，降低工具取放难度；在将

手拉葫芦放入到储料腔内前，第一限位板贴在第二储料腔内壁上，避免第四连接杆对链条

放置造成阻碍，链条全部放入到第二储料腔内后，推动第二推板，使第四连接杆一端进入到

第二储料腔内，以便将手拉葫芦悬挂于第四连接杆上；在第二限位板与第六活动腔的相互

配合下，对第四连接杆起限位作用，避免第四连接杆从第二储料腔内脱，保证检修箱使用的

可靠性。

[0044] 第一储料腔侧壁上设有第九活动槽，第一储料腔底部设有第三推板27，第三推板

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九活动槽相配合的第四推板，第三推板侧壁上设有滑块，第一储料腔

内壁上设有与所述滑块相配合的第二滑槽；在拿取储料腔内的工具时，可通过推动第四推

板的方式推动第三推板往上运动，第三推板带动储料腔内的工具往上运动，将工具从储料

腔内取出，降低工具拿取难度。

[0045] 所述第二储料腔和所述第三储料腔设于第一储料腔和第四储料腔之间，第一储料

腔和第四储料腔结构相同，第二储料腔和第三储料腔结构相同，每个储料腔内设有一个第

三推板。

[0046] 所述盖板3上设有第七活动槽，所述第七活动槽顶部设有第二连接板34，所述第二

连接板34设有第八活动槽，所述固定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七活动槽内的第三连接板，所述侧

板2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板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第三连接板上设有与所述第八活

动槽相配合的第三推块33；在将盖板盖在箱体板上时，沿第八活动槽推动第三推块，第三连

接板嵌入到第一连接槽内，在第三连接板与第一连接槽的相互配合下，将盖板固定在箱体

板上，以便在第一把手下带动整个检修箱移动，降低检修箱搬运难度。

[0047] 盖板上设有第十活动槽，所述固定件还包括设于所述第十活动槽内的第五连接杆

32，第五连接杆上设有第六连接杆321，侧板上设有与所述第六连接杆相配合的第二连接

槽；在第三连接板与第六连接杆的相互配合下，将盖板固连于侧板上，使侧板与箱体板相互

配合形成整体，以便提动整个检修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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