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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输电设施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包括位于

电线杆上的减阻件，所述电线杆竖直设置在地面

上，所述地面由上至下分别为冻土层以及不冻

层，且所述电线杆底端贯穿冻土层延伸至不冻层

处，所述减阻件位于冻土层内，且所述减阻件为

环形套筒结构。本发明通过利用减阻件与电线杆

之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实现在秋冬季节减弱电

线杆受到向上的上拔力，同时利用水结冰体积膨

胀的特点实现增大电线杆向上拔起的阻力，进而

共同避免电线杆会被向上拔起或者减弱电线杆

向上拔起的程度，同时能够在防塌机构的作用下

确保电线杆底端拔起后的空穴不会出现塌陷的

现象，使得电线杆能够方便的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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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包括位于电线杆(1)上的减阻件(2)，所述电

线杆(1)竖直设置在地面上，所述地面由上至下分别为冻土层(3)以及不冻层(4)，且所述电

线杆(1)底端贯穿冻土层(3)延伸至不冻层(4)处，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阻件(2)位于冻土层

(3)内，且所述减阻件(2)为环形套筒结构，所述减阻件(2)轴向套设在电线杆(1)外侧，所述

减阻件(2)内壁与电线杆(1)贴合设置，所述减阻件(2)连接有増阻机构(5)，所述増阻机构

(5)与电线杆(1)相连接，所述电线杆(1)底端设有防塌机构(6)；

所述减阻件(2)内部设有空腔(21)，所述空腔(21)内部盛有水；

所述増阻机构(5)由导管(51)、固定件(52)以及伸缩件(53)组成，所述固定件(52)位于

不冻层(4)内，且所述固定件(52)轴线套设在电线杆(1)外侧且与电线杆(1)固定连接，所述

固定件(52)内部设有盛有水的控制腔(521)，所述导管(51)将空腔(21)以及控制腔(521)连

通设置，所述伸缩件(53)设置在控制腔(521)侧壁上，且所述伸缩件(53)将会受到控制腔

(521)内水压的变化实现自身长度的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阻

件(2)的热膨胀系数小于电线杆(1)的热膨胀系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

件(53)由固定筒(531)、滑动板(532)以及移动刺(533)组成，所述固定筒(531)位于控制腔

(521)内且与控制腔(521)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筒(531)与控制腔(521)连通设置，所述

滑动板(532)密封滑动连接在固定筒(531)内部，所述移动刺(533)与滑动板(532)固定连

接，且所述移动刺(533)另一端贯穿控制腔(521)侧壁并延伸至外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

(51)外壁由绝热保温材料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塌

机构(6)由固定板(61)、控制板(62)以及防塌柱(63)组成，所述防塌柱(63)竖直设置且固定

连接在固定板(61)顶端，所述防塌柱(63)内设有防塌腔(64)，所述控制板(62)滑动连接防

塌腔(64)内部，所述电线杆(1)底端与控制板(62)顶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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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输电设施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纬度地区，尤其是位于秋冬季节，土壤内部的水分容易结冰，结冰后的水体积

将会增大，与水相结合的土壤将会在结冰水的作用下而膨胀，即将会出现土层冻胀的现象，

若是位于阴雨天天气较多的地区，土层冻胀现象将会更加明显。

[0003] 当土壤出现冻胀现象时，冻土与电线杆之间的结合力大于电线杆的自重时，此时

电线杆将会被拔起，电线杆杆底将会由于被拔起形成空穴，空穴周围未被冻结的泥水等将

会填入空穴中，造成空穴塌陷，当第二年化冻之后，电线杆由于底部的空穴塌陷将会使得电

线杆将会无法回落，进而实现使得电线杆逐年上拔的现象，据统计，年最大的上拔量可达

15CM，逐年累计将会使得电线杆逐年变浅，严重时将会使得电线杆拉线被拉断或者电线杆

出现倒杆等现象，这将会严重的影响配电线路的正常运行。

[0004]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

结构，包括位于电线杆上的减阻件，所述电线杆竖直设置在地面上，所述地面由上至下分别

为冻土层以及不冻层，且所述电线杆底端贯穿冻土层延伸至不冻层处，所述减阻件位于冻

土层内，且所述减阻件为环形套筒结构，所述减阻件轴向套设在电线杆外侧，所述减阻件内

壁与电线杆贴合设置，所述减阻件连接有増阻机构，所述増阻机构与电线杆相连接，所述电

线杆底端设有防塌机构。

[0007]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减阻件的热膨胀系数小于

电线杆的热膨胀系数。

[0008]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减阻件内部设有空腔，所

述空腔内部盛有水。

[0009]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増阻机构由导管、固定件

以及伸缩件组成，所述固定件位于不冻层内，且所述固定件轴线套设在电线杆外侧且与电

线杆固定连接，所述固定件内部设有盛有水的控制腔，所述导管将空腔以及控制腔连通设

置，所述伸缩件设置在控制腔侧壁上，且所述伸缩件将会受到控制腔内水压的变化实现自

身长度的变化。

[0010]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伸缩件由固定筒、滑动板

以及移动刺组成，所述固定筒位于控制腔内且与控制腔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筒与控制

腔连通设置，所述滑动板密封滑动连接在固定筒内部，所述移动刺与滑动板固定连接，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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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移动刺另一端贯穿控制腔侧壁并延伸至外界。

[0011]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导管外壁由绝热保温材料

构成。

[0012] 在上述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所述防塌机构由固定板、控制

板以及防塌柱组成，所述防塌柱竖直设置且固定连接在固定板顶端，所述防塌柱内设有防

塌腔，所述控制板滑动连接防塌腔内部，所述电线杆底端与控制板顶端固定连接。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在秋冬季，气温降低使得土层冻胀时，此时减阻件以及电

线杆均会受到低温的影响而使得自身尺寸的收缩，由于减阻件的热膨胀系数小于电线杆的

热膨胀系数，进而将会使得减阻件与电线杆之间的间距增大，减阻件与电线杆之间的最大

摩擦力将会减小，由于冻胀层的土壤带动减阻件向上移动时，减阻件通过摩擦力将电线杆

向上拔起，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电线杆难以被拔起或者拔起的距离减小。

[0014] 由于低温，减阻件内部的水将会结冰，体积将会膨胀，进而实现减阻件内部的部分

水将会通过导管进入到増阻机构中使得伸缩件伸长至泥土中，进而实现增大电线杆与不冻

层之间的阻力，减弱电线杆向上拔起的程度。

[0015] 防塌机构能够使得电线杆上拔之后，电线杆底端的空穴将会被被泥水等填充造成

空穴塌陷，进而能够使得化冻之后电线杆将会能够方便的向下落回原处。

[0016] 括而言之：通过利用减阻件与电线杆之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实现在秋冬季节减弱

电线杆受到向上的上拔力，同时利用水结冰体积膨胀的特点实现增大电线杆向上拔起的阻

力，进而共同避免电线杆会被向上拔起或者减弱电线杆向上拔起的程度，同时能够在防塌

机构的作用下确保电线杆底端拔起后的空穴不会出现塌陷的现象，使得电线杆能够方便的

回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増阻机构的俯视切面

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中减阻件的竖直切面结

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电线杆、2减阻件、21空腔、3冻土层、4不冻层、5増阻机构、51导管、52固定

件、521控制腔、53伸缩件、531固定筒、532滑动板、533移动刺、6防塌机构、61固定板、62控制

板、63防塌柱、64防塌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实施例仅处于说明性目的，而不是想要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2] 如图1‑3所示，一种高纬度地区防上拔的电线杆结构，包括位于电线杆1上的减阻

件2，电线杆1竖直设置在地面上，地面由上至下分别为冻土层3以及不冻层4，且电线杆1底

端贯穿冻土层3延伸至不冻层4处。

[0023] 减阻件2位于冻土层3内，且减阻件2为环形套筒结构，减阻件2轴向套设在电线杆1

外侧，减阻件2内壁与电线杆1贴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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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减阻件2的热膨胀系数小于电线杆1的热膨胀系数，电线杆1为水泥材质，减阻件2

可以为热膨胀系数小于电线杆1的工业玻璃等结构，且减阻件2靠近电线杆1的内壁为磨砂

结构，使得减阻件2常态下将会与电线杆1之间具有足够大的摩擦阻力。

[0025] 当温度在0摄氏度以上时，减阻件2内壁将会与电线杆1之间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当

温度逐渐的降低时，此时电线杆1的收缩尺寸将会大于减阻件2的收缩尺寸，进而实现此时

将会出现减阻件2内壁与电线杆1外壁之间的间隙增大，进而实现此时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

间的最大摩擦力将会减小。

[0026] 当土层出现冻胀现象时，此时冻土层3与电线杆1直接接触的部位，冻土层3将会通

过与电线杆1的结合力使得电线杆1上升，该结合力包括冻结稳定阻力或土壤的隆胀切力，

减阻件2所在的部分土壤将会带动减阻件2上升，减阻件2将会通过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间

的摩擦力使得电线杆1上升，又由于此时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间的最大摩擦阻力减小，进而

实现此时将会出现电线杆1受到竖直向上的力将会减小，进而减小电线杆1上拔的距离。

[0027] 减阻件2内部设有空腔21，空腔21内部盛有水，减阻件2连接有増阻机构5，増阻机

构5由导管51、固定件52以及伸缩件53组成。

[0028] 固定件52位于不冻层4内，且固定件52轴线套设在电线杆1外侧且与电线杆1固定

连接，固定件52为上宽下窄的圆台形结构，且固定件52的母线与轴线之间的夹角小于15度，

固定件52能够使得来年化冻之后电线杆1能够方便的带动固定件52一同向下回落。

[0029] 固定件52内部设有盛有水的控制腔521，导管51将空腔21以及控制腔521连通设

置，伸缩件53设置在控制腔521侧壁上，且伸缩件53将会受到控制腔521内水压的变化实现

自身长度的变化。

[0030] 伸缩件53由固定筒531、滑动板532以及移动刺533组成，固定筒531位于控制腔521

内且与控制腔521内壁固定连接，固定筒531与控制腔521连通设置，滑动板532密封滑动连

接在固定筒531内部，移动刺533与滑动板532固定连接，且移动刺533另一端贯穿控制腔521

侧壁并延伸至外界。

[0031] 导管51外壁由绝热保温材料构成，避免导管51内的水将会由于低温而结冰，当减

阻件2内部的水结冰之后，由于水结冰将会膨胀，进而实现减阻件2内部的水将会通过导管

51被挤压至控制腔521内，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控制腔521水压将会增大。

[0032] 控制腔521内部水压将会通过滑动板532使得移动刺533朝着远离电线杆1的方向

移动，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移动刺533将会刺进土壤中，进而实现增大电线杆1向上拔起

的阻力，进而使得电线杆1向上拔起的距离再次减小。

[0033] 电线杆1底端设有防塌机构6，防塌机构6由固定板61、控制板62以及防塌柱63组

成，防塌柱63竖直设置且固定连接在固定板61顶端，防塌柱63内设有防塌腔64，控制板62滑

动连接防塌腔64内部，电线杆1底端与控制板62顶端固定连接。

[0034] 电线杆1被向上拔起之后，此时在控制板62的作用下，泥水将会难以进入到防塌腔

64内，进而在来年化冻之后，电线杆1能够方便的向下回落。

[0035] 现对本发明的操作原理做如下描述：

[0036] 当土层出现冻胀现象时，此时冻土层3与电线杆1直接接触的部位，冻土层3将会通

过与电线杆1的结合力使得电线杆1上升，减阻件2所在的部分土壤将会带动减阻件2上升。

[0037] 减阻件2将会通过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间的摩擦力使得电线杆1上升，又由于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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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的热膨胀系数小于电线杆1的热膨胀系数，此时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间的间隙将会增

大，减阻件2与电线杆1之间的最大摩擦阻力减小，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电线杆1受到竖直

向上的总力将会减小，进而减小电线杆1上拔的距离。

[0038] 在土壤冻胀时，减阻件2内部的水将会结冰膨胀，进而实现减阻件2内部的水将会

通过导管51被挤压至控制腔521内，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控制腔521水压将会增大。

[0039] 控制腔521内部水压将会通过滑动板532使得移动刺533朝着远离电线杆1的方向

移动，进而实现此时将会出现移动刺533将会刺进土壤中，增大増阻机构5与不冻层4之间的

接触面积，进而实现增大电线杆1向上拔起的阻力，进而使得电线杆1向上拔起的距离再次

减小。

[0040] 电线杆1被向上拔起之后，此时在控制板62的作用下，泥水将会难以进入到防塌腔

64内，进而在来年化冻之后，电线杆1能够方便的向下回落。

[0041] 综上本发明能够有效的减弱电线杆1被上拔的程度，同时能够使得滑动之后电线

杆1能够很好的向下回落，进而避免出现电线杆1逐渐上升的情况，进而能够确保电线杆1使

用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护配电线路的正常运行。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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