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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节、
以及连接塔吊标准节和抱杆标准节的转
接件，
本发明的跨越架采用多种不同横截面的塔
吊标准节、
多组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连接组
成格构式结构，
自下而上标准节的横截面越来越
小，
以满足整体结构要求，
采用六通连接各个不
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
采用转接件连接抱杆标
准节和塔吊标准节，
实现在同一跨越架中同时使
用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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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包括抱杆标准节（1）和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六通
（2），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塔吊标准节（3）、
以及连接塔吊标准节（3）和抱杆标准节（1）的转接
件（4）；
所述转接件（4）包括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和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
所述抱杆
标准节连接部（4-1）上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
所述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上设有用于连接塔吊标准节（3）的连接孔；
所述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为上下两面是正
方形的长方体结构，
所述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具有四个，
均为高度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
（4-1）高度相等的长方体结构，
四个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分别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的正方形面的四角向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的中心相反的方向延伸设置；
还包括用于
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1）的棱台（5），
所述棱台（5）分别在顶面和底面设有用于连
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抱杆标准节
（1）的横截面的边长包括500mm、
600mm、
700mm、
800mm、
900mm、
1000mm。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塔吊标准节
（3）的横截面的边长包括1450mm、
1650m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六通（2）为
正方体结构，
所述六通（2）的六个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
所述六通
（2）上的连接孔设有多组分别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1）。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六通（2）包
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六通（2）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500 mm、600mm、700mm、
800mm的抱杆标准节（1），
另一种六通（2）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900mm、
1000mm
的抱杆标准节（1）。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抱杆标准节
连接部（4-1）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000mm的抱杆标准节（1）；
所述塔吊标准节
连接部（4-2）上的连接孔设有两组，
其中一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450mm的塔吊标准节
（3），
另一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650mm的塔吊标准节（3）。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棱台（5）包
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棱台（5）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800mm和900mm的抱杆标
准节（1），
另一种棱台（5）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800mm和1000mm的抱杆标准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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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电线路跨越架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
架。
背景技术
[0002] 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中，
经常需要跨越高速铁路、
电气化铁路和重要电力线路，
在
这些跨域中需搭设跨越架。
[0003] 现有技术中搭设跨越架用抱杆标准节与六通的连接组合完成，
如中国发明专利公
开的一种快速组合的大型格构式跨越架（公布号为CN103532048A），
所搭设的跨越架为同一
规格的抱杆标准节与六通组合成的，
但在现场实际中，
出于结构上的考虑，
在同一跨越架上
经常需要用到不同规格的抱杆标准节，
不同规格的抱杆标准节之间存在着无法连接的问
题。
[0004] 同时出于结构上的考虑，
在实际中有时还需用到塔吊标准节来搭设跨越架，
塔吊
标准节在横向之间无法连接，
因此不能搭设格构式跨越架，
因此需要使用抱杆标准节和塔
吊标准节同时搭设格构式跨越架，
而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之间存在着无法连接的问
题，
造成无法满足现场实际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同时搭设的
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包括抱杆标准节和连接抱杆标准节的六通，
还包
括塔吊标准节、
以及连接塔吊标准节和抱杆标准节的转接件。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抱杆标准节的横截面的边长包括500mm、
600mm、
700mm、
800mm、
900mm、
1000mm。
[0009] 本发 明 技 术 方 案的 进 一 步改 进 在于 ：
所 述 塔吊 标 准 节的 横 截 面的 边 长 包 括
1450mm、
1650mm。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六通为正方体结构，
所述六通的六个面
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的连接孔，
所述六通上的连接孔设有多组分别用于连接不同
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六通包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六通上的
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500 mm、
600mm、
700mm、
800mm的抱杆标准节，
另一种六通上的
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900mm、
1000mm的抱杆标准节。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转接件包括抱杆标准节连接部和塔吊标
准节连接部，
所述抱杆标准节连接部上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的连接孔，
所述塔吊标准
节连接部上设有用于连接塔吊标准节的连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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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抱杆标准节连接部为上下两面是正方形
的长方体结构，
所述塔吊标准节连接部具有四个，
均为高度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高度相等
的长方体结构，
四个塔吊标准节连接部分别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的正方形面的四角向抱杆
标准节连接部的中心相反的方向延伸设置。
[0014]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抱杆标准节连接部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
横截面边长为1000mm的抱杆标准节；
所述塔吊标准节连接部上的连接孔设有两组，
其中一
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450mm的塔吊标准节，
另一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650mm的塔
吊标准节。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还包括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的
棱台，
所述棱台分别在顶面和底面设有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的连接孔。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棱台包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棱台上的
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800mm和900mm的抱杆标准节，
另一种棱台上的连接孔用于连
接横截面边长为800mm和1000mm的抱杆标准节。
[0017]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18] 本发明的跨越架采用多种不同横截面的塔吊标准节、
多组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
节连接组成格构式结构，
自下而上标准节的横截面越来越小，
以满足整体结构要求，
采用六
通连接各个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
采用转接件连接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
实现在
同一跨越架中同时使用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的目的。
[0019] 本发明中六通具有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的作用，
在六通的六个面上均设
有多组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抱杆标准节的连接孔，
并且在六通的连接下，
抱杆标准节可实
现横向连接；
本发明中转接件将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连接后，
能够保证抱杆标准节和
塔吊标准节的中心线相同，
并且使抱杆标准节和塔吊标准节的边线相对应，
最大限度的保
证跨越架的强度；
本发明中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抱杆标准节的还有棱台，
棱台能够弥补六
通的不足，
连接六通不能连接的两个抱杆标准节，
同时棱台将两个抱杆标准节连接后，
在连
接处不会出现凸台，
结构上更加合理，
能够进一步减小跨越架的重量。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中跨越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中抱杆标准节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中塔吊标准节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中六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中转接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中棱台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
1、抱杆标准节，
2、六通，
3、塔吊标准节，
4、转接件，
4-1、抱杆标准节连接部，
4-2、
塔吊标准节连接部，
5、
棱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
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包括抱杆标准节1、
六通2、
塔吊标准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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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接件4和棱台5。
[0029] 如图1所示，
特高压输电线路格构式跨越架，
还包括底部的底座，
底座可直接与塔
吊标准节3连接，
但在实际中，
底层需要搭设横杆，
所以采用转接件4连接底座和六通2，
通过
六通2与抱杆标准节1连接组成横杆；
在六通2上又需要连接塔吊标准节3，
但六通2与塔吊标
准节3不能直接连接，
所以采用转接件4进行转接，
实现继续在纵杆上采用塔吊标准节3的结
构，
当需要采用抱杆标准节1时，
可再次采用转接件4进行转接，
实现采用塔吊标准节3构建
纵杆、
采用抱杆标准节1构建横杆的格构式结构。
[0030] 如图2所示，
六通2的六个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
用于在两个
抱杆标准节1之间连通，
使抱杆标准节1组成横向和纵向的格构式。
[0031] 如图5所示，
转接件4上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和用于连接塔吊标准
节3的连接孔，
转接件4用于在塔吊标准节3和抱杆标准节1之间连通，
使塔吊标准节3和抱杆
标准节1组成纵向的支架。
[0032] 如图6所示，
棱台5分别在顶面和底面设有用于连接不同横截面的抱杆标准节1的
连接孔，
用于在两个抱杆标准节1之间连通，
使抱杆标准节1组成纵向的支架。
[0033] 如图2所示，
抱杆标准节1有不同横截面的多组，
其中的横截面的边长包括500mm、
600mm、
700mm、
800mm、
900mm、
1000mm；
在组装格构式跨越架时，
自下而上抱杆标准节1的横截
面越来越小，
较少跨越架的自重和风阻。
[0034] 如图3所示，
塔吊标准节3有不同横截面的多组，
其中的横截面的边长包括1450mm、
1650mm，
同样在组装格构式跨越架时，
自下而上塔吊标准节3的横截面越来越小，
较少跨越
架的自重和风阻。
[0035] 如图6所示，
棱台5包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棱台5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
为800mm和900mm的抱杆标准节1，
另一种棱台5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800mm和
1000mm的抱杆标准节1；
在能够使用棱台5进行连接抱杆标准节1时，
比用六通2的结构更合
理，
使跨越架的自重和风阻得到进一步减少。
[0036] 如图4所示，
六通2为正方体结构，
六通2上的连接孔设有多组分别用于连接不同横
截面的抱杆标准节1；
六通2包括两种规格，
其中一种六通2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
为500 mm、
600mm、
700mm、
800mm的抱杆标准节1，
另一种六通2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
长为900mm、
1000mm的抱杆标准节1；
在一个六通2上不可能设置能够连接所有规格抱杆标准
节1的连接孔，
因此设置两种规格的六通2分别连接各组的连接抱杆标准节1，
使六通2与抱
杆标准节1的连接部位合理受力，
保证跨越架的稳固性。
[0037] 如图5所示，
转接件4包括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和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
抱杆标
准节连接部4-1上设有用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
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上设有用于
连接塔吊标准节3的连接孔；
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为上下两面是正方形的长方体结构，
塔
吊标准节连接部4-2具有四个，
均为高度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高度相等的长方体结构，
四个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分别从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的正方形面的四角向抱杆标准节
连接部4-1的中心相反的方向延伸设置，
转接件4能够使被连接的抱杆标准节1和塔吊标准
节3保持中心线相同，
并且边角关系向对应，
保证跨越架的稳固和美观。
[0038] 如图2所示，
抱杆标准节连接部4-1上的连接孔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000mm的抱
杆标准节1；
塔吊标准节连接部4-2上的连接孔设有两组，
其中一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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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mm的塔吊标准节3，
另一组用于连接横截面边长为1650mm的塔吊标准节3。
[0039] 如图5所示，
为了使跨越架的纵向支架组装更加合理，
塔吊标准节3通过转接件4过
渡到抱杆标准节1时，
优选抱杆标准节1采用横截面边长为1000mm的规格，
因此转接件4上用
于连接抱杆标准节1的连接孔仅设置一组，
这样在与抱杆标准节1连接后，
转接件4与抱杆标
准节1的连接处的对力的承受力达到最优，
保证跨越架的稳固。
[0040] 如图5所示，
在实际中应用中，
转接件4还需起到连接不同横截面的塔吊标准节3的
作用，
因此将用于连接塔吊标准节3的连接孔设置为常用的两组，
能够将横截面为1650mm的
塔吊标准节过渡到横截面为1450mm的塔吊标准节，
避免了横截面为1650mm的塔吊标准节直
接过渡到横截面为1000mm的抱杆标准节的大跨度过渡，
使跨越架的结构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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