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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及绝缘夹持

钳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

接线夹及绝缘夹持钳，包括固定板、冷压端子、螺

杆和螺母，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的一端依

次连接固定设有连接板、定位板和挡板，固定板

的自由端和挡板的自由端之间设有开口，连接板

与挡板之间的间距与低压配电设备上接线的铜

线鼻的直径相同，固定板上设有螺纹连接的上螺

杆和下螺杆，冷压端子上部的通孔套设在下螺杆

上。本实用新型适用于1KV及以下低压配电线路

的带电接线作业中，在不停电作业时，能够从电

缆馈线端快速接出导线，并确保工作人员即不违

章作业，又能保障人身安全，操作简单，快捷方

便，安全可靠，降低了劳动强度，省时省力，提高

了低压带电接线作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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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包括固定板（1）、冷压端子（9）、螺杆和螺母，冷压端

子（9）采用OT型冷压端子，其上部设有通孔，冷压端子（9）的下部设有与绝缘导线（10）端头

连接的压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1）的一端依次连接固定设有连接板（2）、定位板

（3）和挡板（4），固定板（1）、连接板（2）、定位板（3）和挡板（4）由一块导电板折弯成长方环

型，固定板（1）的自由端和挡板（4）的自由端之间设有开口，连接板（2）与挡板（4）之间的间

距与低压配电设备上接线的铜线鼻的直径相同，固定板（1）上设有竖向排列的两个螺孔，上

部的螺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上螺杆（6），下部的螺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下螺杆（8），冷压端

子（9）上部的通孔套设在下螺杆（8）上，下螺母（7）螺纹连接套设在下螺杆（8）上，冷压端子

（9）位于固定板（1）的外侧壁与下螺母（7）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螺杆

（6）螺纹连接套设有上螺母（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

（1）与连接板（2）的夹角为直角，连接板（2）与定位板（3）的夹角为直角，定位板（3）与挡板

（4）的夹角为直角。

4.一种与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配合使用的绝缘夹持钳，包

括右钳柄（11）、左钳柄（12）、铰轴（13）、左夹臂（14）和右夹臂（15），右钳柄（11）和左钳柄

（12）通过铰轴（13）连接固定，右钳柄（11）的前端固定设有右夹臂（15），左钳柄（12）的前端

固定设有左夹臂（1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夹臂（14）的前端固定设有左夹头（16），右夹臂

（15）的前端固定设有与左夹头（16）对称的右夹头（17），左夹头（16）的外侧部设有左夹槽

（19），右夹头（17）的外侧部设有与左夹槽（19）对称的右夹槽（20），左夹槽（19）和右夹槽

（20）的槽宽都与快速接线夹的连接板（2）的厚度相同，左夹槽（19）和右夹槽（20）的轴线所

在的平面与铰轴（13）的轴线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绝缘夹持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夹头（16）的自由端边沿的

中部设有卡槽（18），所述的右夹头（17）的自由端边沿的中部也设有卡槽，左夹头（16）和右

夹头（17）上的卡槽（18）相互对称，卡槽（18）的槽宽与快速接线夹的固定板（1）的厚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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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及绝缘夹持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低压带电接线方法，属于供电部门低压带电作业领域，具体

的说是一种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及绝缘夹持钳，适用于1KV及以下低压配电线路

的设备带电接线作业。

背景技术

[0002] 低压配电线路直接面向的是广大终端用电用户，其运行的安全可靠性直接关系到

工矿企业、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我国带电作业技术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美

国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行带电作业的尝试，因此总的来说，我国带电作业技术起步较

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低压带电作业技术是指能够使作业人员在满足用户正常用电的情况下

对线路进行设备更换、检修等工作的一种方案措施。近几年来，我国主要开展了对紧凑型线

路、同塔多回线路、750kV线路及特高压交直流带电作业技术的研究工作。当前，在国家电网

中，高压不停电作业已有成熟的操作规程、安全规章制度及带电作业安全工器具，但是在低

压（1KV及以下）带电作业方面还没有成熟的操作规程、安全规章制度及安全工器具。目前一

般采用鳄鱼夹夹持在低压配电设备的铜线鼻上，导出电压接入其他设备，其不足之处在于：

鳄鱼夹夹持不稳定，在环境出现震动时容易脱落，造成接入设备的停电事故。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适用于1KV及以下低压配电线路的带电接线作业

中，在不停电作业时，能够从电缆馈线端快速接出导线，并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结构

简单，接线操作快捷方便，安全可靠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

[0004]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

接线夹，包括固定板、冷压端子、螺杆和螺母，冷压端子采用OT型冷压端子，其上部设有通

孔，冷压端子的下部设有与绝缘导线端头连接的压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的一端

依次连接固定设有连接板、定位板和挡板，固定板、连接板、定位板和挡板由一块导电板折

弯成长方环型，固定板的自由端和挡板的自由端之间设有开口，连接板与挡板之间的间距

与低压配电设备上接线的铜线鼻的直径相同，固定板上设有竖向排列的两个螺孔，上部的

螺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上螺杆，下部的螺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下螺杆，冷压端子上部的通

孔套设在下螺杆上，下螺母螺纹连接套设在下螺杆上，冷压端子位于固定板的外侧壁与下

螺母之间。

[0005] 所述的上螺杆螺纹连接套设有上螺母。

[0006] 所述的固定板与连接板的夹角为直角，连接板与定位板的夹角为直角，定位板与

挡板的夹角为直角。

[0007] 与上述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配合使用的绝缘夹持钳，包括右钳柄、左钳

柄、铰轴、左夹臂和右夹臂，右钳柄和左钳柄通过铰轴连接固定，右钳柄的前端固定设有右

夹臂，左钳柄的前端固定设有左夹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夹臂的前端固定设有左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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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夹臂的前端固定设有与左夹头对称的右夹头，左夹头的外侧部设有左夹槽，右夹头的外

侧部设有与左夹槽对称的右夹槽，左夹槽和右夹槽的槽宽都与快速接线夹的连接板的厚度

相同，左夹槽和右夹槽的轴线所在的平面与铰轴的轴线垂直。

[0008] 所述的左夹头的自由端边沿的中部设有卡槽，所述的右夹头的自由端边沿的中部

也设有卡槽，左夹头和右夹头上的卡槽相互对称，卡槽的槽宽与快速接线夹的固定板的厚

度相同。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适用于1KV及以下低压配电线路的带电接线作业中，

在不停电作业时，能够从电缆馈线端快速接出导线，并确保工作人员即不违章作业，又能保

障人身安全，操作简单，快捷方便，安全可靠，降低了劳动强度，省时省力，提高了低压带电

接线作业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的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的结构俯视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绝缘夹持钳的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绝缘夹持钳的结构左视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沿图3中A—A方向的绝缘夹持钳的结构剖视示意图。

[0015] 图中：1、固定板；2、连接板；3、定位板；4、挡板；5、上螺母；6、上螺杆；7、下螺母；8、

下螺杆；9、冷压端子；10、绝缘导线；11、右钳柄；12、左钳柄；13、铰轴；14、左夹臂；15、右夹

臂；16、左夹头；17、右夹头；18、卡槽；19、左夹槽；20、右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照图1、图2、图3、图4、图5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7] 参照图1、图2制作本实用新型的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

[0018] 该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包括固定板1、冷压端子9、螺杆和螺母，冷压端

子9采用OT型冷压端子，此为现有技术，其上部设有通孔，冷压端子9的下部设有与绝缘导线

10端头连接的压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1的一端依次连接固定设有连接板2、定位

板3和挡板4，固定板1、连接板2、定位板3和挡板4由一块导电板折弯成长方环型，固定板1的

自由端和挡板4的自由端之间设有开口，连接板2与挡板4之间的间距与低压配电设备上接

线的铜线鼻的直径相同，以便于铜线鼻能顺利进入连接板2、定位板3和挡板4所围成的凹槽

中，固定板1上设有竖向排列的两个螺孔，上部的螺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上螺杆6，下部的螺

孔内设有螺纹连接的下螺杆8，转动上螺杆6和下螺杆8可以将铜线鼻压紧在连接板2、定位

板3和挡板4所围成的凹槽中，从而将固定板1、连接板2、定位板3和挡板4与铜线鼻牢固的固

定为一体，不会发生松动脱落，冷压端子9上部的通孔套设在下螺杆8上，下螺母7螺纹连接

套设在下螺杆8上，冷压端子9位于固定板1的外侧壁与下螺母7之间，以便用下螺母7将冷压

端子9的上部紧压在固定板1的外侧壁上，从而将铜线鼻的电压导出。

[0019] 所述的上螺杆6螺纹连接套设有上螺母5，以便可以进一步防止上螺杆6发生松动。

[0020] 所述的固定板1与连接板2的夹角为直角，连接板2与定位板3的夹角为直角，定位

板3与挡板4的夹角为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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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与上述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配合使用的绝缘夹持钳，如图3、图4、图5所

示，包括右钳柄11、左钳柄12、铰轴13、左夹臂14和右夹臂15，右钳柄11和左钳柄12通过铰轴

13连接固定，右钳柄11的前端固定设有右夹臂15，左钳柄12的前端固定设有左夹臂14，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左夹臂14的前端固定设有左夹头16，右夹臂15的前端固定设有与左夹头16

对称的右夹头17，左夹头16的外侧部设有左夹槽19，右夹头17的外侧部设有与左夹槽19对

称的右夹槽20，左夹槽19和右夹槽20的槽宽都与快速接线夹的连接板2的厚度相同，从而将

左夹槽19和右夹槽20夹持在连接板2的上、下边沿上，左夹槽19和右夹槽20的轴线所在的平

面与铰轴13的轴线垂直。

[0022] 所述的左夹头16的自由端边沿的中部设有卡槽18，同样，所述的右夹头17的自由

端边沿的中部也设有卡槽，左夹头16和右夹头17上的卡槽18相互对称，卡槽18的槽宽与快

速接线夹的固定板1的厚度相同，从而将左夹头16和右夹头17上的卡槽18分别卡在固定板1

的上、下边沿上。

[0023] 所述的右钳柄11、左钳柄12、铰轴13、左夹臂14、右夹臂15、左夹头16和右夹头17都

由PP塑料制成，以保证整体的绝缘性能，左钳柄12、铰轴13、左夹臂14和左夹头16一次注塑

成型，右钳柄11、右夹臂15和右夹头17一次注塑成型。所述的PP塑料，其具有化学稳定性高、

耐老化、耐应力强、电绝缘性能高等特点。

[0024] 该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完成：

[0025] （一）、将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低压带电作业用的快速接线夹的绝缘夹

持钳和绝缘导线10准备好；

[0026] （二）、将绝缘导线10的端头压紧在冷压端子9的压接口上，把下螺母7套设在下螺

杆8上，再将冷压端子9的通孔套设在下螺杆8上；

[0027] （三）、分别将上螺杆6和下螺杆8穿入快速接线夹的固定板1的相应螺孔内；

[0028] （四）、用绝缘夹持钳的左夹头16的左夹槽19和右夹头17的右夹槽20分别夹持在快

速接线夹的连接板2的上、下边沿上，并使左夹头16和右夹头17的卡槽18分别夹持在快速接

线夹的固定板1的上、下边沿上，从而将快速接线夹固定在绝缘夹持钳的前端；

[0029] （五）、操作人员手握左钳柄12和右钳柄11，将快速接线夹送至低压配电设备的铜

线鼻处，使铜线鼻从固定板1的自由端和挡板4的自由端之间的开口处进入连接板2、定位板

3和挡板4所围成的凹槽中；

[0030] （六）、操作人员用螺丝刀拧紧上螺杆6和下螺杆8，使铜线鼻被压紧在连接板2、定

位板3和挡板4所围成的凹槽中；

[0031] （七）、转动下螺母7压紧冷压端子9；

[0032] （八）、操作左钳柄12和右钳柄11，使左夹头16和右夹头17松开快速接线夹即可完

成整个接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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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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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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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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