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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

涉及一种电力高空专用休息就餐椅,座椅支撑板

（4）的一端上部面设有座椅块（2），所述座椅支撑

板的另一端与水平板（14）的一端铰接连接，靠近

座椅支撑板另一端的下部面与顶板（7）一端上部

的连接块（5）固定连接；水平板的另一端下部设

有立板（8），所述立板的下端内面设有下部钩

（9），水平板、立板卡在高压塔高处的角铁（44）水

平板体和立板体上，顶板顶在角铁的内凹角上，

旋拧头下部的螺杆（1）穿过水平板的光孔A后连

接顶板的螺孔C；本发明利用水平板、立板和顶板

形成对高压塔上角铁的夹持，座椅支撑板另一端

的座椅块方便作业人员临时休息，餐盘获取了作

业人员就餐时的餐盒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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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包括座椅支撑板（4）、座椅块（2）、水平板

（14）、顶板（7）、螺杆（1）、支撑立杆（17）和餐盘（19）,  其特征是：座椅支撑板（4）的一端上部

面设有座椅块（2），所述座椅支撑板（4）的另一端与水平板（14）的一端铰接连接，靠近座椅

支撑板（4）另一端的下部面与顶板（7）一端上部的连接块（5）固定连接；水平板（14）的另一

端下部设有立板（8），所述立板（8）的下端内面设有下部钩（9），在水平板（14）的靠近一端设

有光孔A（24），顶板（7）的靠近一端设有螺孔C（36），水平板（14）、立板（8）卡在高压塔高处的

角铁（44）水平板体和立板体上，顶板（7）顶在角铁（44）的内凹角上，旋拧头下部的螺杆（1）

穿过水平板（14）的光孔A（24）后连接顶板（7）的螺孔C（36）后，由水平板（14）、立板（8）和顶

板（7）形成对角铁（44）的夹持；支撑立杆（17）的上端设有餐盘（19），支撑立杆（17）的下端连

接立板（8）；

在座椅支撑板（4）的靠近一端上部设有立片（35），所述立片（35）上部设有朝向座椅支

撑板（4）另一端的前折弯（34），在座椅支撑板（4）的一端上部设有连接立板（33）；座椅块（2）

的前下部面设有前插口（42），前插口（42）上部设有前凹陷（39），座椅块（2）的后下部面设有

后插口（41）；座椅块（2）的前插口（42）套在立片（35）上，立片（35）的前折弯（34）卡在前插口

（42）的前凹陷（39）上，后插口（41）套在连接立板（33）上，在后插口（41）的后部面与连接立

板（33）之间插入插块（43），螺栓（3）穿过座椅块（2）后部面的光孔C（40）、插块（43）的光孔后

与连接立板（33）的螺孔B（3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在座椅支撑

板（4）的另一端上部设有三个相互之间留有间距的连接环A（18），水平板（14）的一端上部设

有两个对应座椅支撑板（4）两两连接环A（18）间距的连接环B（22），水平板（14）的两连接环B

（22）插在座椅支撑板（4）的两两连接环A（18）之间，由轴（15）串联连接环A（18）的轴孔B（31）

和连接环B（22）的轴孔A（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在立板（8）

的外部面设有卡块（13），在卡块（13）上设有插口，支撑立杆（17）下端设置的插板（10）插接

所述插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卡块

（13）由内至外间隔设有窄插口（25）和宽插口（26），在宽插口（26）的外侧设有橡胶片（30），

所述橡胶片（30）的上下两端分别设有橡胶块（12）两螺钉（11）分别穿过橡胶块（12）的光孔B

（28）后连接卡块（13）外侧上下面上设置的螺孔A（27），在橡胶片（30）的内侧面上设有凸起

（29）；支撑立杆（17）的下端间隔设有两插板（10），两插板（10）分别插接卡块（13）的窄插口

（25）和宽插口（26），两插板（10）之间的槽（21）形成对窄插口（25）和宽插口（26）之间隔板的

夹持，由橡胶片（30）的凸起（29）形成对外侧插板（10）的锁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在座椅支撑

板（4）的下部面中部设有备用卡块（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螺杆（1）上

部的旋拧头为蝶形螺母（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在座椅块

（2）中设有填充物（37），填充物（37）外部包裹有海绵（38），海绵（38）外部包裹有皮革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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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上部面设有内陷面（20）。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其特征是：在餐盘

（19）的外侧设有加高边，所述餐盘（19）的加高边与内侧边的两端之间分别设有直角三角形

边，也就是三角形边的直角上端与加高边等高，三角形边角部与内侧边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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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力高空专用休息就餐椅,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塔高空

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公知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而其中的

电力就是重中之重，而电能的远程输送主要是通过高压、特高压电力塔架上设置高压导线，

由高压导线将电能由甲地输送至乙地，高压塔多建设在野外的高山峻岭、河流、滩涂、农田

等地，然后由配电站进行电能转换；可见高压塔是电力部门的重要设施，高压塔能架空电线

并起保护和支撑的作用，由于高压塔的塔身距地面较高，在高压塔上施工的工人他们没有

严格的上下班时间，野外工作受光线限制，所以他们必须抓紧白天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和

体力，他们爬上电塔后，一天都不会下来，午饭和午休都在高空解决，在吃饭的时候都是放

一根绳子下去，让地面的同事把饭系在绳子上，然后拉上来端着吃，一不小心就会把餐盒掉

下去，这样不仅非常的危险，一旦饭菜跌落工人只能饿肚子。

[0005]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公开一种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

置，利用水平板、立板和顶板形成对高压塔上角铁的夹持，座椅支撑板另一端的座椅块方便

作业人员临时休息，餐盘获取了作业人员就餐时的餐盒放置。

[0007]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包括座椅支撑板、座椅块、水平板、顶

板、螺杆、支撑立杆和餐盘,座椅支撑板的一端上部面设有座椅块，所述座椅支撑板的另一

端与水平板的一端铰接连接，靠近座椅支撑板另一端的下部面与顶板一端上部的连接块固

定连接；水平板的另一端下部设有立板，所述立板的下端内面设有下部钩，在水平板的靠近

一端设有光孔A，顶板的靠近一端设有螺孔C，水平板、立板卡在高压塔高处的角铁水平板体

和立板体上，顶板顶在角铁的内凹角上，旋拧头下部的螺杆穿过水平板的光孔A后连接顶板

的螺孔C后，由水平板、立板和顶板形成对角铁的夹持；支撑立杆的上端设有餐盘，支撑立杆

的下端连接立板。

[0009]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座椅支撑板的另一端上部设有三

个相互之间留有间距的连接环A，水平板的一端上部设有两个对应座椅支撑板两两连接环A

间距的连接环B，水平板的两连接环B插在座椅支撑板的两两连接环A之间，由轴串联连接环

A的轴孔B和连接环B的轴孔A。

[0010]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立板的外部面设有卡块，在卡块

上设有插口，支撑立杆下端设置的插板插接所述插口。

[0011]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所述卡块由内至外间隔设有窄插口

和宽插口，在宽插口的外侧设有橡胶片，所述橡胶片的上下两端分别设有橡胶块两螺钉分

别穿过橡胶块的光孔B后连接卡块外侧上下面上设置的螺孔A，在橡胶片的内侧面上设有凸

起；支撑立杆的下端间隔设有两插板，两插板分别插接卡块的窄插口和宽插口，两插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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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槽形成对窄插口和宽插口之间隔板的夹持，由橡胶片的凸起形成对外侧插板的锁定。

[0012]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座椅支撑板的下部面中部设有备

用卡块。

[0013]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螺杆上部的旋拧头为蝶形螺母。

[0014]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座椅支撑板的靠近一端上部设有

立片，所述立片上部设有朝向座椅支撑板另一端的前折弯，在座椅支撑板的一端上部设有

连接立板；座椅块的前下部面设有前插口，前插口上部设有前凹陷，座椅块的后下部面设有

后插口；座椅块的前插口套在立片上，立片的前折弯卡在前插口的前凹陷上，后插口套在连

接立板上，在后插口的后部面与连接立板之间插入插块，螺栓穿过座椅块后部面的光孔C、

插块的光孔后与连接立板的螺孔B连接。

[0015]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座椅块中设有填充物，填充物外

部包裹有海绵，海绵外部包裹有皮革层。

[0016]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所述餐盘的上部面设有内陷面。

[0017] 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在餐盘的外侧设有加高边，所述餐

盘的加高边与内侧边的两端之间分别设有直角三角形边，也就是三角形边的直角上端与加

高边等高，三角形边角部与内侧边等高。

[0018]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利用水平板和立板卡在高压

塔上的角铁上平面和侧平面上，然后由顶板顶在角铁的内凹角上，通过蝶形螺母控制螺杆

固定死水平板和顶板获取对角铁的牢固夹持；然后便可坐在座椅块休息或利用餐盘进食；

本发明结构合理，易于安装，解决了高压塔高处工人的临时休息和吃饭不便的问题。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餐盘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水平板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橡胶块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座椅支撑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的座椅块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螺杆；2、座椅块；3、螺栓；4、座椅支撑板；5、连接块；6、备用卡块；7、顶板；

8、立板；9、下部钩；10、插板；11、螺钉；12、橡胶块；13、卡块；14、水平板；15、轴；16、蝶形螺

母；17、支撑立杆；18、连接环A；19、餐盘；20、内陷面；21、槽；22、连接环B；23、轴孔A；24、光孔

A；25、窄插口；26、宽插口；27、螺孔A；28、光孔B；29、凸起；30、橡胶片；31、轴孔B；32、螺孔B；

33、连接立板；34、前折弯；35、立片；36、螺孔C；37、填充物；38、海绵；39、前凹陷；40、光孔C；

41、后插口；42、前插口；43、插块；44、角铁。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更详细的解释本发明，公开本发明的目的旨在保护本发明

范围内的一切变化和改进，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1] 结合附图1～7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包括座椅支撑板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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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块2、水平板14、顶板7、螺杆1、支撑立杆17和餐盘19,座椅支撑板4的一端上部面设有座椅

块2，在座椅块2中设有填充物37，填充物37外部包裹有海绵38，海绵38外部包裹有皮革层，

所述座椅支撑板4的另一端与水平板14的一端铰接连接，靠近座椅支撑板4另一端的下部面

与顶板7一端上部的连接块5固定连接，在座椅支撑板4的下部面中部设有备用卡块6；水平

板14的另一端下部设有立板8，所述立板8的下端内面设有下部钩9，在水平板14的靠近一端

设有光孔A24，顶板7的靠近一端设有螺孔C36，水平板14、立板8卡在高压塔高处的角铁44水

平板体和立板体上，顶板7顶在角铁44的内凹角上，旋拧头下部的螺杆1穿过水平板14的光

孔A24后连接顶板7的螺孔C36后，由水平板14、立板8和顶板7形成对角铁44的夹持，所述螺

杆1上部的旋拧头为蝶形螺母16；支撑立杆17的上端设有餐盘19，支撑立杆17的下端连接立

板8。

[0032] 结合附图1、3或3，在座椅支撑板4的另一端上部设有三个相互之间留有间距的连

接环A18，水平板14的一端上部设有两个对应座椅支撑板4两两连接环A18间距的连接环

B22，水平板14的两连接环B22插在座椅支撑板4的两两连接环A18之间，由轴15串联连接环

A18的轴孔B31和连接环B22的轴孔A23形成牢固的连接。

[0033] 结合附图1、2、3或4，在立板8的外部面设有卡块13，在卡块13上设有插口，支撑立

杆17下端设置的插板10插接所述插口，所述卡块13由内至外间隔设有窄插口25和宽插口

26，在宽插口26的外侧设有橡胶片30，所述橡胶片30的上下两端分别设有橡胶块12两螺钉

11分别穿过橡胶块12的光孔B28后连接卡块13外侧上下面上设置的螺孔A27，在橡胶片30的

内侧面上设有凸起29；支撑立杆17的下端间隔设有两插板10，两插板10分别插接卡块13的

窄插口25和宽插口26，两插板10之间的槽21形成对窄插口25和宽插口26之间隔板的夹持，

由橡胶片30的凸起29形成对外侧插板10的锁定。

[0034] 结合附图1、5或6，在座椅支撑板4的靠近一端上部设有立片35，所述立片35上部设

有朝向座椅支撑板4另一端的前折弯34，在座椅支撑板4的一端上部设有连接立板33；座椅

块2的前下部面设有前插口42，前插口42上部设有前凹陷39，座椅块2的后下部面设有后插

口41；座椅块2的前插口42套在立片35上，立片35的前折弯34卡在前插口42的前凹陷39上，

后插口41套在连接立板33上，在后插口41的后部面与连接立板33之间插入插块43，螺栓3穿

过座椅块2后部面的光孔C40、插块43的光孔后与连接立板33的螺孔B32连接。

[0035] 结合附图1或2，所述餐盘19的上部面设有内陷面20，在餐盘19的外侧设有加高边，

所述餐盘19的加高边与内侧边的两端之间分别设有直角三角形边，也就是三角形边的直角

上端与加高边等高，三角形边角部与内侧边等高，利用加高边和两三角形边防范风吹餐盒。

[0036] 实施本发明所述的高压塔高空作业临时休息和就餐装置，结合附图1至7，支撑立

杆17与餐盘19制作为一体，其中支撑立杆17使用铝合金方管通过对下部切割形成两插板

10，在方管上端切割两侧后将前后向中部折弯，然后使用螺丝钉连接餐盘19中部，餐盘19使

用铝合金材料制作；一体结构的卡块13、水平板14、立板8和下部钩9使用钢材浇注制作；一

体结构的顶板7、座椅支撑板4和备用卡块6使用钢材浇注制作；座椅块2内的前插口42和后

插口41处可使用左右两侧镂空的铝合金材质，在左右两侧分别贴上木质板材，然后在依据

座椅块2外形填入麻丝，并在麻丝外部使用线绳缠绕定型，再使用内部具有海绵38层的皮革

进行包裹固定制作出类似自行车座外形的座椅块2；

[0037] 在高压塔上角铁的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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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结合附图7旋拧蝶形螺母16使螺杆1脱离顶板7的螺孔C36，然后利用水平板14与座

椅支撑板4的铰接连接使座椅支撑板4往上，将高压塔合适位置的角铁44侧立板放入水平板

14与下部钩9之间的立板8内面处，按压座椅支撑板4使顶板7顶在角铁44的内凹面处，使用

蝶形螺母16使螺杆1与顶板7的螺孔C36连接并拧紧获取与角铁44的牢固连接，然后将餐盘

19下部支撑立杆17的两插板10插入卡块13的窄插口25和宽插口26中，这时宽插口26中橡胶

片30的凸起29可使插板10与卡块13牢固连接，高压塔上的工作人员便可坐在座椅块2上休

息和利用餐盘19就餐，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本申请时安全带应按照规范佩戴。

[0039] 本发明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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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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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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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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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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