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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

和合横担设备，其包含：一对横担固定机构，对称

位于水泥电杆两侧以及横担下方，并分别从横担

两侧底部的对称部位将横担托起；一对顶升支撑

机构，对称位于水泥电杆两侧并固定在所述的水

泥电杆上，该一对顶升支撑机构还对应位于所述

的一对横担固定机构下方，并分别支撑该一对横

担固定机构；每个顶升支撑机构分别包含：顶升

组件、控制组件、动力组件以及固定抱箍机构。其

优点是：可以解决在杆刀调换成柱上断路器时的

不停电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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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用于实现横担(210)的顶升作业，以解决

在杆刀调换成柱上断路器时的不停电作业问题，横担(210)置于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位

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对横担固定机构(220)，对称位于水泥电杆(100)两侧以及横担(210)下方，并分别从

横担(210)两侧底部的对称部位将横担(210)托起；

一对顶升支撑机构，对称位于水泥电杆(100)两侧并固定在所述的水泥电杆(100)上，

该一对顶升支撑机构还对应位于所述的一对横担固定机构(220)下方，并分别支撑该一对

横担固定机构(220)；

其中，每个顶升支撑机构分别包含：

顶升组件，位于水泥电杆(100)对应一侧，顶部对应连接横担固定机构(220)；

控制组件(700)，连接所述的顶升组件，其带动顶升组件在竖直方向内发生位移使得横

担固定机构(220)的高度得到调整；

动力组件(600)，连接所述的控制组件(700)，为其提供动力；

固定抱箍机构(300)，一端与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一侧固定连接，起到承力作用，另一

端连接所述的控制组件(700)以固定该控制组件(7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顶升组件包含一双面齿条(401)，该双面齿条(401)沿长度方向两侧分别具有一

根齿条；

所述的控制组件包含一传动机构，该传动机构包含：

一级蜗轮(711)，其中心轴与双面齿条(401)的长度方向一致；

一级蜗杆(712)，并啮合第一蜗轮(711)，该一级蜗杆(712)的中心轴与一级蜗轮(711)

的中心轴垂直；该一级蜗杆(712)的两端分别设有一级传动轴(713)，一端的一级传动轴

(713)上套设一第一二级蜗杆(721)，另一一级传动轴(713)上套设一第二二级蜗杆(722)；

二级左旋蜗轮(723)，其中心轴与一级传动轴(713)的中心轴垂直，该二级左旋蜗轮

(723)啮合第一二级蜗杆(721)；

二级右旋蜗轮(724)，其中心轴与一级传动轴(713)的中心轴垂直，该二级右旋蜗轮

(724)啮合第二二级蜗杆(722)；

第一二级传动轴(725)，其一端同轴连接所述的二级左旋蜗轮(723)；

第二二级传动轴(726)，其一端同轴连接所述的二级右旋蜗轮(724)；

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一二级传动轴(725)，该第一三级对咬

直齿轮(731)啮合双面齿条(401)上一侧的一根齿条；

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732)，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二二级传动轴(726)，该第一三级对咬

直齿轮(731)啮合双面齿条(401)上另一侧的一根齿条；

一级蜗轮(711)正向或反向转动，而后依次带动一级蜗杆(712)、第一二级蜗杆(721)以

及第二二级蜗杆(722)转动，由第一二级蜗杆(721)和第二二级蜗杆(722)分别带动二级左

旋蜗轮(723)和二级右旋涡轮(724)旋转，最后带动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和第二三级

对咬直齿轮(732)反向同步旋转动作，双面齿条(401)将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和第二

三级对咬直齿轮(732)的旋转运动转化成沿其自身长度方向发生的直线位移运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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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的动力组件(600)包含：

直流电机(601)，驱动所述的一级蜗轮(711)；

电机连接座(602)，用于固定直流电机(601)；

其中，所述的控制组件(700)还包含：

齿轮箱，传动机构设置在该齿轮箱内，直流电机(601)通过电机连接座(602)座于齿轮

箱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顶升

组件还包含：

顶升柱(402)，套设并固定在双面齿条(401)外，两侧设有用于使双面齿条(401)的一对

齿条外露的长槽条，顶升柱(402)对应穿过齿轮箱使露出的双面齿条(401)上的一对齿条与

传动机构对应啮合，顶升柱(402)顶端连接对应的一横担固定机构，双面齿条(401)在传动

机构的带动下带动顶升柱(402)做直线位移运动，使得横担(210)升高或降低；

滑套(502)，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外，由固定抱箍机构(300)连接固定，用于

支撑齿轮箱；

铜套(503)，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402)外并连接滑套(502)下方；

底部限位套(403)，固定在顶升柱(402)底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

抱箍机构(300)包含：

上抱箍(311)，半圆弧形，抱住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一侧半边；

斜拉调节杆(312)，一端连接上抱箍(311)，另一端通过套筒(501)与齿轮箱连接固定，

该套筒(501)间隙套设在齿轮箱顶部的双面齿条(401)外并固定在齿轮箱顶部；

下抱箍(321)，半圆弧形，位于上抱箍(311)下方，抱住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一侧半边；

固定连接杆(322)，一端连接下抱箍(321)，另一端通过燕尾固定槽(324)连接滑套

(502)；该固定连接杆(322)水平两侧设有一对侧向调节杆(323)，该一对侧向调节杆(323)

的一端分别连接下抱箍(321)的半圆弧两端，该一对侧向调节杆(32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滑

套(50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斜拉调节杆(312)两端分别与上抱箍(311)以及套筒(501)垂直转动连接；

所述一对侧向调节杆(323)的一端分别与下抱箍(321)的半圆弧两端水平转动连接，其

另一端分别与滑套(502)水平转动连接。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担

固定机构包含：

套管(221)，底部与顶升柱(402)顶部对应连接；

结构轴(222)，水平设置在套管(221)上；

横担左卡具(223)，套设在结构轴(222)左端，顶部设有槽口；

横担右卡具(224)，套设在结构轴(222)右端，顶部设有槽口；

结构轴(222)两端分别设有间距调节螺栓(225)，用于调节横担左卡具(223)和横担右

卡具(224)的间距。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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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遥控单元，连接所述每个顶升支撑机构中的动力组件(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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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柱上开关类设备带电作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动式顶升不停电

耐张和合横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配电带电作业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大力推广，许多线路的停电检修、停

电维护工作已经逐步被配网带电作业所替代。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是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开

展较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近几年，通过采用和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新工艺，带电作业已渗

透到线路工作的各个领域，为提高供电可靠性起到了相当的支撑作用。

[0003] 现有技术中，绝缘平台的结构和方式有很多种，但普遍存在以下缺点：

[0004] 1)体积、重量较大，使用繁琐；

[0005] 2)开展带电作业项目有不适用性；

[0006] 3)主要是吊塔型设备，很多作业地点无法到达；

[0007] 4)监督人员无法对平台的误操作进行有效制止。

[0008]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用户与工商企业对用电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带

电作业是提高供电可靠性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为了适应配网设备的改造和新设备、新技

术的应用，进一步促进配网带电作业的技术发展，拟在杆刀调换成柱上断路器时采用不停

电作业方式操作。

[0009] 目前浦东供电公司10KV配网中运行的杆刀有近1900套，配网改造中将逐步调换为

断路器，而杆刀和断路器的杆上装置形式有所不同，为充分利用砼杆高度，调换时需升高耐

张横担。由于暂时不能解决带电升高横担的问题，调换工作只能停电进行，大范围设备更新

改造对供电可靠性影响较大。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能够完成配网

作业中，杆刀移除后，耐张双横担位置提升的要求，能够大幅度增加带电作业次数，从而提

升带电作业化率，同时在操控性和安全性上大幅提升。

[0011]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2] 一种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用于实现横担的顶升作业，以解决在

杆刀调换成柱上断路器时的不停电作业问题，横担置于水泥电杆的对应位置，其特征是，包

含：

[0013] 一对横担固定机构，对称位于水泥电杆两侧以及横担下方，并分别从横担两侧底

部的对称部位将横担托起；

[0014] 一对顶升支撑机构，对称位于水泥电杆两侧并固定在所述的水泥电杆上，该一对

顶升支撑机构还对应位于所述的一对横担固定机构下方，并分别支撑该一对横担固定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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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每个顶升支撑机构分别包含：

[0016] 顶升组件，位于水泥电杆对应一侧，顶部对应连接横担固定机构；

[0017] 控制组件，连接所述的顶升组件，其带动顶升组件在竖直方向内发生位移使得横

担固定机构的高度得到调整；

[0018] 动力组件，连接所述的控制组件，为其提供动力；

[0019] 固定抱箍机构，一端与水泥电杆的对应一侧固定连接，起到承力作用，另一端连接

所述的控制组件以固定该控制组件。

[0020]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

[0021] 所述的顶升组件包含一双面齿条，该双面齿条沿长度方向两侧分别具有一根齿

条；

[0022] 所述的控制组件包含一传动机构，该传动机构包含：

[0023] 一级蜗轮，其中心轴与双面齿条的长度方向一致；

[0024] 一级蜗杆，并啮合第一蜗轮，该一级蜗杆的中心轴与一级蜗轮的中心轴垂直；该一

级蜗杆的两端分别设有一级传动轴，一端的一级传动轴上套设一第一二级蜗杆，另一一级

传动轴上套设一第二二级蜗杆；

[0025] 二级左旋蜗轮，其中心轴与一级传动轴的中心轴垂直，该二级左旋蜗轮啮合第一

二级蜗杆；

[0026] 二级右旋蜗轮，其中心轴与一级传动轴的中心轴垂直，该二级右旋蜗轮啮合第二

二级蜗杆；

[0027] 第一二级传动轴，其一端同轴连接所述的二级左旋蜗轮；

[0028] 第二二级传动轴，其一端同轴连接所述的二级右旋蜗轮；

[0029] 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一二级传动轴，该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

啮合双面齿条上一侧的一根齿条；

[0030] 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二二级传动轴，该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

啮合双面齿条上另一侧的一根齿条；

[0031] 一级蜗轮正向或反向转动，而后依次带动一级蜗杆、第一二级蜗杆以及第二二级

蜗杆转动，由第一二级蜗杆和第二二级蜗杆分别带动二级左旋蜗轮和二级右旋涡轮旋转，

最后带动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和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反向同步旋转动作，双面齿条将第一

三级对咬直齿轮和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的旋转运动转化成沿其自身长度方向发生的直线

位移运动。

[0032]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

[0033] 其中，所述的动力组件包含：

[0034] 直流电机，驱动所述的一级蜗轮；

[0035] 电机连接座，用于固定直流电机；

[0036] 其中，所述的控制组件还包含：

[0037] 齿轮箱，传动机构设置在该齿轮箱内，直流电机通过电机连接座座于齿轮箱上。

[0038]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所述的顶升组件还包含：

[0039] 顶升柱，套设并固定在双面齿条外，两侧设有用于使双面齿条的一对齿条外露的

长槽条，顶升柱对应穿过齿轮箱使露出的双面齿条上的一对齿条与传动机构对应啮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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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柱顶端连接对应的一横担固定机构，双面齿条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带动顶升柱做直线位

移运动，使得横担升高或降低；

[0040] 滑套，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外，由固定抱箍机构连接固定，用于支撑齿

轮箱；

[0041] 铜套，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外并连接滑套下方；

[0042] 底部限位套，固定在顶升柱底部。

[0043]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所述的固定抱箍机构包含：

[0044] 上抱箍，半圆弧形，抱住水泥电杆的对应一侧半边；

[0045] 斜拉调节杆，一端连接上抱箍，另一端通过套筒与齿轮箱连接固定，该套筒间隙套

设在齿轮箱顶部的双面齿条外并固定在齿轮箱顶部；

[0046] 下抱箍，半圆弧形，位于上抱箍下方，抱住水泥电杆的对应一侧半边；

[0047] 固定连接杆，一端连接下抱箍，另一端通过燕尾固定槽连接滑套；该固定连接杆水

平两侧设有一对侧向调节杆，该一对侧向调节杆的一端分别连接下抱箍的半圆弧两端，该

一对侧向调节杆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滑套。

[0048]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

[0049] 所述斜拉调节杆两端分别与上抱箍以及套筒垂直转动连接；

[0050] 所述一对侧向调节杆的一端分别与下抱箍的半圆弧两端水平转动连接，其另一端

分别与滑套水平转动连接。

[0051]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所述的横担固定机构包含：

[0052] 套管，底部与顶升柱顶部对应连接；

[0053] 结构轴，水平设置在套管上；

[0054] 横担左卡具，套设在结构轴左端，顶部设有槽口；

[0055] 横担右卡具，套设在结构轴右端，顶部设有槽口；

[0056] 结构轴两端分别设有间距调节螺栓，用于调节横担左卡具和横担右卡具的间距。

[0057] 上述的电动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其中，还包含：

[0058] 无线遥控单元，连接所述每个顶升支撑机构中的动力组件。

[005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60] 1、整套工具可以拆装，采用分段、分散存放。需要使用时进行组装，这样便于作业

人员携带，特别是郊区线路无公路和停车地点较远的地方，本套装置优势尤为显著，单件最

大重量不会超过15公斤；

[0061] 2、本装置可以承受导线和杆上设备的重力、导线不平衡张力对顶升臂产生的扭力

以及横担在顶升过程中与电杆之间的摩擦力，稳定性高，安全可靠；

[0062] 3、满足杆刀移除后，耐张双横担位置提升的要求，能够大幅度增加带电作业次数，

从而提升带电作业化率，同时在操控性和安全性上大幅提升。

附图说明

[006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64] 图2为本发明的控制组件中传动机构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65] 图3为本发明的动力组件和控制组件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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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图4为本发明的横担固定支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7]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详细说明一个较佳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

[0068] 在现有的线路杆刀开关中，有一部分需要拆除，更换其他形式的开关，在现有杆顶

杆刀开关拆除后，横担位置不符合标准装置安装要求，需要将原本安装于杆刀下方的横担，

顶升至要求位置，现有的工具无法实现横担的稳定提升。例如使用吊车起吊横担，在起吊过

程中由于吊车臂的摆幅不受控制，容易发生横担被起吊脱出电杆，从而引发事故的危险。

[0069]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的横担顶升难问题，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

式顶升不停电耐张和合横担设备，用于实现横担210的顶升作业，以解决在杆刀调换成柱上

断路器时的不停电作业问题，横担210置于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位置，并固定于水泥电杆100

上，该设备具体包含：一对横担固定机构220以及一对顶升支撑机构；一对横担固定机构220

对称位于水泥电杆100两侧以及横担210下方，并分别从横担210两侧底部的对称部位将横

担210托起；一对顶升支撑机构对称位于水泥电杆100两侧并固定在所述的水泥电杆100上，

该一对顶升支撑机构还对应位于所述的一对横担固定机构220下方，并分别支撑该一对横

担固定机构220。

[0070] 每个顶升支撑机构分别包含：顶升组件，位于水泥电杆100对应一侧，顶部对应连

接横担固定机构220；控制组件700，连接所述的顶升组件，通过带动顶升组件在竖直方向内

发生位移以调整横担固定机构220的高度；动力组件600，连接所述的控制组件700，为其提

供动力；固定抱箍机构300，一端与水泥电杆100的一侧固定连接，起到承力作用，另一端连

接所述的控制组件700以固定该控制组件700。本实施例中，还设有无线遥控单元，连接所述

每个顶升支撑机构中的动力组件600，可对动力组件600进行远程操控。

[0071] 如图2所示，所述的顶升组件包含一双面齿条401，该双面齿条401沿长度方向两侧

分别具有一根齿条；所述的控制组件包含一传动机构，该传动机构包含：一级蜗轮711，其中

心轴与双面齿条401的长度方向一致；一级蜗杆712，并啮合第一蜗轮711，该一级蜗杆712的

中心轴与一级蜗轮711的中心轴垂直；该一级蜗杆712的两端分别设有一级传动轴713，一端

的一级传动轴713上套设一第一二级蜗杆721，另一一级传动轴713上套设一第二二级蜗杆

722；二级左旋蜗轮723，其中心轴与其中一个一级传动轴713的中心轴垂直，该二级左旋蜗

轮723啮合第一二级蜗杆721；二级右旋蜗轮724，其中心轴与另一一级传动轴713的中心轴

垂直，该二级右旋蜗轮724啮合第二二级蜗杆722；第一二级传动轴725，其一端同轴连接所

述的二级左旋蜗轮723；第二二级传动轴726，其一端同轴连接所述的二级右旋蜗轮724；第

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一二级传动轴725，该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啮

合双面齿条401上一侧的一根齿条；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732，同轴连接所述的第二二级传

动轴726，该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啮合双面齿条401上另一侧的一根齿条；一级蜗轮711

正向或反向转动，而后依次带动一级蜗杆712、第一二级蜗杆721以及第二二级蜗杆722转

动，由第一二级蜗杆721和第二二级蜗杆722分别带动二级左旋蜗轮723和二级右旋涡轮724

旋转，最后带动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和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732反向同步旋转动作，双

面齿条401将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和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732的旋转运动转化成沿其自

身长度方向发生的直线位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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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如图3所示，所述的动力组件600包含：直流电机601，驱动所述的一级蜗轮711；电

机连接座602，用于固定直流电机601；其中，所述的控制组件700还包含：齿轮箱，传动机构

设置在该齿轮箱内，对应的双面齿条401两端分别穿出齿轮箱外，直流电机601通过电机连

接座602座于齿轮箱上。本实施例中，齿轮箱由主体741、边盖744、上盖742以及底盖743组

成，两一级传动轴713末端分别设有一一级传动轴轴承714，该一级传动轴轴承714由边盖

744支撑，第一二级传动轴725和第二二级传动轴726末端分别设有二级传动轴轴承727，该

二级传动轴轴承727由底盖743支撑。

[0073] 所述的顶升组件还包含：顶升柱402，套设并固定在双面齿条401外，两侧设有用于

使双面齿条401的一对齿条外露的长槽条，顶升柱402对应穿过齿轮箱，顶升柱402顶端套接

对应的一横担固定支架，双面齿条401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带动顶升柱402做直线位移运

动，使得横担210升高或降低；滑套502，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外，由固定抱箍机

构300连接固定，用于支撑齿轮箱；铜套503，间隙套设在齿轮箱底部的顶升柱402外并连接

滑套502下方；底部限位套403，固定在顶升柱402底部。

[0074] 所述的固定抱箍机构300包含：上抱箍311，半圆弧形，抱住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一

侧半边；斜拉调节杆312，一端连接上抱箍311，另一端通过套筒501与齿轮箱连接固定，该套

筒501间隙套设在齿轮箱顶部的双面齿条401外并固定在齿轮箱顶部；下抱箍321，半圆弧

形，位于上抱箍311下方，抱住水泥电杆100的对应一侧半边；固定连接杆322，一端连接下抱

箍321，另一端通过燕尾固定槽324连接滑套502，燕尾固定槽324可以实现固定抱箍机构300

和套筒501的快速套接固定，实现分段安装，减轻单体重量；该固定连接杆322水平两侧设有

一对侧向调节杆323，该一对侧向调节杆323的一端分别连接下抱箍321的半圆弧两端，该一

对侧向调节杆32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滑套502。

[0075] 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斜拉调节杆312一端与上抱箍311垂直转动连接，其另

一端与套筒501垂直转动连接；所述一对侧向调节杆323的一端分别与下抱箍321的半圆弧

两端水平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分别与滑套502水平转动连接，斜拉调节杆312与侧向调节杆

323配合分别在水平方向以及垂直方向起到抗风作用，稳定性极高。

[0076] 所述的横担固定支架220包含：套管221，底部与顶升柱402顶部对应连接；结构轴

222，水平设置在套管221上；横担左卡具223，套设在结构轴222左端，顶部设有槽口，用于夹

持横担210对应一侧底部；横担右卡具224，套设在结构轴222右端，顶部设有槽口，用于夹持

横担210对应一侧底部；结构轴222两端分别设有间距调节螺栓225，用于调节横担左卡具

223和横担右卡具224的间距，以适应不同尺寸的横担210。

[0077] 本实施例中，顶升组件、控制组件700、动力组件600以及固定抱箍机构300都采用

模块化设计，使得具有整体体积重量轻小、便于分阶段组装、操作简易等特点，具体的：1、顶

升组件整体为模块组装形式；2、控制组件700通过控制组件700中齿轮的整组更换可以实现

力矩和顶升速度的转换和便于维修；3、更换控制组件后，配套的动力系统可以实现方便的

匹配更换和维修；4、抱箍机构300实现对不同直径的电杆匹配适合的抱箍，实现快速更换。

[0078] 本发明可实现横担的稳定顶升作业，从而实现带电更换杆刀开关，本发明的工作

原理是，首先，通过固定抱箍机构300的一对上抱箍311以及一对下抱箍321实现整体设备与

电杆100的固定连接，需要设备顶升时，利用两级蜗轮蜗杆对电机的转速进行降速増扭处

理，带动直齿轮第一三级对咬直齿轮731、第二三级对咬直齿轮732产生反向同步旋转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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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与双面齿条401啮合，使与双面齿条401套接的顶升柱402实现直线运动，最终通过控

制电机的转动方向实现横担210的顶升和降落。

[0079]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述的

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

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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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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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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