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809703.7

(22)申请日 2019.05.31

(73)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地址 100031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专利权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72)发明人 刘况　段俊杰　史伟波　王远　

石秀岩　吴迪　祁永梅　慕莉　

郭雷　谈淼　田晖　卢志海　陈健　

张海杰　崔勇　孙伟兵　闫超　

梁昌　段立波　段立房　刘海红　

肖辉　林俊年　盖海龙　吕婷婷　

冀君　王皓　韩玉涛　孟庆承　

顾显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山东济南齐鲁科技专利事务

所有限公司 37108

代理人 杨彪　曲洋

(51)Int.Cl.

B66C 25/00(2006.01)

B66C 5/02(2006.01)

B66C 1/18(2006.01)

B66D 3/1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

(57)摘要

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包括并排设置

的两个龙门升降架，每个龙门升降架均包括有横

梁，在横梁的两端位置处均竖直设有立柱，每个

立柱的底部均固定连接底座，在所述横梁的底部

安装有两个手拉葫芦，两个手拉葫芦位于两立柱

之间。以克服目前拆装作业环节中所遇到的操作

空间受限，易误碰附近电器设备引发的安全隐

患，设备安装精度不可控的问题，实现GIS罐体拆

装环节的精准调控，进而有助于安全、高效、高质

量的完成GIS设备的检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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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并排设置的两个龙门升降架，每个龙

门升降架均包括有横梁(1)，在横梁(1)的两端位置处均竖直设有立柱(2)，每个立柱(2)的

底部均固定连接底座(3)，在所述横梁(1)的底部安装有两个手拉葫芦(4)，两个手拉葫芦

(4)位于两立柱(2)之间，所述两个手拉葫芦(4)的链条底端共同连接同一U型吊带(5)，在所

述横梁(1)的上部并排设有两个横移调整板(6)，每个横移调整板(6)均沿横梁(1)的长度方

向设置，在横移调整板(6)的两侧均开设有沿其长度方向设置的长条孔(7)，在所述长条孔

(7)内配合安装有螺杆(8)，螺杆(8)竖直设置且穿过长条孔(7)，位于横移调整板(6)两侧的

螺杆(8)上均设有螺帽(9)，所述螺帽(9)的直径大于长条孔(7)的宽度，能将螺杆(8)定位在

长条孔(7)的任意位置上，在所述同一侧的两个螺杆(8)上端固定连接有安装座(10)，安装

座(10)上设有手摇式千斤顶(11)，所述两个手摇式千斤顶(11)的上端共同连接托板(12)，

托板(12)沿横梁(1)的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托板(12)上还并排设有安放金属罐体的两个倾

斜凸块(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2)包括相

互套装的圆柱杆(14)和方柱(15)，圆柱杆(14)位于方柱(15)内部且能沿其上下移动，圆柱

杆(14)的底部和方柱(15)的上端开设有相配合的第一通孔(16)，贯穿的第一通孔(16)内插

接定位杆(17)能将圆柱杆(14)和方柱(15)定位，在所述圆柱杆(14)和横梁(1)之间设有连

接板(18)，横梁(1)的底部设有沿其长度方向布置的滑轨(19)，滑轨(19)的两端位置处均安

装挡板(20)，连接板(18)上开设有与滑轨(19)相配合的第一滑槽(21)，连接板(18)的底部

通过转轴与圆柱杆(14)相连接，在所述连接板(18)与圆柱杆(14)之间还设有斜撑杆(22)，

斜撑杆(22)的一端固定在圆柱杆(14)上，斜撑杆(22)的另一端上水平设有定位板(23)，定

位板(23)上安装定位锁紧装置，定位锁紧装置能将斜撑杆(22)和连接板(18)固定在滑轨

(19)上，在所述方柱(15)的外侧面上还开设有与斜撑杆(22)相配合的透槽(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锁紧装置

包括安装套(25)，安装套(25)竖直设置在定位板(23)的底部，在安装套(25)内配合安装有

插杆(26)，插杆(26)的底端伸出安装套(25)并连接拉环(27)，位于安装套(25)内的插杆

(26)上设有定位凸台(28)，所述定位凸台(28)位于安装套(25)内的安装槽(29)内，在安装

槽(29)内还安装有弹簧(30)，所述弹簧(30)位于凸台(28)底部、插杆(26)的外周，且弹簧

(30)始终有使插杆(26)的上端伸出定位板(23)的趋势，对应于插杆(26)的上端位置，在连

接板(18)和滑轨(19)上开设有与插杆(26)相配合的第二通孔(31)，插杆(26)能伸入第二通

孔(31)将定位板(23)和连接板(18)固定在滑轨(19)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底座(3)的

两端位置处均铰接有承重座(32)，每个承重座(32)上均设置滑套(33)，承重座(32)和底座

(3)的侧面上均开设有第二滑槽(34)，所述滑套(33)与第二滑槽(34)相配合，滑套(33)能沿

第二滑槽(34)在承重座(32)和底座(3)上滑动，在承重座(32)和底座(3)铰接位置的两侧上

均开设有第一定位螺孔(35)，滑套(33)上安装有与两个第一定位螺孔(35)位置相对应的第

一定位螺套(36)，每个第一定位螺套(36)内均安装第一定位螺栓(37)，第一定位螺栓(37)

能伸入第一定位螺孔(35)内，从而由滑套(33)将承重座(32)和底座(3)连接为一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套(33)上铰

接第一连接杆(38)，立柱(2)上铰接第二连接杆(39)，所述第二连接杆(39)套装在第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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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38)内，第二连接杆(39)上开设有第二定位螺孔(40)，第一连接杆(38)上安装有与之相

配合的第二螺套(41)和第二定位螺栓(42)，第二定位螺栓(42)能伸入第二定位螺孔(40)

内，将第一连接杆(38)和第二连接杆(39)连接为一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手摇式千

斤顶(11)的把手转轴之间安装有同步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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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变电站检修器具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

具。

背景技术

[0002] GIS是gas  insulated  metal-enclosed  switchgear的缩写，即“气体绝缘金属封

闭开关设备”，随着超高压六氟化硫GIS变电站的大规模投运，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GIS设备

会出现诸如内部放电、漏气等情况，这就需要拆解GIS故障气室的对接法兰，然后对GIS故障

处进行检修，检修完毕后再将拆解的GIS气室内部进行恢复，最后对气室的法兰进行对接紧

固，目前拆解GIS气室法兰时，大都需借助吊车将GIS壳体起吊，然后依靠人工拆卸法兰的紧

固螺栓，凭借吊车吊点移动和人力拖拽将法兰面分离，但由于吊车体积过大，其使用环境就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且吊车吊运过程中距离及方向不方便进行精确调节，极易误碰到其他

设备，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利用人力拖拽等也很容易划伤法兰面甚至损坏内部的电气设

备，费时费力还得不偿失，给GIS变电站的检修作业带来了一定麻烦。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以克服

目前拆装作业环节中所遇到的操作空间受限，易误碰附近电器设备引发的安全隐患，设备

安装精度不可控的问题，实现GIS罐体拆装环节的精准调控，进而有助于安全、高效、高质量

的完成GIS设备的检修工作。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包括并排设置的两个龙门升降架，每个龙门升降架均

包括有横梁，在横梁的两端位置处均竖直设有立柱，每个立柱的底部均固定连接底座，在所

述横梁的底部安装有两个手拉葫芦，两个手拉葫芦位于两立柱之间，所述两个手拉葫芦的

链条底端共同连接同一U型吊带，在所述横梁的上部并排设有两个横移调整板，每个横移调

整板均沿横梁的长度方向设置，在横移调整板的两侧均开设有沿其长度方向设置的长条

孔，在所述长条孔内配合安装有螺杆，螺杆竖直设置且穿过长条孔，位于横移调整板两侧的

螺杆上均设有螺帽，所述螺帽的直径大于长条孔的宽度，能将螺杆定位在长条孔的任意位

置上，在所述同一侧的两个螺杆上端固定连接有安装座，安装座上设有手摇式千斤顶，所述

两个手摇式千斤顶的上端共同连接托板，托板沿横梁的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托板上还并排

设有安放金属罐体的两个倾斜凸块。

[0006] 所述立柱包括相互套装的圆柱杆和方柱，圆柱杆位于方柱内部且能沿其上下移

动，圆柱杆的底部和方柱的上端开设有相配合的第一通孔，贯穿的第一通孔内插接定位杆

能将圆柱杆和方柱定位，在所述圆柱杆和横梁之间设有连接板，横梁的底部设有沿其长度

方向布置的滑轨，滑轨的两端位置处均安装挡板，连接板上开设有与滑轨相配合的第一滑

槽，连接板的底部通过转轴与圆柱杆相连接，在所述连接板与圆柱杆之间还设有斜撑杆，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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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杆的一端固定在圆柱杆上，斜撑杆的另一端上水平设有定位板，定位板上安装定位锁紧

装置，定位锁紧装置能将斜撑杆和连接板固定在滑轨上，在所述方柱的外侧面上还开设有

与斜撑杆相配合的透槽。所述定位锁紧装置包括安装套，安装套竖直设置在定位板的底部，

在安装套内配合安装有插杆，插杆的底端伸出安装套并连接拉环，位于安装套内的插杆上

设有定位凸台，所述定位凸台位于安装套内的安装槽内，在安装槽内还安装有弹簧，所述弹

簧位于凸台底部、插杆的外周，且弹簧始终有使插杆的上端伸出定位板的趋势，对应于插杆

的上端位置，在连接板和滑轨上开设有与插杆相配合的第二通孔，插杆能伸入第二通孔将

定位板和连接板固定在滑轨上。所述每个底座的两端位置处均铰接有承重座，每个承重座

上均设置滑套，承重座和底座的侧面上均开设有第二滑槽，所述滑套与第二滑槽相配合，滑

套能沿第二滑槽在承重座和底座上滑动，在承重座和底座铰接位置的两侧上均开设有第一

定位螺孔，滑套上安装有与两个第一定位螺孔位置相对应的第一定位螺套，每个第一定位

螺套内均安装第一定位螺栓，第一定位螺栓能伸入第一定位螺孔内，从而由滑套将承重座

和底座连接为一体。所述滑套上铰接第一连接杆，立柱上铰接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连接杆

套装在第一连接杆内，第二连接杆上开设有第二定位螺孔，第一连接杆上安装有与之相配

合的第二螺套和第二定位螺栓，第二定位螺栓能伸入第二定位螺孔内，将第一连接杆和第

二连接杆连接为一体。所述两个手摇式千斤顶的把手转轴之间安装有同步带。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整体

设备的体积较小，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内使用，提高了其检修的使用范围，拆装工具上安装有

手拉葫芦和手摇式千斤顶等距离调节装置，在降低作业者劳动强度的同时，还能保证拆装

过程中的法兰之间的安装精度，且整个操作过程都是在拆装工具的两个龙门升降架之间，

不会发生误碰电气设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底座上加设承重座，能提高整体设备的稳定性

和承重能力，而且整体装置还能够在非使用时进行拆装折叠收纳，以减少其存储空间，便于

转移运输，此外本实用新型还具有结构紧凑、易拆装、便于检修维护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龙门升降架的主视图；

[0010] 图3是图2的左视图；

[0011] 图4是图2中I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2] 图5是图4中A-A向剖视图；

[0013] 图6是图2中II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4] 图7是定位锁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8是底座加设承重座之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9是承重座折叠收纳的状态示意图；

[0017]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在非使用状态下的收纳示意图。

[0018] 图中1横梁2立柱3底座4手拉葫芦5U型吊带6横移调整板7长条孔8螺杆9  螺帽10安

装座11手摇式千斤顶12托板13倾斜凸块14圆柱杆15方柱16第一通孔17定位杆18连接板19

滑轨20挡板21第一滑槽22斜撑杆23定位板24透槽  25安装套26插杆27拉环28定位凸台29安

装槽30弹簧31第二通孔32承重座33  滑套34第二滑槽35第一定位螺孔36第一定位螺套3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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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螺栓38第一连接杆39第二连接杆40第二定位螺孔41第二螺套42第二定位螺栓43同

步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如图1所示，包括并排设置的两个

龙门升降架，待检修GIS气室的两端分别位于每个龙门升降架内即可进行连接法兰的拆装

作业，如图2所示，每个龙门升降架均包括有横梁1，在横梁1的两端位置处均竖直设有立柱

2，每个立柱2的底部均固定连接底座3，在所述横梁1的底部安装有两个手拉葫芦4，两个手

拉葫芦4位于两立柱2之间，所述两个手拉葫芦4的链条底端共同连接同一U型吊带5，所述U

型吊带5用于固定并提升低于横梁1位置的GIS  气室壳体，并通过操作人员来调整气室法兰

端面的位置，以便于提高法兰拆装作业的效率。

[0020] 对于超过横梁1高度处GIS气室的拆装，如图4所示，在所述横梁1的上部并排设有

两个横移调整板6，每个横移调整板6均沿横梁1的长度方向设置，如图5所示，在横移调整板

6的两侧均开设有沿其长度方向设置的长条孔7，在所述长条孔7内配合安装有螺杆8，螺杆8

竖直设置且穿过长条孔7，位于横移调整板6两侧的螺杆8  上均设有螺帽9，所述螺帽9的直

径大于长条孔7的宽度，能将螺杆8定位在长条孔7 的任意位置上。在所述同一侧的两个螺

杆8上端固定连接有安装座10，安装座10上设有手摇式千斤顶11，所述两个手摇式千斤顶11

的上端共同连接托板12，托板12  沿横梁1的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托板12上还并排设有安放

金属罐体的两个倾斜凸块  13。高度位置超过横梁1的GIS气室，对其进行连接法兰的拆装就

要将其置于托板12 的两个倾斜凸块13之间进行定位，若想调整托板12在横梁1长度方向上

的位置，则应将两侧螺杆8上的螺帽9旋松，同时移动两侧的安装座10至合适位置之后，再将

螺帽9旋紧，即可达到调整托板12以及其上GIS气室壳体横向位置的目的。而对于托板  12以

及其上GIS气室壳体在高度距离上的调整，通过两侧的手摇式千斤顶11即可完成，即省时省

力，还保证了调整精度，提高了作业效率。

[0021] 优选的，为了使整体装置便于拆装并折叠收纳，如图3所示，所述立柱2包括相互套

装的圆柱杆14和方柱15，圆柱杆14位于方柱15内部且能沿其上下移动。圆柱杆14的底部和

方柱15的上端开设有相配合的第一通孔16，当龙门升降架处于工作状态时，贯穿的第一通

孔16内插接定位杆17能将圆柱杆14和方柱15定位，此时圆柱杆14伸出方柱15达到指定高

度。

[0022] 此外如图6所示，在所述圆柱杆14和横梁1之间还设有连接板18，横梁1的底部设有

沿其长度方向布置的滑轨19，滑轨19的两端位置处均安装挡板20，连接板18  上开设有与滑

轨19相配合的第一滑槽21，连接板18的底部通过转轴与圆柱杆14相连接，圆柱杆14能相对

连接板18旋转，并且圆柱杆14和方柱15均能由连接板18  带动在滑轨19上相对移动。在所述

连接板18与圆柱杆14之间还设有斜撑杆22，斜撑杆22起到加强连接板18与圆柱杆14之间连

接强度的作用，斜撑杆22的一端固定在圆柱杆14上，斜撑杆22的另一端上水平设有定位板

23，定位板23上安装定位锁紧装置，定位锁紧装置能将斜撑杆22和连接板18固定在滑轨19

上，以保证处于工作状态时，圆柱杆14不会发生转动，圆柱杆14、方柱15和连接板18与滑轨

19处于相对固定状态，确保工作状态下整体装置的稳定性，上述定位锁紧装置可以是现有

的螺栓紧固件或定位插销。为了便于拆装收纳，在所述方柱15的外侧面上还开设有与斜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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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22相配合的透槽24。

[0023] 优选的，如图7所示，此处的定位锁紧装置可以包括安装套25，安装套25竖直设置

在定位板23的底部，在安装套25内配合安装有插杆26，插杆26的底端伸出安装套25并连接

拉环27，位于安装套25内的插杆26上设有定位凸台28，所述定位凸台28位于安装套25内的

安装槽29内，在安装槽29内还安装有弹簧30，所述弹簧30  位于凸台28底部、插杆26的外周，

且弹簧30始终有使插杆26的上端伸出定位板23 的趋势，对应于插杆26的上端位置，在连接

板18和滑轨19上开设有与插杆26相配合的第二通孔31，插杆26能伸入第二通孔31将定位板

23和连接板18固定在滑轨19 上。

[0024] 当需要将图2所示工装状态下的龙门升降架收纳为图10所示的非工作状态时，首

先操作人员拆除手拉葫芦4，拉动两侧的拉环27，使插杆26与第二通孔31分离，定位板23、斜

撑杆22和圆柱杆14不再与滑轨19固定，之后转动圆柱杆14，使斜撑杆  22位于圆柱杆14的外

侧位置，使两侧的圆柱杆14靠近之后，松开拉环27，重新将两侧的斜撑杆22与滑轨19相固

定，以防止收纳状态下产生滑动，最后拔掉定位杆17，圆柱杆14落入方柱15内，相对应的斜

撑杆22落入透槽24内，不仅降低了整体装置的高度，还由于透槽24对斜撑杆22的制约，进一

步防止了圆柱杆14与连接板18之间的转动，收纳操作简便易行，大大减小了储运空间，还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收纳状态下整体装置的稳定性。

[0025] 优选的，为了提高整体装置的承重能力和稳定性，如图8所示，所述每个底座3  的

两端位置处均铰接有承重座32，所述每个承重座32上均设置滑套33，承重座32  和底座3的

侧面上均开设有第二滑槽34，所述滑套33与第二滑槽34相配合，滑套33 能沿第二滑槽34在

承重座32和底座3上滑动。在承重座32和底座3铰接位置的两侧上均开设有第一定位螺孔

35，滑套33上安装有与两个第一定位螺孔35位置相对应的第一定位螺套36，每个第一定位

螺套36内均安装第一定位螺栓37，第一定位螺栓37 能伸入第一定位螺孔35内，从而由滑套

33将承重座32和底座3连接为一体。承重座  32的设置增加了龙门升降架与地面之间的接触

面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GIS气室在提升过程中的稳定性。

[0026] 优选的，为了进一步保证处于工作状态时，底座3和立柱2之间的连接强度，如图8

所示，所述滑套33上铰接第一连接杆38，立柱2上铰接第二连接杆39，所述第二连接杆39套

装在第一连接杆38内，第二连接杆39上开设有第二定位螺孔40，第一连接杆38上安装有与

之相配合的第二螺套41和第二定位螺栓42，第二定位螺栓42 能伸入第二定位螺孔40内，将

第一连接杆38和第二连接杆39连接为一体。第一连接杆38、第二连接杆39、底座3和立柱2之

间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结构，可确保工作时的稳定性，以免发生装置倾覆等安全隐患，保

证操作者的人身安全。

[0027] 当加设了承重座32以及第一连接杆38、第二连接杆39的装置需要收纳时，如图  9

所示，首先转动第一定位螺栓37和第二定位螺栓42，使其分别与第一定位螺孔35  和第二定

位螺孔40分离，然后将滑套33沿第二滑槽34移至立柱2位置处，此时第二连接杆39伸入第一

连接杆38内，最后将承重座32沿铰接轴向内旋转至底座3上，如图9所示，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了整体收纳的空间，便于携带及转移运输使用。

[0028] 优选的，为了便于操作人员对托板12在高度方向上的调节，如图4所示，所述两个

手摇式千斤顶11的把手转轴之间安装有同步带43，转动其中任意一个手摇式千斤顶11的调

节把手，即可带动另一个手摇式千斤顶11进行实时同步调节，简化了高度方向上的调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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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提高了作业效率。

[0029] 上述GIS金属罐体拆装工具轻便可调，稳定性和强度可靠，更加适合在小空间内进

行GIS设备的吊装拆装操作，极大地降低了作业难度，提高了作业效率，降低了GIS  气室罐

体安装的偏差距离，安装牢靠，降低了维修操作后的返工率，避免了安装过程中附近设备的

误碰现象，同时整体装置收纳之后对储存空间的要求也较小，便于携带及转移运输。

[0030]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限制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实施例的范围内。本实用新

型未详尽描述的技术内容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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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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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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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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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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