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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电力检修工具箱，涉及电力检

修领域，该工具箱的底板通过第一伸缩件与收纳

盒的底部连接；收纳盒的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

一个观察连接板；一个观察连接板上安装第二伸

缩件，第二伸缩件的活动端通过第一转盘与第一

转轴连接，第一转轴的自由端安装夹持件；另一

个观察连接板上安装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通过

第二转盘与第二转轴连接，第二转轴的自由端安

装有夹持件。使用该电力检修工具箱该工具箱可

以通过第一伸缩件将收纳盒置于施工人员方便

操作的高度，从而便于施工人员进行施工。收纳

盒对施工器具进行有序归置。可以配合满足施工

人员的观察要求，解放施工人员的双手，防止意

外的发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9397222 A

2019.03.01

CN
 1
09
39
72
22
 A



1.一种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第一伸缩件(2)、收纳盒(3)、夹持

件(4)、第二伸缩件(7)、第一转轴(71)和第二转轴(8)；

所述底板(1)通过第一伸缩件(2)与收纳盒(3)的底部连接；

所述收纳盒(3)的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观察连接板(36)；

其中一个观察连接板(36)上安装第二伸缩件(7)，所述第二伸缩件(7)的活动端通过第

一转盘(711)与第一转轴(71)连接，所述第一转轴(71)的自由端安装夹持件(4)；

另一个观察连接板(36)上安装有第二转轴(8)，所述第二转轴(8)通过第二转盘(81)与

第二转轴(8)连接，所述第二转轴(8)的自由端安装有夹持件(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盒(3)内设置有红外摄

像仪收纳格(31)、显示屏收纳格(32)、连接线收纳格(33)、第一工具收纳格(34)和第二工具

收纳格(35)，所述连接线收纳格(33)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的宽度相同，所述连接线收

纳格(33)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对齐设置在收纳盒(3)的A侧，所述红外摄像仪收纳格

(31)与第二工具收纳格(35)对齐设置，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35)设置在与收纳盒(3)的A侧

相邻的B侧，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35)与第一工具收纳格(34)对齐设置，所述第一工具收纳

格(34)设置在与收纳盒(3)的B侧相对的D侧。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B侧为靠近使用者的一侧，所

述第二工具收纳格(35)的靠近B侧的立板为折叠板(351)，所述折叠板(351)铰接在收纳盒

(3)的底面上，所述收纳盒(3)设置有与折叠板(351)配合的止挡(352)。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收纳格(33)和红外摄

像仪收纳格(34)共用一个封盖，所述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显示屏收纳格(32)、第二工具

收纳格(35)共用一个封盖。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的外侧设置

有绑带(11)，所述绑带(11)的两端设置有相互配合的魔术贴(111)。

6.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件(4)为弹性伸

缩夹持件(4)。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件(4)包括基板(41)、右

夹板(42)和左夹臂(43)，所述右夹板(42)固定安装在基板(41)的一端，所述左夹臂(43)可

移动与基板(41)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力检修工具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41)的底部设置有连接

圆筒，所述夹持件(4)通过连接圆筒、连接头(44)、紧固件的配合与第一转轴(71)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97222 A

2



电力检修工具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了电力检修工具箱，涉及电力检修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检修现场作业时，需要搬运的工具和仪器较多，变电站基本上都无检修间，所

需工具一般均由检修人员携带进入检修现场，且变电站也未配置检修桌，使得各种工具摆

放较为混乱，给检修工作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费时费力，摆放较为杂乱，使得检修现场混乱，

并且很容易丢失或损坏；工具的配置不完善、摆放不合理，给电力检修造成诸多不便。

[0003] 同时由于在检修过程中，由于电力故障，部分地区的施工现场光线不足，仅凭肉眼

或者普通的手电筒或者探照灯，无法满足施工人员的观察要求，容易导致忽视施工现场安

全隐患的情况出现，严重时还会导致意外发生。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电力检修工具箱。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电力检修工具箱，包括底板、第一伸缩件、收纳盒、夹持

件、第二伸缩件、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所述底板通过第一伸缩件与收纳盒的底部连接；所

述收纳盒的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观察连接板；其中一个观察连接板上安装第二伸缩

件，所述第二伸缩件的活动端通过第一转盘与第一转轴连接，所述第一转轴的自由端安装

夹持件；另一个观察连接板上安装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通过第二转盘与第二转轴连

接，所述第二转轴的自由端安装有夹持件。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收纳盒内设置有红外摄像仪收纳格、显示屏收纳格、

连接线收纳格、第一工具收纳格和第二工具收纳格，所述连接线收纳格和红外摄像仪收纳

格的宽度相同，所述连接线收纳格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对齐设置在收纳盒的A侧，所述红外

摄像仪收纳格与第二工具收纳格对齐设置，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设置在与收纳盒A侧相邻

的B侧，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与第一工具收纳格对齐设置，所述第一工具收纳格设置在与收

纳盒B侧相对的D侧。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B侧为靠近使用者的一侧，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的靠

近B侧的立板为折叠板，所述折叠板铰接在收纳盒的底面上，所述收纳盒设置有与折叠板配

合的止挡。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连接线收纳格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共用一个封盖，

所述红外摄像仪收纳格、显示屏收纳格、第二工具收纳格共用一个封盖。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底板的外侧设置有绑带，所述绑带的两端设置有相

互配合的魔术贴。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夹持件为弹性伸缩夹持件。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夹持件包括基板、右夹板和左夹臂，所述右夹板固定

安装在基板的一端，所述左夹臂可移动与基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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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基板的底部设置有连接圆筒，所述夹持件通过连接

圆筒、连接头和紧固件的配合与第一转轴连接。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了电力检修工具箱，该工具箱可以通过第一伸

缩件将收纳盒置于施工人员方便操作的高度，从而便于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其中，检修工具

和红外摄像仪、显示屏等观察仪器可以放置在收纳盒内，从而对施工器具进行有序归置。

[0014] 为了方便施工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观察，在收纳盒的两侧分别设置观察连接板，

显示屏通过夹持件、第二转轴安装在观察连接板上，红外摄像仪通过夹持件、第一转轴、第

二伸缩件安装在另一观察连接板上，施工人员可以根据自身习惯通过调整第二转轴的偏转

角对显示屏的设置角度进行调整，红外摄像仪的摄像角度可以通过第二伸缩件以及第一转

轴进行调整。

[0015] 使用该电力检修工具箱可以配合满足施工人员的观察要求，解放施工人员的双

手，防止意外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电力检修工具箱主视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电力检修工具箱俯视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夹持结构示意图。

[0017] 其中，1、底板，11、绑带，111、魔术贴，2、第一伸缩件，3、收纳盒，31、红外摄像仪收

纳格，32、显示屏收纳格，33、连接线收纳格，34、第一工具收纳格、35、第二工具收纳格，351、

折叠板，352、止挡，36、观察连接板，4、夹持件，41、基板，42、右夹板，43、左夹臂，44、连接头，

5、红外摄像仪，6、显示屏，7、第二伸缩件，71、第一转轴，711、第一转盘，8、第二转轴，81、第

二转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介绍。

[0019] 同时，由于下文所述的只是部分实施例，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0] 实施例1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力检修工具箱，包括底板1、第一伸缩件2、收纳盒3、

夹持件4、第二伸缩件7、第一转轴71和第二转轴8；底板1通过第一伸缩件2与收纳盒3的底部

连接；收纳盒3的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观察连接板36；其中一个观察连接板36上安装

第二伸缩件7，第二伸缩件7的活动端通过第一转盘711与第一转轴71连接，第一转轴71的自

由端安装夹持件4；另一个观察连接板36上安装有第二转轴8，第二转轴8通过第二转盘81与

第二转轴8连接，第二转轴8的自由端安装有夹持件4。

[0021] 其中安装在第一转轴71上的夹持件4用于夹持红外摄像仪5，安装在第二转轴8上

的夹持件4用于夹持显示屏6，所述红外摄像仪5和显示屏6通过连接线连接。

[0022] 该工具箱可以通过第一伸缩件2将收纳盒3置于施工人员方便操作的高度，从而便

于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其中，检修工具和红外摄像仪5、显示屏6等观察仪器可以放置在收纳

盒3内，从而对施工器具进行有序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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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为了方便施工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观察，在收纳盒3的两侧分别设置观察连接板

36，显示屏6通过夹持件4、第二转轴8安装在观察连接板36上，红外摄像仪5通过夹持件4、第

一转轴71、第二伸缩件7安装在另一观察连接板36上，施工人员可以根据自身习惯通过调整

第二转轴8的偏转角对显示屏6的设置角度进行调整，红外摄像仪5的摄像角度可以通过第

二伸缩件7以及第一转轴71进行调整。

[0024] 使用该电力检修工具箱可以配合满足施工人员的观察要求，解放施工人员的双

手，防止意外的发生。

[0025] 实施例2

考虑到空间构成，以及收纳的便捷性和进行电力维修前所需的准备工作，收纳盒3如图

2所示，在其内设置有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显示屏收纳格32、连接线收纳格33、第一工具收

纳格34和第二工具收纳格35。

[0026] 如图2所示，所述连接线收纳格33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的宽度相同，所述连接线

收纳格33和红外摄像仪5收纳格31对齐设置在收纳盒3的A侧，所述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与

第二工具收纳格35对齐设置，所述第二工具收纳格35设置在与A侧相邻的B侧，所述第二工

具收纳格35与第一工具收纳格34对齐设置，所述第一工具收纳格34设置在与B侧相对的D

侧。

[0027] 其中，B侧为靠近使用者的一侧，第二工具收纳格35的靠近B侧的立板为折叠板

351，折叠板351铰接在收纳盒3的底面上，收纳盒3设置有与折叠板351配合的止挡352。当折

叠板351打开，将第二工具收纳格35中的物品取出或移位到红外摄像仪5收纳格31、连接线

收纳格33或显示屏6收纳格32后，可将第二工具收纳格35作为工作平台使用，从而便于进行

维修准备，或对拆卸下来的设备进行调试、维护。

[0028] 红外摄像仪5放置在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内，显示屏6放置在显示屏收纳格32内，

连接线放置在连接线收纳格33内，从而便于取放。

[0029] 此外还可将连接线收纳格33和红外摄像仪收纳格31共用一个封盖，第一工具收纳

格34、显示屏收纳格32、第二工具收纳格35共用一个封盖，以此便于实现不同功能区分，在

进行操作准备时，可只打开第二工具收纳格35所在区域的封盖，以缩小施工空间。

[0030] 作为优选，底板1的外侧设置有绑带11，绑带11的两端设置有相互配合的魔术贴

111。

[0031] 在此基础上，也可在收纳盒3的A、C两个侧面的外部设置绑带，以便携带。

[0032] 实施例3

如图3所示，夹持件4为弹性伸缩夹持件4。夹持件4包括基板41、右夹板42和左夹臂43，

右夹板42固定安装在基板41的一端，左夹臂43可移动与基板41连接，该结构为现有技术，在

此不多做赘述。

[0033] 此外，基板41的底部设置有连接圆筒，夹持件4通过连接圆筒、连接头44和紧固件

的配合与第一转轴71连接，施工人员可以通过调节基板41的偏转角度，对红外摄像仪5的摄

像角度进行调整。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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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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