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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

方法，包括表托，表托通过滑动导槽结构与电表

连接，表托的主体为一平板，主体的一侧相邻的

三条边缘向上延伸出三块背板形成一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的底板上开有若干个并排的插头安装

孔位；框架结构的底板的内侧固定连接插头座，

插头座内下半部分通过定位槽与插头限位块两

侧的卡槽安装，使得插头限位块上部并排的若干

个半圆结构与插头座的若干个半圆结构配合形

成若干个圆孔，圆孔位置正对应安装孔位；探针

穿过插头座上的探针孔并限位于框架结构内侧

的底板上；安装孔位和圆孔配合定位，并安装有

插头，插头位于框架结构内侧一端的头端安装有

灯笼花弹片。本发明便于插拔，具备一次性插入

功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3941054 B

2017.03.01

CN
 1
03
94
10
54
 B



1.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包括表托(4)，表托(4)通过滑动导槽结构与单相电能表(8)

连接，其特征是：所述的表托(4)的主体为一平板，所述主体的一侧相邻的三条边缘向上延

伸出三块背板形成一框架结构，所述框架结构的底板(9)上开有若干个并排的安装孔位；所

述底板(9)的内侧固定连接插头座(2)，所述插头座(2)内下半部分通过定位槽与插头限位

块(3)两侧的卡槽配合安装，使得插头限位块(3)上部并排的若干个半圆结构与插头座(2)

的若干个半圆结构配合形成若干个圆孔，圆孔位置正对应安装孔位；探针(5)穿过插头座

(2)上的探针孔(10)限位于底板(9)上安装孔位上方一侧；所述的安装孔位和圆孔内定位，

并安装有插头(7)，所述的插头(7)形状为半圆柱状，所述插头(7)包括插头主体(13)和插头

限位圈(14)，插头主体(13)上从头到尾依次是导电平台(16)、防转平台(17)和电阻焊平台

(15)，所述防转平台(17)位于半圆柱的平面上形成一个平面凸台，防转平台(17)上有插头

限位圈(14)，插头限位圈(14)圆弧半径小于或大于防转平台(17)的圆弧半径，所述框架结

构底板(9)的内侧通过四个角上的螺丝(6)与插头座(2)固定，所述探针(5)固定在底板(9)

上部一角。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相电能表接插件的使用方法，包括；

1)将插头(7)的电阻焊平台(15)用电阻焊机器焊上导线，且焊点的外径小于插头主体

(13)的外径；

2)将插头(7)与底板(9)的安装孔位保持在同轴位置；

3)将插头限位块(3)插入插头座(2)下面，使得插头(7)在径向和轴向上都限位住；

4)将导线依次从框架结构的底板(9)内侧通过安装孔位推入底板(9)中；

5)用螺丝(6)拧紧底板(9)和插头座(2)；

6)判断插头(7)上是否有灯笼花弹片安装槽(12)，如果有所述灯笼花弹片安装槽(12)，

则套上灯笼花弹片(1)；

7)将单相电能表顺着表托上的滑动导槽结构插入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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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单相电能表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网的改造升级，单相电能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然而目前电能表与断路器

隔离开关是依靠接线的方式进行安装，由于采用是人工螺钉拧紧的方式，导致现场安装施

工工作量大，很容易出现错接、漏接，造成安全隐患，同时也加大了运营的成本，故需要设计

一种更为简便且安全的接线装置以替代原有的接线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以解决原

有接线装置过于复杂，接线不便的问题。

[0004] 本发明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包括表托，

表托通过滑动导槽结构与单相电能表连接，所述的表托的主体为一平板，所述主体的一侧

相邻的三条边缘向上延伸出三块背板形成一框架结构，所述框架结构的底板上开有若干个

并排的安装孔位；所述底板的内侧固定连接插头座，所述插头座内下半部分通过定位槽与

插头限位块两侧的卡槽配合安装，使得插头限位块上部并排的若干个半圆结构与插头座的

若干个半圆结构配合形成若干个圆孔，圆孔位置正对应安装孔位；探针穿过插头座上的探

针孔限位于底板上安装孔位上方一侧；所述的安装孔位和圆孔内定位，并安装有插头。

[0005] 所述的插头形状为柱状，所述插头从头到尾依次为插头头部、灯笼花弹片安装部、

插头主体和电阻焊平台，所述的插头主体的中间有插头限位圈，所述的电阻焊平台为半圆

柱型，所述的灯笼花弹片安装槽的直径小于插头主体和插头头部的直径，插头限位圈的直

径大于插头主体的直径，灯笼花弹片安装槽上套有灯笼花弹片。

[0006] 所述的插头形状为柱状，所述插头从头到尾依次为插头头部、灯笼花弹片安装部、

插头主体和电阻焊平台，所述的插头主体的中间有插头限位圈，所述的电阻焊平台为半圆

柱型，所述灯笼花弹片安装槽的直径小于插头主体和插头头部的直径，插头限位圈的直径

小于插头主体的直径，灯笼花弹片安装槽上套有灯笼花弹片。

[0007] 所述灯笼花弹片为中空柱体，所述中空柱体外表面呈斜纹镂空状并于柱体中段向

外膨胀形成弧度。

[0008] 所述灯笼花弹片为中空柱体，所述中空柱体外表面呈竖纹镂空状并于柱体中段向

外膨胀形成弧度。

[0009] 所述的插头形状为半圆柱状，所述插头包括插头主体和插头限位圈，插头主体上

从头到尾依次是导电平台、防转平台和电阻焊平台，所述防转平台位于半圆柱的平面上形

成一个平面凸台，防转平台上有插头限位圈，插头限位圈圆弧半径大于防转平台的圆弧半

径。

[0010] 所述的插头形状为半圆柱状，所述插头包括插头主体和插头限位圈，插头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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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依次是导电平台、防转平台和电阻焊平台，所述防转平台位于半圆柱的平面上形

成一个平面凸台，所述防转平台上有插头限位圈，插头限位圈圆弧半径小于防转平台的圆

弧半径。

[0011] 所述框架结构底板的内侧通过四个角上的螺丝与插头座固定。

[0012] 所述探针固定在底板上部一角。

[0013] 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使用方法，包括；

[0014] 1)将插头的电阻焊平台用电阻焊机器焊上导线，且焊点的外径小于插头主体的外

径；

[0015] 2)将插头与底座的安装孔位保持在同轴位置；

[0016] 3)将插头限位块插入插头座下面，使得插头在径向和轴向上都限位住；

[0017] 4)将导线依次从框架结构的底板内侧通过安装孔位推入底板中；

[0018] 5)用螺丝拧紧底板和插头座；

[0019] 6)判断插头上是否有灯笼花弹片安装槽，如果有所述灯笼花弹片安装槽，则套上

灯笼花弹片；

[0020] 7)将单相电能表顺着表托上的滑动导槽结构插入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完成安装。

[0021] 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采用插拔的接线方式取代原先的接线方式，可有效避免错接、漏接的情况，

减少现场施工安装的工作量。本实用新型的进线处为封闭的框架结构，使得进线连接部分

更为安全。本实用新型通过灯笼花弹片、安装孔位和圆孔配合的方式进行定位，使得单相电

能表插拔具备一定的插拔强度。其中灯笼花采用铍铜材料制作，并进行热处理，表面进行镀

银处理。有效解决了过盈配合时插头材料具有较高弹性及耐摩擦性。每种规格插头实现了

与公差范围(±0.1mm)内相应的电能表插孔过盈配合或(插入)间隙配合，有效解决了灯笼

花连接部分长时间通电温升极限值的稳定性(如表一所示)。

[0023] (表一)温升极限值

[0024]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爆炸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透视图示意图一。

[0027] 图3为本发明透视示意图二。

[0028] 图4为单相电能表示意图。

[0029] 图5为灯笼花弹片示意图一。

[0030] 图6为灯笼花弹片示意图二。

[0031] 图7为插头示意图一。

[0032] 图8为插头示意图二。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3941054 B

4



[0033] 图9为插头示意图三。

[0034] 图10为插头示意图四。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36] 实施例1

[0037] 如图1～10所示，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包括灯笼花弹片1，插头座2，

插头限位块3，表托4，探针5，螺丝6，插头7，单相电能表8，底板9，探针孔10，插头头部11，灯

笼花弹片安装槽12，插头主体13，插头限位圈14，电阻焊平台15，导电平台16，防转平台17。

表托4通过滑动导线结构与单相电能表8连接，所述的表托4的主体为一平板，所述主体的一

侧相邻的三条边缘向上延伸出三块背板形成一框架结构，所述框架结构的底板9上开有四

个并排的安装孔位；所述框架结构的底板9的内侧固定连接插头座2，所述插头座2内下半部

分通过定位槽与插头限位块3两侧的卡槽安装，使得插头限位块3上部并排的四个半圆结构

与插头座2的四个半圆结构配合形成四个圆孔，圆孔位置正对应安装孔位；探针5穿过插头

座2上的探针孔10固定于框架结构内侧的底板9上；安装孔位和圆孔内配合定位有插头7，所

述插头7位于框架结构内侧一端的头端安装有灯笼花弹片1。其中，所述的框架结构的底板9

内侧通过四个角上的螺丝固定有插头座。所述的探针5固定在底板9上部一角。所述的灯笼

花弹片1为中空柱体，并于柱体中部向外膨胀形成弧度，且外表面镂空。

[0038] 不难发现，本发明采用插拔的接线方式取代原先的接线方式，可有效避免错接、漏

接的情况。本发明的进线处为封闭的框架结构，使得进线连接部分更为安全。本发明通过灯

笼花弹片、安装孔位和圆孔配合的方式进行定位，使得插头便于插拔，具备一次性插入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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