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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

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它由第一支架、悬挂固定装置、第二支架、扁铁、

多个固带装置构成；本发明还揭示了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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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且安全可靠等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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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它由第一支架、悬挂固定装置、第二

支架、扁铁、多个固带装置构成；第一支架由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第一横杆、第二

横杆、第三横杆、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第一容杆部件构成，第一横杆的首端连接第

二横杆尾端、第二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三横杆尾端、第三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一横杆尾端，第一

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三横杆的首端与第一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二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一横

杆的首端与第二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三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二横杆的首端与第三横杆尾端

连接处，第一容杆部件位于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的上方，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

部件都位于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的上方，且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分别位

于第一容杆部件两侧，第一限位部件、第一容杆部件、第二限位部件三者围成第一凹槽腔，

第一容杆部件与第二横杆之间具有接地桩；第二支架由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第

四横杆、第五横杆、第六横杆、第三限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构成，第四横杆

的首端连接第五横杆尾端、第五横杆的首端连接第六横杆尾端、第六横杆的首端连接第四

横杆尾端，第四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六横杆的首端与第四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五竖杆的下

端连接在第四横杆的首端与第五横杆尾端连接处，第六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五横杆的首端

与第六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二容杆部件位于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第七竖杆的上方，第三限

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都位于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的上方，且第三限位部件、第四

限位部件分别位于第二容杆部件两侧，第三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第四限位部件三者围

成第二凹槽腔；悬挂固定装置由横杆、固定安装在横杆下方的多个悬挂部件构成，每个悬挂

部件由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连接环、圆柱形连接杆、圆柱形连接头构成，圆柱形连接杆与圆

柱形连接头的轴线重合，圆柱形连接头的圆柱部分的直径大于圆柱形连接杆的圆柱部分的

直径；所述扁铁固定安装在最右端的悬挂部件下方；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相对放置且放置状

态时：第一凹槽腔与第二凹槽腔是相平行的，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的一端放置在第一凹槽

腔上，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的另一端放置在第二凹槽腔上，所有悬挂固定装置都位于第一

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每个固带装置由拉环部件和容带部件构成，拉环部件由圆柱形环本

体、环状体构成，环状体位于圆柱形环本体上方且环状体的轴线所在的平面与圆柱形环本

体的上表面所在的平面是相垂直的，圆柱形环本体中央具有上、下贯通的连接孔、连接孔内

具有内螺牙，所述拉环部件是一体式结构；容带部件由容带柱形体构成，容带柱形体中央具

有容带柱环，容带柱环中央具有向下凹陷的容带凹槽，容带凹槽的中央具有上下贯通容带

柱形体的连接通孔，容带柱形体与容带柱环之间形成有带体缓冲凹槽，容带柱环的上表面

低于容带柱形体的上表面，容带凹槽、带体缓冲凹槽两者的下表面都是不贯穿容带柱形体

的下表面的；圆柱形环本体可以部分或全部置入容带凹槽中；连接孔的直径不大于连接通

孔的直径；所述装置在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时，将打过孔的第一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

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下方的下测试柱上，并将第一导线带连接在

扁铁上；将打过孔的第二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

绝缘子上方的上测试柱上，并将第二导线带连接在接地桩上；所述环状体内部具有环扣；所

述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三者的上端连在一起；所述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

三者的上端连在一起；所述第二横杆外侧安装有第一滑轮；所述第五横杆外侧安装有第二

滑轮。

2.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它使用了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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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时，将悬式绝缘子依次挂在悬挂固定装

置上，并使层数为7；再将打过孔的第一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

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下方的下测试柱上，并将第一导线带连接在扁铁上；将打过孔的第二

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上方的上测试柱

上，并将第二导线带连接在接地桩上；开启电源，使高压变压器输出高电压并保持0.35分钟

每片，若悬式绝缘子不击穿则完成该组测试，反之若有悬式绝缘子击穿，则更换了被击穿的

悬式绝缘子再重新进行耐压测试，直到完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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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及测试方法

[0001] 本申请是名称为：一种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及测试方法、申请日为：

2015年9月30日、申请号为：201510638135.5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及

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现有技术中，架空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的母线均须用绝缘子支持，悬式瓷绝缘子使

用在高压输电线路上，为输电线路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然而，运行中绝缘子质量问

题导致的线路停电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悬式绝缘子使用前的耐压试验显得尤为重要。

[0004] 近年来随着随州电网的迅猛发展、新建及扩建输变电工程不断增多，导致悬式绝

缘子的需求量激增，使得绝缘子耐压试验工作量巨大。而现有试验方法耗时、费力、接线复

杂、工作效率较低无法满足现场需求；现有技术中，绝缘子耐压试验过程为：搬运、拆除绝缘

子包装；悬挂、固定绝缘子；缠绕试验短接线；连接试验高压线、地线；绝缘子升压试验；试验

完毕包装搬运；其中，悬挂采用近8字形的挂钩，左上及右下各有一个开口，左上的开口挂在

横杆上，右下的开口用于挂绝缘子，这种方式极不安全、极不可靠，极易造成成串的绝缘子

倒塌；缠绕试验短接线时，试验短接线极易起毛刺及划伤工作人员的手，需要多根短接线而

且缠绕速度慢、短接线不便于重复使用；现有技术中也无专用的架子供横杆布放。申请人对

于检修分公司电气试验班在2014年3月份至2014年8月份对悬式绝缘子进行耐压试验的统

计分析，得到如下数据：

[0005] 试验时间         参与人数    绝缘子片数  耗时总数     工作效率（分/片）

[0006] 2014.3.1         5人          560片        318分钟      0.568

[0007] 2014.3.5         5人          574片        325分钟      0.566

[0008] 2014.3.6         5人          553片        315分钟      0.569

[0009] 2014.3.7         5人          567片        318分钟      0.560

[0010] 2014.5.10        5人          580片        330分钟      0.568

[0011] 2014.5.12        5人          560片        320分钟      0.571

[0012] 2014.7.3         5人          588片        327分钟      0.556

[0013] 2014.7.4         5人          574片        331分钟      0.576

[0014] 2014.7.5         5人          595片        335分钟      0.563

[0015] 申请人进一步对用时比例进行统计，得到如下的原始平均数据：

[0016] 绝缘子拆装与搬运占46%、短接线缠绕与拆除占31%、高压线地线连接与拆除占8%、

绝缘子悬挂与固定占4%、升占试验占8%、其它辅助工作占3%。

[0017] 因此，耐压试验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且其中前三个因素占了主要部分，影响了速度

与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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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揭示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它

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9] 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它由第一支架、悬挂固定装置、第

二支架、扁铁、多个固带装置构成；第一支架由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第一横杆、第

二横杆、第三横杆、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第一容杆部件构成，第一横杆的首端连接

第二横杆尾端、第二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三横杆尾端、第三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一横杆尾端，第

一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三横杆的首端与第一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二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一

横杆的首端与第二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三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二横杆的首端与第三横杆尾

端连接处，第一容杆部件位于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的上方，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

位部件都位于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的上方，且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分别

位于第一容杆部件两侧，第一限位部件、第一容杆部件、第二限位部件三者围成第一凹槽

腔，第一容杆部件与第二横杆之间具有接地桩111；第二支架由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

杆、第四横杆、第五横杆、第六横杆、第三限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构成，第四

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五横杆尾端、第五横杆的首端连接第六横杆尾端、第六横杆的首端连接

第四横杆尾端，第四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六横杆的首端与第四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五竖杆

的下端连接在第四横杆的首端与第五横杆尾端连接处，第六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五横杆的

首端与第六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二容杆部件位于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第七竖杆的上方，第

三限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都位于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的上方，且第三限位部件、

第四限位部件分别位于第二容杆部件两侧，第三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第四限位部件三

者围成第二凹槽腔；悬挂固定装置由横杆、固定安装在横杆下方的多个悬挂部件构成，每个

悬挂部件由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连接环、圆柱形连接杆、圆柱形连接头构成，圆柱形连接杆

与圆柱形连接头的轴线重合，圆柱形连接头的圆柱部分的直径大于圆柱形连接杆的圆柱部

分的直径；所述扁铁固定安装在最右端的悬挂部件下方；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相对放置且放

置状态时：第一凹槽腔与第二凹槽腔是相平行的，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的一端放置在第一

凹槽腔上，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的另一端放置在第二凹槽腔上，所有悬挂固定装置都位于

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每个固带装置由拉环部件和容带部件构成，拉环部件由圆柱形

环本体、环状体构成，环状体位于圆柱形环本体上方且环状体的轴线所在的平面与圆柱形

环本体的上表面所在的平面是相垂直的，圆柱形环本体中央具有上、下贯通的连接孔、连接

孔内具有内螺牙，所述拉环部件是一体式结构；容带部件由容带柱形体构成，容带柱形体中

央具有容带柱环，容带柱环中央具有向下凹陷的容带凹槽，容带凹槽的中央具有上下贯通

容带柱形体的连接通孔，容带柱形体与容带柱环之间形成有带体缓冲凹槽，容带柱环的上

表面低于容带柱形体的上表面，容带凹槽、带体缓冲凹槽两者的下表面都是不贯穿容带柱

形体的下表面的；圆柱形环本体可以部分或全部置入容带凹槽中；连接孔的直径不大于连

接通孔的直径；所述装置在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时，将打过孔的第一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

环本体32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下方的下测试柱上，并将第一导线带

连接在扁铁上；将打过孔的第二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

在悬式绝缘子上方的上测试柱上，并将第二导线带连接在接地桩上。

[0020] 一种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它使用了权利要求所述的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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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时，将悬式绝缘子依次挂在悬挂固定

装置上，并使层数为7；再将将打过孔的第一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

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下方的下测试柱上，并将第一导线带连接在扁铁上；将打过孔的

第二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与容带柱形体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上方的上测试

柱上，并将第二导线带连接在接地桩上；开启电源，使高压变压器输出高电压并保持0.35分

钟每片，若悬式绝缘子不击穿则完成该组测试，反之若有悬式绝缘子击穿，则更换了被击穿

的悬式绝缘子再重新进行耐压测试，直到完成为止。

[0021] 因此，本发明具有结构简单、易制作、易使用、可节省人工成本且安全可靠等有益

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使用状态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中使用的固带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2安装导线带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耐压试验的电路示意图。

[0026] 实施实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请见图1至图4，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它由第一支架、悬

挂固定装置、第二支架、扁铁24、多个固带装置构成；第一支架由第一竖杆11、第二竖杆12、

第三竖杆13、第一横杆14、第二横杆15、第三横杆16、第一限位部件17、第二限位部件18、第

一容杆部件19构成，第一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二横杆尾端、第二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三横杆尾

端、第三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一横杆尾端，第一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三横杆的首端与第一横

杆尾端连接处，第二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一横杆的首端与第二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三竖杆

的下端连接在第二横杆的首端与第三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一容杆部件位于第一竖杆、第二

竖杆、第三竖杆的上方，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都位于第一竖杆、第二竖杆、第三竖杆

的上方，且第一限位部件、第二限位部件分别位于第一容杆部件两侧，第一限位部件、第一

容杆部件、第二限位部件三者围成第一凹槽腔，第一容杆部件与第二横杆之间具有接地桩

111；第二支架由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第四横杆、第五横杆、第六横杆、第三限位

部件、第四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构成，第四横杆的首端连接第五横杆尾端、第五横杆的

首端连接第六横杆尾端、第六横杆的首端连接第四横杆尾端，第四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六

横杆的首端与第四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五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四横杆的首端与第五横杆尾

端连接处，第六竖杆的下端连接在第五横杆的首端与第六横杆尾端连接处，第二容杆部件

位于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第七竖杆的上方，第三限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都位于第四竖杆、

第五竖杆、第六竖杆的上方，且第三限位部件、第四限位部件分别位于第二容杆部件两侧，

第三限位部件、第二容杆部件、第四限位部件三者围成第二凹槽腔；悬挂固定装置由横杆2、

固定安装在横杆下方的多个悬挂部件构成，每个悬挂部件由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连接环

21、圆柱形连接杆22、圆柱形连接头23构成，圆柱形连接杆与圆柱形连接头的轴线重合，圆

柱形连接头的圆柱部分的直径大于圆柱形连接杆的圆柱部分的直径；所述扁铁固定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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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右端的悬挂部件下方；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相对放置且放置状态时：第一凹槽腔与第二凹

槽腔是相平行的，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的一端放置在第一凹槽腔上，悬挂固定装置的横杆

的另一端放置在第二凹槽腔上，所有悬挂固定装置都位于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每个

固带装置由拉环部件和容带部件构成，拉环部件由圆柱形环本体32、环状体31构成，环状体

位于圆柱形环本体上方且环状体的轴线所在的平面与圆柱形环本体的上表面所在的平面

是相垂直的，圆柱形环本体中央具有上、下贯通的连接孔34、连接孔内具有内螺牙341，所述

拉环部件是一体式结构；容带部件由容带柱形体51构成，容带柱形体中央具有容带柱环52，

容带柱环中央具有向下凹陷的容带凹槽53，容带凹槽的中央具有上下贯通容带柱形体的连

接通孔54，容带柱形体与容带柱环之间形成有带体缓冲凹槽55，容带柱环的上表面低于容

带柱形体的上表面，容带凹槽、带体缓冲凹槽两者的下表面都是不贯穿容带柱形体的下表

面的；圆柱形环本体可以部分或全部置入容带凹槽中；连接孔的直径不大于连接通孔的直

径；所述装置在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时，将打过孔的第一导线带4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32与

容带柱形体51之间，然后固定在悬式绝缘子下方的下测试柱上，并将第一导线带连接在扁

铁24上；将打过孔的第二导线带固定在圆柱形环本体32与容带柱形体51之间，然后固定在

悬式绝缘子上方的上测试柱上，并将第二导线带4连接在接地桩111上。

[0028] 上述所述的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环状体31内部具

有环扣33，这样便于安装。

[0029] 上述所述的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竖杆、第二

竖杆、第三竖杆三者是平行设置的；所述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三者是平行设置的。

[0030] 上述所述的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竖杆、第二

竖杆、第三竖杆三者的上端连在一起；所述第四竖杆、第五竖杆、第六竖杆三者的上端连在

一起。

[0031] 上述所述的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横杆外侧安

装有第一滑轮。

[0032] 上述所述的能快速测试悬式绝缘子耐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横杆外侧安

装有第二滑轮。

[0033] 本发明使用时，还可以采用螺钉，穿过内螺牙341将导线带固定；本发明中的第一

导线带与第二导线来可以是相同的材料，其横截面为矩形，且由金属线编织而成。

[0034] 本发明中，悬挂固定装置使得悬式绝缘子的固定稳定、可靠，不会发生现有技术中

的多个悬式绝缘子倾倒的现象；且圆柱形连接头可方便地与悬式绝缘子相连接且保持足够

的强度；  第二/第横杆外侧安装有滑轮，便于运输；每个固带装置确保了使用导线带，不会

产生导线松散、不易回收的现象；导线带可以反复使用；使用时，将高压连接在角铁处，将地

线连接在接地桩上，只需将试验用变压器连接在角铁、接地桩上即可，大大地减少了接线的

次数，经过试验得到以下数据：

[0035] 试验时间    参与人数   绝缘子片数   耗时总数     工作效率（分/片）

[0036] 2014.11.5    5人         880片         318分钟      0.361

[0037] 2014.11.6    5人         894片         323分钟      0.361

[0038] 2014.11.7    5人         901片         320分钟      0.355

[0039] 从上面可以看出，与现有技术相比，明显减少了耗时数，提高了工作效率，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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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了36.6%，减少了人工成本支出。

[0040] 因此，本发明具有结构简单、易制作、易使用、测试方法简单、易掌握，工作人员工

作时间更短；可节省人工成本且安全可靠等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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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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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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