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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
避雷线，
包括导电线，
导电线外设有保护套，
导电
线与保护套之间安装有绝缘层，
保护套与避雷器
连接，
导电线与接地引线连接，
导电线包括若干
根金属绞线和光纤电缆，
若干根金属绞线均内置
有导电砂，
若干根金属绞线和光纤电缆绞合形成
导电线；
本实用新型在架空线路遭受雷击时能快
速的把雷电电流导入大地，
防止输电导线遭受雷
击，
同时也减少因避雷线感应电压而造成的电能
消耗，
为输电架空线路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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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用于连接避雷器和接地引线，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导电线，
所述导电线外设有保护套，
所述导电线与保护套之间安装有绝缘层，
所述保护
套与避雷器连接，
所述导电线与接地引线连接，
所述导电线包括若干根金属绞线和光纤电
缆，
若干根所述金属绞线均内置有导电砂，
若干根所述金属绞线和光纤电缆绞合形成所述
导电线。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绞线为不锈钢绞线。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护套的制作材料为一导体材料。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绝缘层为聚乙烯绝缘体。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体材料为铝。
6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不锈钢绞线的直径大于等于0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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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 力系统输电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
线。
背景技术
[0002] 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中主要环节，
是通过电力传输、
交换、调节和分配等方式
进行电力输送的主要方法。
由于在工作中，
因架空输电线路野外露天架设，
其主要的特点和
因素在于其分布面积广，
所经过区域的环境较为复杂，
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形
成不同故障和形态差异。输电线路一旦出现故障，
则有可能造成供电区域的供电安全和供
电效率，
严重时甚至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危及到社会安全和发展。
[0003] 雷害是当前架空输电线路中最常见的病害形式之一，
其在正常输电过程中由于受
到雷雨天气和雷电的影响形成过电压，
从而造成对电路输电设备的影响。
[0004] 架空避雷线对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对保证电网结构和电力系统良好运行有着
决定性作用；
目前避雷线在一些特殊情况（如绕击雷）还是不能完全保护输电线路。新型输
电线路避雷线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输电线路不遭受雷击和降低线路的损耗。
[0005] 为了减少传输线路的电能损耗，
目前都采用高压（110kV—750kV）交流电来进行远
距离输送，
高压输电线路经过的各式各样的地理环境条件，
因此经过一些雷击重灾区也是
在所难免，
为了防止雷击的侵害，
架空线路上就需要架设避雷线(架空地线) ，
原来传统的架
空线路的避雷线为镀锌钢绞线，
架设在铁塔的顶端并于接地引线连接在一起，
当有雷电打
到输电线路上时，
雷电电流能过快速的通过避雷线和接地引线流入大地，
确保架空线路的
正常运行，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绕击雷），
传统避雷线还是不能完全保护输电线路不
遭受雷击的事故，
一旦输电线路遭受雷击造成线路故障，
将给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将带
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影响。
同时，
由于架空导线传输的高压交流电 ，
就会在避雷线上产生感
应电压，
而避雷线与大地之间采用裸铜绞线直接连接，
这样在避雷线上就有感应电流通过，
这样在避雷线上就会产生电能损耗（P=I2R），
所以现有传统的避雷线存在着消耗大量电能、
浪费资源的缺陷。
[0006]
例如，
一种在中国专利文献上公开的“一种特高压换流站采用双分裂导线的避雷
线”，
其公告号：
CN203747055U，
其申请日：
2013年12月27日，
包括两根避雷线；
所述两根避雷
线并行连接于两座避雷线塔之间，
且所述两根并行的避雷线的一端均与第一避雷线塔的顶
板导电连接，
所述两根并行的避雷线的另一端均与第二避雷线塔的顶板导电连接；
还包括
间隔棒；
所述两根并行的避雷线通过至少一个间隔棒固定。该申请的避雷线没有对避雷线
的本身结构进行改进，
只是对避雷线的安装位置和数量进行改进，
其依然使用传统镀锌钢
绞线制成的避雷线，
在避雷线进行雷电流引流时易产生感应电路，
造成电能大量浪费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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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现有的技术中避雷线在进行雷电流引流时易产生感应电流、
造成电能浪费的问题；
提供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采用全新的结构设计，
确保避雷
线能够完全起到保护输电导线不受雷击，
同时在不会再避雷线上有感应电流的产生而造成
电能浪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
一种新型架空
输电线路避雷线，用于连接避雷器和接地引线，
包括导电线，
所述导电线外设有保护套，
所
述导电线与保护套之间安装有绝缘层，
所述保护套与避雷器连接，
所述导电线与接地引线
连接，
所述导电线包括若干根金属绞线和光纤电缆，
若干根所述金属绞线均内置有导电砂，
若干根所述金属绞线和光纤电缆绞合形成所述导电线。本实用新型的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
架设安装在输电线路上方，
在架设时保护套与避雷器相连接，
导电线与接地引线相连接，
既
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也能在正常的交流电传输过程中不会产生涡流损耗，
减少电能的损耗，
内置导电砂，
使得金属绞线与光纤电缆的绞合更加紧密。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的金属绞线为不锈钢绞线。设置不锈钢绞线，
使得日常的交流电运
输不会产生涡流损耗。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的保护套的制作材料为一导体材料。保护套导体结合绝缘层和内
导电线，
相当于一个耦合变压器，
进一步减少电能损耗。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的绝缘层为聚乙烯绝缘体。采用聚乙烯材料作为绝缘层，
绝缘效果
更好。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的导体材料为铝。当雷电打到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上时，
铝护
套电阻较原先镀锌钢绞线小很多，
这样雷电电流能够快速的被导入大地，
保护输电线路正
常运行，
确保避雷线能够完全起到保护输电导线不受雷击。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的不锈钢绞线的直径大于等于0 .5mm。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在架空线路遭受雷击时能快速的把雷电电
流导入大地，
防止输电导线遭受雷击，
同时也减少因避雷线感应电压而造成的电能消耗，
为
输电架空线路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例一的避雷线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 .导电线，
2 .绝缘层，
3 .保护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实施例，
并结合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18] 实施例一：
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线，用于连接避雷器和接地引线，
如图1所
示，
包括导电线1，
导电线1外设有保护套3，
导电线1与保护套3之间安装有聚乙烯绝缘层2，
保护套3与避雷器连接，
导电线1与接地引线连接，
导电线1包括若干根不锈钢绞线和光纤电
缆，
若干根不锈钢绞线均内置有导电砂，
若干根不锈钢绞线和光纤电缆绞合形成导电线1。
[0019] 保护套3的制作材料为铝导体材料，
不锈钢绞线的直径大于等于0 .5mm。
[0020] 在具体应用中，
避雷线架设在两个塔杆之间，
位于输电线路的上方，
架设时铝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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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3与避雷器相连接，
不锈钢绞线与接地引线相连接，
既能承受很大的拉力，
也在正常的交
流电传输过程中不会产生涡流损耗，
减少电能的损耗；
当雷电打到新型架空输电线路避雷
线上时，
铝保护套3电阻较原先镀锌钢绞线小很多，
这样雷电电流能够快速的被导入大地，
保护输电线路正常运行。在日常线路运行过程中，
一方面内导体为不锈钢，
所以也不会产生
涡流，
另外外导体（铝保护套3）与内导体之间有一层聚乙烯绝缘层2的存在，
相当于一个耦
合变压器，
所以也不会造成电能损耗，
为输电架空线路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002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较佳的方案，
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
形式上的限制，
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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