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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包括分别装在

热压机上的上顶板和下底板，下底板位于上顶板

正下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上顶板上的上

型腔板、固定在下底板上且与上型腔板对应配合

的下型腔板和对称设置于下型腔板左右两侧的

滑块，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型腔板上，所述的

滑块滑移配合装在下底板上，且滑块均与上顶板

斜面滑移配合，随上顶板下压而向下型腔板靠近

并压紧，上型腔板沿垂向压紧下型腔板上的铺层

纤维纸浆，滑块沿水平方向压紧下型腔板上的铺

层纤维纸浆。本发明实现异型绝缘成型件一次性

整体热压成型，保证成型件表面平整无网纹且厚

度及密封均匀分布，质量稳定性高；本发明还提

供一种异型绝缘成型件和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

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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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包括分别装在热压机上的上顶板（1）和下底板（2），下

底板（2）位于上顶板（1）正下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上顶板（1）上的上型腔板（3）、固

定在下底板（2）上且与上型腔板（3）对应配合的下型腔板（4）和对称设置于下型腔板（4）左

右两侧的滑块（5），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型腔板（4）上，所述的滑块（5）滑移配合装在下底

板（2）上，且滑块（5）均与上顶板（（1）斜面滑移配合，随上顶板（1）下压而向下型腔板（4）靠

近并压紧，上型腔板（3）沿垂向压紧下型腔板（4）上的铺层纤维纸浆，滑块（5）沿水平方向压

紧下型腔板（4）上的铺层纤维纸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块（5）与下

型腔板（4）相对的面上固定有形状与大小与下型腔板（4）相对应的压板（51），压板（51）随滑

块（5）向下型腔板（4）的移动而压紧下型腔板（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垫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块（5）底部

具有定位导向块（52），下底板（2）上开有与定位导向块（52）导向配合的导向滑槽（21），滑块

（5）的纵截面呈直角三角形状，上顶板（1）具有滑块（5）的倾斜面配合的斜面（11），且两个斜

面（11）呈V字型对称设置，上型腔板（3）装在两个斜面（11）对称分布的中心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型腔板（4）

由下定位板（41）和位于下定位板（41）顶部且与下定位板（41）一体成型的纸浆贴敷板（42）

组成，下定位板（41）与下底板（2）固定，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纸浆贴敷板（42）上，下定位板

（41）具有水平设置的定位平肩（41.1），上型腔板（3）上具有与定位平肩（41.1）相对应的水

平抵靠部（31），水平抵靠部（31）抵在定位平肩（41.1）上限制上型腔板（3）继续下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平肩

（41.1）对称设置在纸浆贴敷板（42）前后两侧，且定位平肩（41.1）上可拆装的装有垂向限位

块（41.2），垂向限位块（41.2）从定位平肩（41.1）上凸出，水平低靠部（31）抵在垂向限位块

（41.2）上限制上型腔板（3）继续下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定位板

（41）与滑块（5）相对的侧面上可拆卸的装有水平限位块（41.3），且水平限位块（41.3）对称

设置在纸浆贴敷板（42）前后两侧，水平限位块（41.3）从下定位板（41）的侧面上凸出，滑块

（5）随上顶板（1）下压而压紧水平限位块（41.3）。

7.采用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而成的异型绝缘

成型件，横截面呈U型，包括与变压器端部线圈转弯部分对应的弧形转弯部（A）和设置在弧

形转弯部（A）两端的直线延伸部（B），所述的弧形转弯部（A）和直线延伸部（B）为热压而成的

一体成型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

纶纤维纸浆为原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成。

9.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成型步骤如下：

S1：将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6任一项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合模升温至

90-100度。

S2：将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打开至开模状态，将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

型腔板（4）上，再次合模逐步加压升温热压，热压温度150-240度，成型压力4-10MPa。

S3：热压时间依据产品厚度决定，保温热压完成后冷却至100度以下出模，取出毛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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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边及加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2中的

纤维纸浆是指湿度为60-90%的芳纶纤维湿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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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产品及成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属于电气绝缘件制造技术领域，本

发明还涉及一种异型绝缘成型件和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油浸变压器中绝缘用层压板可用于线匝和导线之间绝缘、层和隔板之间绝缘、

磁芯绝缘以及引线和搭接之间绝缘。绝缘用层压板能够帮助降低变压器生命周期成本，为

公共电网、工业和铁路市场提供安全保障。绝缘用层压板提供了优异的抗收缩和压缩性能，

其在压缩负荷下可提供出色的稳定性，这种优异的回复能力可帮助确保线圈结构保持紧

密，即使在使用多年后仍能够耐受短路力，这就使得油浸变压器即使在超出使用寿命之后

仍能继续可靠地运行。因此，绝缘件的制造工艺非常重要，在制造过程中，绝缘纸的密度要

高，一定要使湿纸紧实，中间不能有空隙，同时要确保绝缘纸不发生裂痕，影响其绝缘性。

[0003] 检索到油浸变压器的绝缘成型件的相关现有专利文献有：

1、CN201210457533-超特高压变压器绝缘件的湿法成型工艺；

2、CN201310063354-大型油浸式变压器绝缘端圈及其制作工艺；

3、CN201310446861-一种变压器线圈绝缘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4、CN201610769485-一种高密度芳纶绝缘硬纸板的制备方法；

5、CN201710418794-抑制空间电荷积聚的间位芳纶绝缘纸的制备方法；

6、CN201810240800-一种多层复合芳纶纸的制备方法；

7、CN201620940814-基于芳纶纸的绝缘用层压板；

8、CN201310497073-一种电抗器用整体角环压制成型模具及成型方法。

[0004] 现有技术的缺点是：

（1）现有的异型绝缘成型件无法满足耐高温性能；

（2）现有的异型绝缘成型件大多通过手工湿法成型或结合模压的方式制备，制备效率

低同时批次稳定性差异大；

（3）异型件表面不平整，存在网纹，且密度及厚度不均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产品及成型方法，实现异型绝缘成型

件一次性整体热压成型，保证成型件表面平整无网纹且厚度及密封均匀分布，质量稳定性

高；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纶纤维纸浆为原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成，表面平整无网纹，

各位置厚度及密度均匀，批次稳定性好，长期耐温达到200℃以上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

可充分满足油浸变压器中绝缘件的使用需求。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包括分别装在热压机上的上顶板和下底板，下底板位于

上顶板正下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上顶板上的上型腔板、固定在下底板上且与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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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板对应配合的下型腔板和对称设置于下型腔板左右两侧的滑块，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

型腔板上，所述的滑块滑移配合装在下底板上，且滑块均与上顶板斜面滑移配合，随上顶板

下压而向下型腔板靠近并压紧，上型腔板沿垂向压紧下型腔板上的铺层纤维纸浆，滑块沿

水平方向压紧下型腔板上的铺层纤维纸浆。

[0007] 优选的，所述的滑块与下型腔板相对的面上固定有形状与大小与下型腔板相对应

的压板，压板随滑块向下型腔板的移动而压紧下型腔板。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滑块底部具有定位导向块，下底板上开有与定位导向块导向配合

的导向滑槽，滑块的纵截面呈直角三角形状，上顶板具有滑块的倾斜面配合的斜面，且两个

斜面呈V字型对称设置，上型腔板装在两个斜面对称分布的中心位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下型腔板由下定位板和位于下定位板顶部且与下定位板一体成型

的纸浆贴敷板组成，下定位板与下底板固定，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纸浆贴敷板上，下定位板

具有水平设置的定位平肩，上型腔板上具有与定位平肩相对应的水平抵靠部，水平抵靠部

抵在定位平肩上限制上型腔板继续下压。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定位平肩对称设置在纸浆贴敷板前后两侧，且定位平肩上可拆装

的装有垂向限位块，垂向限位块从定位平肩上凸出，水平低靠部抵在垂向限位块上限制上

型腔板继续下压。

[0011] 优选的，所述的下定位板与滑块相对的侧面上可拆卸的装有水平限位块，且水平

限位块对称设置在纸浆贴敷板前后两侧，水平限位块从下定位板的侧面上凸出，滑块随上

顶板下压而压紧水平限位块。

[0012] 采用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而成的异型绝缘成型件，横截面

呈U型，包括与变压器端部线圈转弯部分对应的弧形转弯部和设置在弧形转弯部两端的直

线延伸部，所述的弧形转弯部和直线延伸部为热压而成的一体成型结构。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纶纤维纸浆为原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

成。

[0014] 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成型步骤如下：

S1：将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合模升温至90-100度。

[0015] S2：将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打开至开模状态，将纤维纸浆铺层贴敷

于下型腔板上，再次合模逐步加压升温热压，热压温度150-240度，成型压力4-10MPa。

[0016] S3:热压时间依据产品厚度决定，保温热压完成后冷却至100度以下出模，取出毛

坯去毛边及加工。

[0017]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S2中的纤维纸浆是指湿度为60-90%的芳纶纤维湿纸浆。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垂向加压时，上顶板下压，通过与滑块的斜面

滑移配合，带动滑块向下型腔板靠近并压紧，铺层纤维纸浆垂向通过上型腔板压紧，水平方

向通过滑块压紧，实现双向的同步热压，保证铺层纤维纸浆在热压时各侧的受力均匀性，实

现异型绝缘成型件一次性整体热压成型，保证成型件表面平整无网纹且厚度及密度均匀分

布，成型件的质量稳定性高。

[0019] 2、下定位板具有水平设置的定位平肩，上型腔板上具有与定位平肩相对应的水平

抵靠部，通过定位平肩与水平抵靠部的抵靠限制上型腔板的下压位移，并且定位平肩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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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的装有垂向限位块，下定位板与滑块相对的侧面上可拆卸的装有水平限位块，用垂直

向限位块与水平限位块调整成型件的壁厚，保证成型绝缘件各部位厚度均匀，提高模具的

成型可靠性和实用性。

[0020] 3、本发明的异型绝缘成型件套于变压器端部线圈上，弧形转弯部与变压器端部线

圈的转弯部分完整贴合，通过U型截面与线圈卡紧，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纶纤维纸浆为原

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成，表面平整无网纹，各位置厚度及密度均匀，批次稳定性好，长

期耐温达到200℃以上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可充分满足油浸变压器中绝缘件的使用需

求。

[0021] 4、本发明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采用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异

型绝缘成型件，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型腔板上，热压过程只需进行垂向加压，操作简易，

易于实现，异型绝缘成型件的质量稳定性高。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具体实施方式中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开模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滑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垂向限位块和水平限位块装在下型腔板上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纤维纸浆贴敷于下型腔板上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图1至图5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详细说明。

[0028] 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包括分别装在热压机上的上顶板1和下底板2，下底

板2位于上顶板1正下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在上顶板1上的上型腔板3、固定在下底板2

上且与上型腔板3对应配合的下型腔板4和对称设置于下型腔板4左右两侧的滑块5，纤维纸

浆铺层贴敷于下型腔板4上，所述的滑块5滑移配合装在下底板2上，且滑块5均与上顶板1斜

面滑移配合，随上顶板1下压而向下型腔板4靠近并压紧，上型腔板3沿垂向压紧下型腔板4

上的铺层纤维纸浆，滑块5沿水平方向压紧下型腔板4上的铺层纤维纸浆。

[0029] 如图所示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垂向加压时上顶板1下压，通过与滑块5

的斜面滑移配合，带动滑块5向下型腔板4靠近并压紧，铺层纤维纸浆垂向通过上型腔板3压

紧，水平方向通过滑块5压紧，实现双向的同步热压，保证铺层纤维纸浆在热压时各侧的受

力均匀性，实现异型绝缘成型件一次性整体热压成型，保证成型件表面平整无网纹且厚度

及密封均匀分布，成型件的质量稳定性高。

[0030] 其中，所述的滑块5与下型腔板4相对的面上固定有形状与大小与下型腔板4相对

应的压板51，压板51随滑块5向下型腔板4的移动而压紧下型腔板4。压板51与下型腔板4的

形状及大小相对应，压紧在下型腔板4的左右两侧，对下型腔板4施加均匀的水平压力，进一

步保证成型件的密度及厚度均匀性。

[0031] 其中，所述的滑块5底部具有定位导向块52，下底板2上开有与定位导向块52导向

配合的导向滑槽21，通过定位导向块52与导向滑槽21的导向配合对滑块5在下底板2上的滑

移方向进行定位，防止滑块5运行偏移；滑块5的纵截面呈直角三角形状，上顶板1具有滑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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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斜面配合的斜面11，且两个斜面11呈V字型对称设置，上型腔板3装在两个斜面11对称

分布的中心位置，保证两个滑块5的运动同步性，两个滑块5在下顶板1的下压过程中同步运

动，同步对下型腔板4施加水平压力。

[0032] 其中，所述的下型腔板4由下定位板41和位于下定位板41顶部且与下定位板41一

体成型的纸浆贴敷板42组成，下定位板41与下底板2固定，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纸浆贴敷板

42上，下定位板41具有水平设置的定位平肩41.1，上型腔板3上具有与定位平肩41.1相对应

的水平抵靠部31，水平抵靠部31抵在定位平肩41.1上限制上型腔板3继续下压。通过定位平

肩41.1与水平抵靠部31的抵靠限制上型腔板的下压位移，避免上型腔板3下压超限，提高模

具的加压可靠性。

[0033] 其中，所述的定位平肩41.1对称设置在纸浆贴敷板42前后两侧，且定位平肩41.1

上可拆装的装有垂向限位块41.2，垂向限位块41.2从定位平肩41.1上凸出，水平低靠部31

抵在垂向限位块41.2上限制上型腔板3继续下压。所述的下定位板41与滑块5相对的侧面上

可拆卸的装有水平限位块41.3，且水平限位块41.3对称设置在纸浆贴敷板42前后两侧，水

平限位块41.3从下定位板41的侧面上凸出，滑块5随上顶板1下压而压紧水平限位块41.3。

通过垂直向限位块41.2与水平限位块41.2调整成型件的壁厚，保证成型绝缘件各部位厚度

均匀，提高模具的成型可靠性和实用性。

[0034] 为了避免在热压形成过程中污染纤维纸浆，上型腔板3、下型腔板4、压板51、垂向

限位块41.2、水平限位块41.3的材质均采用抗锈蚀的316L不锈钢，耐腐蚀性能好，不生锈。

[0035] 本发明还保护采用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而成的异型绝缘

成型件，横截面呈U型，包括与变压器端部线圈转弯部分对应的弧形转弯部A和设置在弧形

转弯部A两端的直线延伸部B，所述的弧形转弯部A和直线延伸部B为热压而成的一体成型结

构。

[0036] 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纶纤维纸浆为原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成。

[0037] 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套于变压器端部线圈上，弧形转弯部与变压器端部线

圈的转弯部分完整贴合，通过U型截面与线圈卡紧，异型绝缘成型件以纯芳纶纤维纸浆为原

料通过一次性整体热压而成，表面平整无网纹，各位置厚度及密度均匀，批次稳定性好，长

期耐温达到200℃以上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可充分满足油浸变压器中绝缘件的使用需

求。

[0038] 本发明还保护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成型步骤如下：

S1：将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合模升温至90-100度。

[0039] S2:将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打开至开模状态，将纤维纸浆铺层贴敷

于下型腔板4上，再次合模逐步加压升温热压，热压温度150-240度，成型压力4-10MPa。

[0040] S3:热压时间依据产品厚度决定，保温热压完成后冷却至100度以下出模，取出毛

坯去毛边及加工。

[0041] 所述的步骤S2中的纤维纸浆是指湿度为60-90%的芳纶纤维湿纸浆。

[0042] 采用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异型绝缘成型件，将纤维纸浆铺层贴敷于下

型腔板上，热压过程只需进行垂向加压，操作简易，易于实现，异型绝缘成型件的质量稳定

性高。

[0043] 以下为采用以上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方法制备本发明所述的异型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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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件的具体实施例：

采用本发明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制备如图4所示的异型绝缘成型件，其中壁

厚为2.4mm。

[0044] 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成型步骤如下：

S1：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合模升温至90度；

S2：将所述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热压模具打开至开模状态，将绝干克重为2112±100g/

m2、湿度为60-90%且合适长宽尺寸的芳纶湿纸浆按照图5贴敷于下型腔板上，并根据异型绝

缘成型件的壁厚进行铺层，然后再次合模逐步加压升温至220度热压，逐步加压至保证模具

各限位块压紧到位，成型压力8Mpa；

S3：保温热压120min后冷却至100度以下出模，取出毛坯去毛边并加工。

[0045] 制得的异型绝缘成型件的性能参数如下：

性能 实施例结果

密度 0.88 g/cm3

长期使用温度 220℃

油中电气强度 30  kv/mm

水萃取液电导率 1.34 mS/m

水分 4%

制得的异型绝缘成型件表面平整无网纹，各位置厚度及密度均匀，批次稳定性好，长期

耐温达到220℃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可充分满足油浸变压器中绝缘件的使用需求。

[0046]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完整描述，需要说明的是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

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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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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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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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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