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899490.3

(22)申请日 2019.12.16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911289796.6 2019.12.16

(71)申请人 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26500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磨头镇

惠政西路2889号

(72)发明人 田塨　朱兴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一格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16

代理人 万小侠

(51)Int.Cl.

H01B 1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制备复合绝缘管用热压容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压容器，该热压容器包括

热压罐罐体，所述热压罐罐体的上部中心设有电

动机，所述电动机的出轴处通过联轴器连接有风

机，所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连接有电加热器，所述

电加热器上远离风机一侧连接有冷却器，在距冷

却器一定距离的下方的热压罐罐体内壁间设置

有隔板，且在隔板的四个端角处设有贯穿隔板且

下端与热压罐罐体底面固定连接的导风管；所述

导风管的上端开口，各导风管的内侧壁上还均匀

分布有出风孔，且导风管的上端开口低于冷却

器，该热压容器能确保热压容器有效空间内的温

度均匀度，在热压罐罐体内部四周增加导风管，

通过导风管将隔板上部的热空气吸入导风管，再

由四周的导风管从四周向罩体吹出，进而满足温

度均匀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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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复合绝缘管用热压容器，其特征在于：该热压容器包括热压罐罐体，所述热

压罐罐体一端设有封闭端，所述热压罐罐体的另一端设有可打开或关闭的罐门；

所述热压罐罐体的上部中心设有电动机，所述电动机的出轴处通过联轴器连接有风

机，所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连接有电加热器，所述电加热器上远离风机一侧连接有冷却器，在

距冷却器一定距离的下方的热压罐罐体内壁间设置有隔板，且在隔板的四个端角处设有贯

穿隔板且下端与热压罐罐体底面固定连接的导风管；所述导风管的上端开口，各导风管的

内侧壁上还均匀分布有出风孔，且导风管的上端开口低于冷却器；

所述热压罐罐体的底部设有支撑底座，所述热压罐罐体内底部设有滑动底座，该滑动

底座设置在导风管之间；所述滑动底座上设有滑动的滑架车，所述滑架车上设有可打开或

关闭的罩体；所述热压罐罐体的上部设有连通热压罐罐体的压力控制阀，所述风机、电加热

器、冷却器和压力控制阀均电性连接总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风管的上端开口

高于隔板或与隔板齐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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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复合绝缘管用热压容器

[0001] 该案是母案“申请号：201911289796.6，发明名称：一种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申

请日：2019.12.16”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热压容器，具体为一种制备复合绝缘管用热压容器。

背景技术

[0003] 电线电缆的应用主要分为三大类:电力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和机械设备以及仪器

仪表系统。电线电缆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

线电缆、通讯电缆及光纤和电磁线。其中电力电缆的主要特征在导体外挤（绕）包绝缘层，如

架空绝缘电缆，或几芯绞合（对应电力系统的相线、零线和地线），如二芯以上架空绝缘电

缆，或再增加护套层，如塑料/橡套电线电缆。

[0004] 但是一些行业对电线电缆的耐侯性能以及防脆裂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普通多功能

线缆采用常规聚氯乙烯、交联聚烯烃等材料作为绝缘和护套材料，而这些材料制成的绝缘

管存在整体强度较差，耐候性欠佳等不足。针对上述现象，现一般采用EVA与碳黑混合制备

成半导电热缩管，再在半导电热缩管外表面通过粘性材料挤包EVA绝缘层，最后进行烘干处

理，通过这样的方法在生产的过程中，在EVA绝缘层与半导电层之间容易存在气泡，造成复

合绝缘管的电性能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避免产生气泡，提高电性能的复合绝缘

管的制备中使用的热压容器。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其创新

点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在内导体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一致的半导电热缩管；

步骤2：在上一步骤形成的半导电热缩管上热缩包覆至少一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

一致的绝缘热缩管；

步骤3：在上一步骤形成的最外层绝缘热缩管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绝缘热缩管

长度存在一定梯差的半导电热缩管，且该半导电热缩管的长度小于绝缘热缩管的长度；

步骤4：在上一步骤形成的半导电热缩管上热缩包覆至少一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

一致的绝缘热缩管；

步骤5：在上一步骤形成的最外层绝缘热缩管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上层半导电

热缩管长度存在一定梯差的半导电热缩管，且该半导电热缩管的长度小于上层半导电热缩

管的长度；

步骤6：根据客户要求的产品规格，重复步骤4和步骤5数次，最后在最外层的半导

电热缩管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一致的绝缘热缩管，形成复合绝缘管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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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将步骤6制备成的复合绝缘管半成品放入热压容器内，先加热至75‑85℃，

至复合绝缘管半成品呈半熔融状态，同时导入氮气，并逐渐加压至0.8‑1MPa；

步骤8：待热压容器内的压力达标后，再将热压容器加热至175‑185℃，保温4‑

6min，最后仍保持0.8‑1Mpa的压力进行降温，直至降温至室温，制得复合绝缘管成品。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各半导电热缩管的管壁厚度为0.5‑1m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相邻两半导电热缩管之间的绝缘热缩管的总管壁厚度达4mm。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热压容器包括热压罐罐体，所述热压罐罐体一端设有封闭端，所述

热压罐罐体的另一端设有可打开或关闭的罐门；

所述热压罐罐体的上部中心设有电动机，所述电动机的出轴处通过联轴器连接有

风机，所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连接有电加热器，所述电加热器上远离风机一侧连接有冷却器，

在距冷却器一定距离的下方的热压罐罐体内壁间设置有隔板，且在隔板的四个端角处设有

贯穿隔板且下端与热压罐罐体底面固定连接的导风管；所述导风管的上端开口，各导风管

的内侧壁上还均匀分布有出风孔，且导风管的上端开口低于冷却器；

所述热压罐罐体的底部设有支撑底座，所述热压罐罐体内底部设有滑动底座，该

滑动底座设置在导风管之间；所述滑动底座上设有滑动的滑架车，所述滑架车上设有可打

开或关闭的罩体；所述热压罐罐体的上部设有连通热压罐罐体的压力控制阀，所述风机、电

加热器、冷却器和压力控制阀均电性连接总控制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导风管的上端开口高于隔板或与隔板齐平设置。

[001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本发明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先通过热缩工艺制备成复合绝缘管半成品，再

将复合绝缘管半成品送至热压容器内进行热压处理，热压处理过程中，先缓慢加热至复合

绝缘管半成品呈半熔融状态，再升至高温，避免起始温度过高，破坏复合绝缘管的成分，影

响最终产品的质量，通过本发明工艺，可以有效避免复合绝缘管各层之间气泡的产生，进而

大大提高复合绝缘管的电性能；

（2）本发明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其中，热压容器为确保热压容器有效空间内的

温度均匀度，在热压罐罐体内部四周增加导风管，通过导风管将隔板上部的热空气吸入导

风管，再由四周的导风管从四周向罩体吹出，进而满足温度均匀度要求。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复合绝缘管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中热压容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图2中隔板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的实施例可以使本专业的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

明限制在所述的实施例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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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

[0017] 本实施例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以110kv的变压器套管为例，如图1所示，具体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在管径为72mm的内导体21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内导体21长度一致的管

壁厚为0.5mm的半导电热缩管22。

[0018] 步骤2：在上一步骤形成的半导电热缩管22上热缩包覆两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一

致的绝缘热缩管23，且保证两层绝缘热缩管23的总管壁厚度达4mm。

[0019] 步骤3：在上一步骤形成的最外层绝缘热缩管23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绝缘热缩

管23长度存在梯差为50mm的管壁厚为0.5mm的半导电热缩管22，且该半导电热缩管22的长

度小于绝缘热缩管23的长度。

[0020] 步骤4：在上一步骤形成的半导电热缩管22上热缩包覆两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一

致的绝缘热缩管23，且保证两层绝缘热缩管23的总管壁厚度达4mm。

[0021] 步骤5：在上一步骤形成的最外层绝缘热缩管23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上层半导

电热缩管长度存在梯差为50mm的半导电热缩管22，且该半导电热缩管22的长度小于上层半

导电热缩管22的长度。

[0022] 步骤6：根据客户要求的产品规格，重复步骤4和步骤5两次，得到4层半导电热缩管

22，最后在最外层的半导电热缩管22上热缩包覆一层长度与内导体长度一致的厚度为4mm

的绝缘热缩管，形成复合绝缘管半成品。

[0023] 步骤7：将步骤6制备成的复合绝缘管半成品放入热压容器内，该热压容器如图2所

示，包括热压罐罐体1，热压罐罐体1一端设有封闭端2，热压罐罐体1的另一端设有可打开或

关闭的罐门15。

[0024] 热压罐罐体1的上部中心设有电动机4，电动机4的出轴处通过联轴器连接有风机

5，风机5的出风口处连接有电加热器6，电加热器6上远离风机5一侧连接有冷却器7，在距冷

却器7一定距离的下方的热压罐罐体1内壁间设置有隔板3，且在隔板3的四个端角处设有贯

穿隔板3且下端与热压罐罐体1底面固定连接的导风管12；导风管12的上端开口，各导风管

12的内侧壁上还均匀分布有出风孔13，且导风管12的上端开口低于冷却器7，导风管12的上

端开口与隔板3齐平设置。

[0025] 热压罐罐体1的底部设有支撑底座8，热压罐罐体1内底部设有滑动底座9，该滑动

底座9设置在导风管12之间；滑动底座9上设有滑动的滑架车10，滑架车10上设有可打开或

关闭的罩体11；热压罐罐体1的上部设有连通热压罐罐体1的压力控制阀14，风机5、电加热

器6、冷却器7和压力控制阀14均电性连接总控制器16。

[0026] 将需要热压容器成型的复合绝缘管半成品放在罩体11内，固定在滑架车10上，将

滑架车10滑动推送进热压罐罐体1内，关闭罐门15，工作人员调节总控制器16，控制风机5、

电加热器6、冷却器7和压力控制阀14，依次实现升温、加压、保温和降温过程，具体地，

先加热至75‑85℃，至复合绝缘管半成品呈半熔融状态，同时导入氮气，并逐渐加

压至0.8‑1MPa。

[0027] 步骤8：待热压容器内的压力达标后，再将热压容器加热至175‑185℃，保温4‑

6min，最后仍保持0.8‑1Mpa的压力进行降温，直至降温至室温，制得复合绝缘管成品。

[0028] 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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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比例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以110kv的变压器套管为例，具体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绕带：首先，取一管径为72mm的金属管型导体，在导体的一端具有一注脂

口，另一端具有一排气 口，在导体的表面缠绕数层玻璃纤维布带和半导体适形材料，且玻

璃纤维布带和半导体适 形材料交错缠绕；

步骤2：装套：在缠绕有布带的导体的外侧壁上套装一热缩套管，然后，再对热缩套

管与导体 之间进行抽真空处理，使得热缩套管紧贴在导体的外侧壁上；

步骤3：注脂：在真空度在‑90—  ‑100KPa的真空的状态下，从导体上的注脂口处向

热缩套管与导体之间的腔体内灌注环氧树脂，直至树脂充满；

步骤4：固化:对环氧树脂进行固化处理，在固化的过程中，将热缩套管与导体之间

多余的环 氧树脂以及气体排出。

[0029] 将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成的复合绝缘管成品进行电性能测试，其测试结果见下

表：

110kv变压器套管 对比例 实施例

局放 10pC 3pC 

工频耐压 230kV 276kV

介质损耗 0.007 0.003

雷电冲击 550 kV 660 kV

由上表可以看出，通过本发明复合绝缘管的制备方法制备出的复合绝缘管电性能

优于传统制备方法制备出的复合绝缘管电性能。

[003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

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

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

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

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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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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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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