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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及绝缘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

及绝缘子，其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且耗能低，

同时消除内部宏观界面，能够生产出弯曲性能高

的复合支柱绝缘子，其技术方案为：包括呈柱状

的预制体本体；所述预制体本体在径向上由多层

铺层依次卷绕或编织而成，多层铺层的最外层铺

层在轴向上由多个包覆层依次拼接而成；所述铺

层和包覆层均由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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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包括呈柱状的预制体本体；

所述预制体本体在径向上由多层铺层依次卷绕或编织而成，多层铺层的最外层铺层在

轴向上由多个包覆层依次拼接而成；

所述铺层和包覆层均由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预制体本体为实心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多层铺层的外层铺层包覆于

相邻内层铺层外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多层铺层包括径向上由内而

外依次设置的第一铺层、第二铺层、第三铺层和第四铺层，第一、第二、第三铺层由不同角度

的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第四铺层包括在轴向上依次

设置的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第三包覆层，第一、第二、第三包覆层由不同角度的玻璃

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第二铺层包覆于第一铺层外

周，第三铺层包覆于第二铺层外周，第四铺层包覆于第三铺层外周。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第一铺层、第二铺层、第三铺

层均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中的一种

卷绕或编织而成。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

第三包覆层依次拼接连接。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特征是，所述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

第三包覆层均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

中的一种卷绕或编织而成。

10.一种绝缘子，其特征是，包括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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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及绝缘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行业输变电用绝缘子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绝缘子芯体

预制体及绝缘子。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特高压线路在我国逐年的增多，输变电用支柱绝缘子的用量也随之增加。现

有输变电用的支柱绝缘子包括：全瓷型、瓷芯加硅橡胶伞裙型、复合材料内芯外加硅橡胶伞

裙型。全瓷支柱绝缘子存在重量重，容易出现断裂和脆断，电压等级提高后长度加大等缺

陷。瓷芯加硅橡胶伞裙型支柱绝缘子存在外伞裙硅橡胶材料与陶瓷芯粘接不牢，产生气泡

的现象，影响产品的电气性能及寿命。随着输变电电压等级的提高，复合材料内芯外加硅橡

胶伞裙型支柱绝缘子的用量占比随之增大。

[0003] 复合材料内芯外加硅橡胶伞裙型支柱绝缘子的芯棒采用复合材料制成，由于直径

较大，对于拉挤工艺很难一次拉挤成型。目前支柱绝缘子的芯体采用的成型方式多为各种

规格的小拉挤棒捆绑在一起进行整体灌注，但是此种工艺由于较细的多只内芯棒结构存在

粘接层过多，在芯体的横截面积中占据了较大的面积比例，固化过程中内部产生较大的内

应力，应力不均导致内部产生裂纹等缺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难达到理想使用效果。

[0004] 支柱绝缘子的芯体还可以采用如下方式成型：1.内部为拉挤芯棒，外层分多次进

行缠绕。这种成型方式虽然可以满足实际使用要求，但是生产效率较低，外层需进行多次缠

绕即需多次固化，对于缠绕过程中的工序要求较多，且耗能较大，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制造成

本。此外，纤维在缠绕过程中有一定的磨损会大大降低芯体的力学性能。2.另一种成型方式

为内部为拉挤芯棒，外部通过缠绕、编织、卷制等工艺制备成预制体，采用环氧树脂整体真

空灌注成型芯体。此种方式虽大大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及降低了产品的孔隙缺陷，但是始

终存在拉挤棒与后卷制材料之间产生界面，形成分层隐患。

[0005] 现有的支柱绝缘子芯体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成型预制体，其内部总存在一根内芯

棒，然后再在内芯棒外成型预制体，这样内芯棒与外层后续成型部分始终存在界面，而这样

的界面则会影响产品的电学性能。

[0006] CN1731539A公开了一种玻璃纤维浸渍树脂基缠绕式复合绝缘子芯棒的制备方法：

将玻璃纤维通过熔化后的树脂基溶液，在转速150转/分搅拌均匀；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基

溶液在高温下连续缠绕后固化成型。上述方法需要多次缠绕，生产效率低、材料浪费大。

CN101740185A公开了大直径复合绝缘子内芯棒的制备方法：选取实心拉挤绝缘芯棒直径≤

130mm；芯棒外表面加工粗糙，外表面用丙酮擦洗干净，放入烘箱中恒温；棒外表面再涂覆

2％的无水酒精溶液，再放入烘箱中恒温1小时；树脂胶的配置按比例称重并倒入真空搅拌

器内真空搅拌20分钟，静置50分钟；将处理的内芯棒安装到数控缠绕机上开始缠绕，待缠绕

机缠绕到设计尺寸；然后抽真空注入树脂胶；注胶完毕关闭两端阀门放入固化炉中加温阶

梯固化。上述方法仍然采用缠绕方式制备芯棒，使得玻璃纤维与内芯棒轴向存在较大夹角，

最终产品的强度和刚度不高。此外，上述方法的表面处理工序冗长、固化工序不合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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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可以有

效提高生产效率且耗能低，同时消除内部宏观界面，能够生产出弯曲性能高的复合支柱绝

缘子。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9] 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包括呈柱状的预制体本体；

[0010] 所述预制体本体在径向上由多层铺层依次卷绕或编织而成，多层铺层的最外层铺

层在轴向上由多个包覆层依次拼接而成；

[0011] 所述铺层和包覆层均由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多层铺层的外层铺层包覆于相邻内层铺层外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体本体为实心结构。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多层铺层包括径向上由内而外依次设置的第一铺层、第二铺层、第

三铺层和第四铺层，第一、第二、第三铺层由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第四铺层包括在轴向上依次设置的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第

三包覆层，第一、第二、第三包覆层由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铺层包覆于第一铺层外周，第三铺层包覆于第二铺层外周，第

四铺层包覆于第三铺层外周。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铺层、第二铺层、第三铺层均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轴

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中的一种卷绕或编织而成。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第三包覆层依次拼接连接。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包覆层、第二包覆层和第三包覆层均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

布、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中的一种卷绕或编织而成。

[0020] 一种绝缘子，包括如上所述的绝缘子芯体预制体。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在轴向和径向上均设置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布，不仅能

丰富玻纤布的种类，还可以改变成型芯体的力学强度。

[0023]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通过采用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布设置多层铺层，可以

满足成型芯体产品模量的要求，同时能够消除芯体内部宏观界面，满足弯曲性能高的复合

支柱绝缘子的使用要求。

[0024] 本实用新型预制体成型的芯体，具有生产效率高(可一次成型)，耗能小(一次固

化)，内部无宏观界面、力学性能可设计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第一铺层；2、第二铺层；3、第三铺层；4、第一包覆层；5、第二包覆层；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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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覆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9]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30]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现有技术中存在不足，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技术问题，本

申请提出了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及绝缘子，该预制体中去除了内芯棒，使预制体全部为

玻璃纤维制品，后续再真空灌注树脂，这样产品就不会存在界面问题，提升了产品质量。

[0031] 本申请的一种典型的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绝缘子芯体预制体，其包括呈柱状

的预制体本体，预制体本体为实心结构；预制体本体在径向上由多层铺层依次卷绕或编织

而成，多层铺层的外层铺层包覆于相邻内层铺层外周，多层铺层的最外层铺层在轴向上由

多个包覆层依次拼接而成；铺层和包覆层均由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本实用新

型预制体的铺层包覆的层数可根据成型产品力学性能的需求进行设置，多层铺层所采用的

玻璃纤维编织布可相同也可不同，在成型产品对力学性能无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多层铺层

可以采用同一种玻璃纤维纱或玻璃纤维布制成。

[0032]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预制体本体的多层铺层包括在径向上由内而外依次卷绕

或编织设置第一铺层1、第二铺层2、第三铺层3和第四铺层，第四铺层在轴向上由依次拼接

的第一包覆层4、第二包覆层5和第三包覆层6连接而成。

[0033] 外侧的铺层包覆缠绕于相邻的内侧铺层外周，即第二铺层2包覆于第一铺层1外

周，第三铺层3包覆于第二铺层2外周，第四铺层包覆于第三铺层3外周，使得整个预制体形

成实心结构。

[0034] 预制体的第一铺层1、第二铺层2和第三铺层3分别采用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

布卷绕或编织而成，三铺层均可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

玻璃纤维编织布中的一种卷绕或编织而成；本实施例中，第一铺层1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

布卷绕或编织而成，第二铺层2采用三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第三铺层3采

用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0035] 预制体最外层的第四铺层的第一包覆层4、第二包覆层5和第三包覆层6分别采用

不同角度的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三包覆层均可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

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中的一种卷绕或编织而成；本实施例中，第一

包覆层4采用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第二包覆层5采用双轴向玻璃纤维编

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第三包覆层6采用单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而成。

[0036]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采用不同力学性能要求的玻璃纤维编织布逐层卷绕或编织

成型，其内部有多种不同形式的铺层，可以改变成型芯体的力学强度，改善产品的性能。

[0037]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可以采用铺放不同规格型号的玻璃纤维纱或玻璃纤维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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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型产品的力学性能进行设计，使得最终成型预制体的力学性能可根据需求设计。

[0038] 本实用新型预制体的各铺层每层包覆的厚度是依据电压等级不同而确定的，电压

等级高，铺覆的厚度就大。

[0039] 本实用新型中所采用的编织布的面重为：500～2000g/m2，成型编织布的纤维纱的

粗细要求为500TEX～9600TEX。所采用的玻璃纤维编织布的品种为无碱无捻玻璃纤维纱。卷

曲成型后的预制体的纤维质量含量为：65％～80％，即以绝缘子芯体的重量为基准，玻璃纤

维编织布占65wt％～85wt％。

[0040]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中间不采用拉挤棒作为芯轴，整体是由玻璃纤维编织布制

成，后续再真空灌注树脂，这样使得最终成型产品不会存在界面问题，提升了产品质量。

[0041] 本实用新型的绝缘子芯体是由预制体通过真空灌注工艺制备而成，具体制备方法

采用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42] 本实用新型的预制体具体卷绕或编织成型的步骤过程为：

[0043] 先卷绕预或编织制体最内侧的第一铺层1，第一铺层1起头，在上铺放成型，而后通

过专用设备卷制或编织成型；第一铺层1卷制或编织完成后，在第一铺层1外周卷绕或编织

第二铺层2，采用专用设备设备将三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在第一铺层1外周卷绕或编织成

型，第二铺层2包覆缠绕于第一铺层1外周；第二铺层2卷制或编织完成后，在第二铺层2外周

卷绕或编织第三铺层3，采用专用设备将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在第二铺层2外周卷绕或编

织成型，第三铺层3包覆缠绕于第二铺层2外周；第三铺层3卷制或编织完成后，在第三铺层3

外周轴向上依次卷绕或编织多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双轴向玻璃纤维编织布和单向玻璃纤

维编织布，卷绕或编织方式与前述铺层的方式相同，在第三铺层3外周包覆形成第四铺层，

最终形成外径符合要求的柱形预制体。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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