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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

绝缘地线。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架空地线的覆冰

问题，不仅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实现融冰除雪，还

可在雷击时或线路故障发生时保护输电相线不

被损坏，并且架空地线本身也完好无损。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地线由内而外依次为导电磁

性体内层、复合绝缘层和导电磁性体外层，其中：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

所述复合绝缘层由绝缘内层、主绝缘层和绝缘外

层覆合而成，其中绝缘内层和绝缘外层为半导电

层；所述导电磁性体外层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

成，包覆于绝缘外层的外面。所述镀锌钢丝采用

软磁性钢丝镀锌。本发明适用于电力系统中高压

架空输电线路地线的防雷与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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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地线由内而外依次为导

电磁性体内层(1)、复合绝缘层(2)和导电磁性体外层(3)，其中：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1)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

所述复合绝缘层(2)由绝缘内层(2－1)、主绝缘层(2－2)和绝缘外层(2－3)复合而成，

其中绝缘内层(2－1)和绝缘外层(2－3)为半导电层；

所述导电磁性体外层(3)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包覆于绝缘外层(2－3)的外面；

所述镀锌钢丝采用软磁性钢丝镀锌；

所述主绝缘层(2－2)厚度为3～25mm，主绝缘层的原料按以下重量％配制：

镁锌铁氧体粉末      20～30

交联聚乙烯         余量；

所述半导电层厚度为1～3mm，半导电层的原料按以下重量％配制：

石墨                10～20

铁粉                5～10

交联聚乙烯         余量；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1)和导电磁性体外层(3)的导体截面积均不小于50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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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适用于电力系统中高压架空

输电线路地线的防雷与融冰。

背景技术

[0002] 2008年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凝冻灾害。许多线路覆

冰远远超出线路承受能力，造成大面积断线或倒塔。架设在输电线路上方的地线通常是固

定在线路铁塔的塔顶上，覆冰期间，输电线路导、地线均会覆冰，由于架空地线高于导线，并

且在输电线路正常运行情况下架空地线没有电流流过，架空地线的覆冰厚度往往比输电导

线还要厚(一般在相同气象条件下其覆冰厚度比导线厚5～10mm)。如果仅仅解决了导线上

的覆冰，一方面导线覆冰融化后弧垂将上升，导、地线的距离减小，覆冰严重时甚至会出现

地线低于导线的情况，造成导、地线电气距离不足影响线路正常运行，或者是导线脱冰后产

生跳跃导致融冰过程中导、地线闪络；另一方面，地线覆冰严重也可能造成地线顶架或铁塔

上部拉弯变形、杆塔倾斜等情况同样会造成线路无法正常运行。

[0003] 因此，若只是对相导线进行融冰，还是难以确保线路安全运行，必须对地线也进行

融冰。目前的做法是对融冰区的全部地线进行绝缘改造，在地线上加装带间隙的绝缘子4

(如图2、图3所示)，切断杆塔5与地线之间的电气连接。融冰时，电源端变电站对架空地线加

载融冰电流，在对侧变电站使两地线直接短接，融冰电流通过架空地线形成回路，使地线导

体发热融冰雪，如图1所示。但是这种方法实施起来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由于地线运行方式多为逐塔接地或分段绝缘一点接地，在实际运行中，发现绝

缘子4在覆冰条件下，覆冰厚度为10mm和20mm时绝缘子平均闪络电压分别为12.6～13.5kV

和9.0～12.0kV，远低于清洁绝缘子的平均闪络电压(24.6～28.5kV)，可见，绝缘子覆冰及

染污都会降低其闪络电压。

[0005] 2)、在架空地线全线绝缘的情况下(图1所示)，若绝缘子4的空气间隙为100mm，当

雷击地线而该空气间隙未被击穿时，可发现此时在塔顶的过电压要大于地线与杆塔5正常

连接时的过电压，尤其是在过电压波形的波头部份。其原因是由于地线与杆塔之间的空气

间隙未击穿，雷电能量推迟向下方大地释放，从而使得过电压波头部份变陡，过电压程度提

高。

[0006] 3)、在雷电下行先导向输电线路发展过程中，地线上会感应出与雷电下行先导异

性的电荷，以维持地线的地电位(零电位)。在地线逐塔接地条件下，地线上的异号电荷主要

是经由相邻挡距杆塔来补给，这个过程一般只有2μs左右，远低于雷电下行先导向地面发展

所需要的时间(即数十微秒甚至数百微秒的梯级先导过程)。相关研究表明，地线上的感应

电荷对地线上行先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地线的引雷能力。而在地线全线绝缘

条件下，地线上的感应电荷会减小，即地线的全线绝缘会影响地线的感应聚集，并导致地线

防雷能力差。

[0007] 4)、电力部门为了降低地线上的电能损耗，若将地线全绝缘，在此接线方式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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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线上的场强会小于输电导线上的电场强度，雷电下行先到来时，若不能击穿架空地线

与杆塔之间的空气间隙使得地线接地，由于此时输电导线上的电场强度大于地线场强，使

输电导线将会成为迎面先导，产生雷击绕击，造成输电线路故障，对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会产

生较大影响。

[0008] 由于上述原因，为防止落在地线上的雷反击导线，在不覆冰的季节又要安排人工

再将雷区地线恢复接地，这个过程的线路维护工作量十分巨大。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其主

要目的是解决架空地线的覆冰问题，不仅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实现融冰除雪，还可在雷击时

或线路故障发生时保护输电相线不被损坏，并且架空地线本身也完好无损。

[0010]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其特征在于，所

述地线由内而外依次为导电磁性体内层、复合绝缘层和导电磁性体外层，其中：

[0011]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

[0012] 所述复合绝缘层由绝缘内层、主绝缘层和绝缘外层覆合而成，其中绝缘内层和绝

缘外层为半导电层；

[0013] 所述导电磁性体外层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包覆于绝缘外层的外面。

[0014] 所述镀锌钢丝采用软磁性钢丝镀锌。

[0015]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和导电磁性体外层的导体截面积均不小于50mm2。

[0016] 所述半导电层厚度为1～3mm，半导电层的原料按以下重量％配制：

[0017] 石墨                10～20

[0018] 铁粉                5～10

[0019] 交联聚乙烯         余量。

[0020] 所述主绝缘层厚度为3～25mm，主绝缘层的原料按以下重量％配制：

[0021] 镁锌铁氧体粉末      20～30

[0022] 交联聚乙烯         余量。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本发明利用外层导体与内层导体相互感应原理，以复合绝缘层作为绝缘载体而

将外层导线对地悬空，切断了地线与大地之间的电流通路。正常情况下，地线外层导体与杆

塔绝缘，可节能降损，经济效益显著；当雷电过电压发生或线路故障时，该地线除了通过击

穿绝缘子的空气间隙向大地释放电能外，还可通过该地线的电容层结构所产生的高频通道

与大地磁路接通，实现自动排雷。

[0025] 2、减少潜供电流，提高供电的可靠性，提高单相重合闸的成功率，提高电网可靠

性。

[0026] 3、解决了输电线路监测设备在运行中野外取电困难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背景技术对地线进行融冰的示意图。

[0028] 图2、图3分别是背景技术融冰时采用的两种型号绝缘子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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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4是本发明地线的截面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地线的立体解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4、图5所示，本实施例可融冰的架空防雷双导体绝缘地线由三层结构覆复而

成，由内而外依次为导电磁性体内层1、复合绝缘层2和导电磁性体外层3。

[0032] 所述导电磁性体内层1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用绞线机绞制)，因要求导磁的

需要，镀锌钢丝采用软磁性钢丝镀锌，或者马氏体不锈钢丝镀锌。该导电磁性体内层1的导

体截面积不应小于50mm2。

[0033] 所述复合绝缘层2由绝缘内层2－1、主绝缘层2－2和绝缘外层2－3覆合而成，其中

绝缘内层2－1和绝缘外层2－3为半导电层。复合绝缘层采用挤包的方式实现，设备包括挤

塑机、挤橡机、交联装置及其它辅助装置，均为市场上现有成熟的设备和工艺。

[0034] 两层半导电层的厚度为1～3mm，半导电层的原料按石墨10～20(重量％)、铁粉5～

10(重量％)，其余为交联聚乙烯配制而成。

[0035] 所述主绝缘层2－2厚度为3～25mm，主绝缘层的原料按镁锌铁氧体粉末20～30(重

量％)，其余为交联聚乙烯配制而成。

[0036] 所述导电磁性体外层3也是由多根镀锌钢丝绞制而成(可采用管式绞线机绞制，设

备及工艺均为现有技术)，本例导电磁性体外层3共有两层，包覆于绝缘外层2－3的外面。镀

锌钢丝采用软磁性钢丝镀锌，或者马氏体不锈钢丝镀锌。导电磁性体外层3的导体截面积要

求不小于50mm2。

[0037] 本发明通过双层导线加上中间夹层的复合绝缘层，利用外层导体与内层导体相互

感应原理，以复合绝缘层作为绝缘载体而将外层导线对地悬空，这样就切断了地线与大地

之间的电流通路。正常情况下，地线外层导体与杆(铁)塔绝缘，当雷电过电压发生或线路故

障时，架空地线除了通过击穿绝缘子(已经装设的)的空气间隙向大地放电外，同时还可通

过本电缆地线所设计的电容层结构所产生的高频通道与大地经磁路接通，自动排雷，保证

雷电流的有效泄放。

[003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9] 由于本发明的地线在两层导电磁性体之间增加了一个复合绝缘层2，这样在物理

结构上就形成了一个电容层，根据平板电容器的理论计算，电容量 ε为空气的介

电常数，εr为介质的介电常数，S为面积，d为导体之间的距离，在本方案中为绝缘层的厚度

δ，即电容器的导体间距d＝δ,这样通常以绝缘层为30～100kV耐压设计，绝缘层一般为6～

20mm厚度，若按此结构下导线的电容量，通常以每公里0.2μF(微法)左右的电容量，若导线

的连续长度为10～20公里时，电容量可达到4～5μF的电容。在输电线路很长的情况下，则电

容值相应增大，由于雷电流是一种高频率的脉冲波，通常f＝1～100kHZ之间，其很容易通过

电容性的电气元件，如此结构的地线相当于对具有高频特性的雷电波提供了一个能量传递

的通道。

[0040] 假如电容量C为每公里长度可达0.2μF，如果地线长度为50km时，电容量可达10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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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此电容量形成的容抗 当雷电流频率f为10kHZ时，该地线呈现的容抗性阻

抗为 这个阻值相当于是一个良好的

电气通路，即可以从这个电容器构成的通道快速将雷电流排泄至大地中去。然而该地线电

缆对50HZ工频电压则呈现容抗 阻抗比雷击时增

加了约300倍，接近于高阻抗，相当于开路状态。

[0041] 在实际安装工程中若将避雷器与导电磁性体外层3连接，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接地

电缆来达到防雷的效果，同时又可以使导电磁性体外层3在平时运行达到悬空的目的。

[0042] 外层导体悬空后带来的另一优势是：由于三相架空导线对于地线的距离不均等，

它们之间的互感就有些差别，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三相导线上的负荷电流是平衡的，但在地

线上仍然要感应出一个纵电动势，如果地线采取每一铁塔均进行接地的方式，这个电动势

就要产生电流而流入大地，其结果就增加了线路的电能损失。这个附加的电能损失与同负

荷电流的平方和线路长度成比例，对于220kV、长200～300km的送电线路来说，每年损失电

量约数百万度。国际上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地线悬空绝缘后节能的课题。采用

本发明的双层导体地线后，外层导体相当于一根悬空的感应地线，减少了相线对大地的电

容电流，可以实现架空输电线路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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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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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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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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