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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

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包括核实工作现场情

况，检查工器具及材料、核对双重名称、布置塔上

挂点，打好传递绳系统、传递滑轮组系统、等电位

电工进入等电位、线路消缺、等电位电工出等电

位，等电位电工坐入士字梯和整理塔上工器具下

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步骤A中，方便对河网

的架设提供合理准确的数据，保证项目正常运

行，步骤C中，方便工具的取拿，且增加操作人员

的数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步骤D，保证该滑轮系

统能够提供足够的省力作用，减少电工的操作负

担，且方便导线的架设，步骤A和E中，保证组合间

隙最小为5.02米，使其满足带电作业条件，保证

使用人员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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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核实工作现场情况，检查工器具及材料，对现场的工具进行勘察与检测，工具摆

放在防潮苫布上，摆放整齐，外观检查全面、不漏检，用干燥、清洁的毛巾对硬质绝缘工具、

新绝缘子进行表面清洁，地面电工测量当时温湿度，及风速，由工作负责人监督地面电工对

带电工器具及材料进行外观检查及测试，由工作负责人对塔上电工及等电位工所穿屏蔽服

连接情况进行检查；

步骤B：核对双重名称，做安全工器具试验，核对线路双重命名、杆塔号，登塔人员进行

登塔前安全工具冲击试验和检查，工作负责人做好记录；

步骤C：布置塔上挂点，打好传递绳系统，电工携带3根6米后备保护绳，绝缘绳套登塔至

横担端部，打好一根6米延长绳，将两根6米延长绳系在横担端部合适位置，将2根延长绳另

一端由横担下水平面传递给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中部合适位置，绝缘绳套

尾随塔上第二电工登塔至横担尾部，塔上第二电工将6米延长绳打在等电位电工安全带扣

环上，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尾部合适位置；

步骤D：传递滑轮组系统，地面电工在塔脚布置好循环绳系统，待塔上电工打好传递绳

挂点后，将传递绳放入塔脚滑车中，系好传递绳挂钩，将滑轮组系统、士字梯传递至塔上电

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系统由横担下平面传递至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迅速传

递至等电位电工，等电位电工接过滑轮组后，将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将士字梯和6

米延长绳钩在滑轮组上；

步骤E：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两名地面电工配合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等电位电

工坐入士字梯，报告工作负责人申请进入等电位，经工作负责人同意后，迅速进入等电位，

在离导线0.5米处抓住导线，迅速从子导线之间钻入导线内侧，将士字梯上挂钩系在导线

上；

步骤F：线路消缺，等电位走线至导线上缺陷位置，进行消缺；

步骤G：等电位电工出等电位，等电位电工坐入士字梯，汇报工作负责人，在两名地面电

工配合下，等电位电工待滑轮组受力后松手退出等电位出，等电位到达横担上后，将滑轮

组、士字梯、6米延长绳解开，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传递给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迅

速传递给塔上第一电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转移到横担外侧挂点处，钩

在传递绳挂钩上。同时塔上第二电工将紧线丝杆放入小硬制帆布桶中，挂在传递绳挂钩上，

底座放入普通帆布桶内，地面电工将硬制帆布桶、普通帆布桶、士字梯、传递绳系统传递至

地面；

步骤H：整理塔上工器具下塔，塔上第一电工携带传递绳下塔，塔上第二电工携带2根6

米延长绳，1根4米延长绳，绝缘绳套尾随第一电工下塔，等电位电工携带绝缘绳套尾随塔上

第二电工下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A中，根据现场勘察数据，浮桥的搭建根据无人机测量河岸到杆塔的距离数

据L，浮桥宽度D，计算浮筒的使用数量，浮桥面积S＝L×D，浮桥两边应设置扶手，高度为1.2

米，根据杆塔根开和作业时需使用面积计算带电作业操作平台面积，S＝S1+S2，S1＝L1×

L1，S2＝L1×L2，L1杆塔根开，L2作业实际使用长度，根据带电作业操作平台的面积来确定

浮筒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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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C中，塔上设置3个电工水平站位，且等电位电工携带便携式工具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D，绝缘传递绳系统登塔至横担端部，塔上第二电工将第一电工传递绳系统

取出，钩在绝缘绳套上，而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A和E中，首先进行组合间隙校核，与中国电科院专家沟通“河网地区”杆塔组

合间隙与陆地杆塔组合间隙一样，在满足湿度不达到80％的情况下按照常规校核方式来进

行，校核方法通过AUTOCAD软件对杆塔1：1绘图，对塔窗结构模拟吊篮法或士字梯法，满足安

规要求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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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操作工艺，具体为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

工艺，属于河网地区输电线路架设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电网高速发展，电力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输电线路设备也日益庞大，输电

通道走廊的地形越来越复杂，所处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且需要特巡特维线路占全部线

路比重越来越多，输电线路运检难度大、质量要求高。

[0003] 虽然现有的操作工艺应用广泛，然而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

一、目前河网泥沼地区沟渠纵横，湖泊、鱼塘众多，相比一般输电线路工程，河网地区交通困

难、电力作业难度大，对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二、针对河网地区地质、地形

特点，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受河网地区地理分割及桥梁的制约，道路一般很难到达塔位，河网

地区地质差，地下水位高，塔基周围相对狭小，其三、架空线路带电作业涉及高处作业，需要

地面和高处人员配合，又需要相对平整的地方摆放带电作业用工器具，带电作业中使用的

工器具更需要防潮绝缘，而在河网近水或水上开展带电作业必须要保障绝缘杆和绝缘绳等

绝缘工器具的防潮，不能与水接触，因此近水或水上进行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受限或存在安

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

等电位的操作工艺。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

位的操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A：核实工作现场情况，检查工器具及材料，对现场的工具进行勘察与检测，工

具摆放在防潮苫布上，摆放整齐，外观检查全面、不漏检，用干燥、清洁的毛巾对硬质绝缘工

具、新绝缘子进行表面清洁，地面电工测量当时温湿度，及风速，由工作负责人监督地面电

工对带电工器具及材料进行外观检查及测试，由工作负责人对塔上电工及等电位工所穿屏

蔽服连接情况进行检查；

[0007] 步骤B：核对双重名称，做安全工器具试验，核对线路双重命名、杆塔号，登塔人员

进行登塔前安全工具冲击试验和检查，工作负责人做好记录；

[0008] 步骤C：布置塔上挂点，打好传递绳系统，电工携带3根6米后备保护绳，绝缘绳套登

塔至横担端部，打好一根6米延长绳，将两根6米延长绳系在横担端部合适位置，将2根延长

绳另一端由横担下水平面传递给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中部合适位置，绝缘

绳套尾随塔上第二电工登塔至横担尾部，塔上第二电工将6米延长绳打在等电位电工安全

带扣环上，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尾部合适位置；

[0009] 步骤D：传递滑轮组系统，地面电工在塔脚布置好循环绳系统，待塔上电工打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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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绳挂点后，将传递绳放入塔脚滑车中，系好传递绳挂钩，将滑轮组系统、士字梯传递至塔

上电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系统由横担下平面传递至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迅

速传递至等电位电工，等电位电工接过滑轮组后，将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将士字梯

和6米延长绳钩在滑轮组上；

[0010] 步骤E：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两名地面电工配合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等电

位电工坐入士字梯，报告工作负责人申请进入等电位，经工作负责人同意后，迅速进入等电

位，在离导线0.5米处抓住导线，迅速从子导线之间钻入导线内侧，将士字梯上挂钩系在导

线上；

[0011] 步骤F：线路消缺，等电位走线至导线上缺陷位置，进行消缺；

[0012] 步骤G：等电位电工出等电位，等电位电工坐入士字梯，汇报工作负责人，在两名地

面电工配合下，等电位电工待滑轮组受力后松手退出等电位出，等电位到达横担上后，将滑

轮组、士字梯、6米延长绳解开，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传递给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

迅速传递给塔上第一电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转移到横担外侧挂点处，

钩在传递绳挂钩上。同时塔上第二电工将紧线丝杆放入小硬制帆布桶中，挂在传递绳挂钩

上，底座放入普通帆布桶内，地面电工将硬制帆布桶、普通帆布桶、士字梯、传递绳系统传递

至地面；

[0013] 步骤H：整理塔上工器具下塔，塔上第一电工携带传递绳下塔，塔上第二电工携带2

根6米延长绳，1根4米延长绳，绝缘绳套尾随第一电工下塔，等电位电工携带绝缘绳套尾随

塔上第二电工下塔。

[0014] 优选的，为了方便对河网的架设提供合理准确的数据，保证项目正常运行，所述步

骤A中，根据现场勘察数据，浮桥的搭建根据无人机测量河岸到杆塔的距离数据L，浮桥宽度

D(无特殊情况为3米)，计算浮筒的使用数量，浮桥面积S＝L×D，浮桥两边应设置扶手，高度

为1.2米，根据杆塔根开和作业时需使用面积计算带电作业操作平台面积，S＝S1+S2，S1＝

L1×L1，S2＝L1×L2，L1杆塔根开，L2作业实际使用长度，根据带电作业操作平台的面积来

确定浮筒的数量。

[0015] 优选的，为了方便工具的取拿，且增加操作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所述步

骤C中，塔上设置3个电工水平站位，且等电位电工携带便携式工具包。

[0016] 优选的，为了保证该滑轮系统能够提供足够的省力作用，减少电工的操作负担，且

方便导线的架设，所述步骤D中，绝缘传递绳系统登塔至横担端部，塔上第二电工将第一电

工传递绳系统取出，钩在绝缘绳套上，而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

[0017] 优选的，为了保证组合间隙最小为5.02米，使其满足带电作业条件，保证使用人员

的操作空间，所述步骤A和E中，首先进行组合间隙校核，与中国电科院专家沟通“河网地区”

杆塔组合间隙与陆地杆塔组合间隙一样，在满足湿度不达到80％的情况下按照常规校核方

式来进行，校核方法通过AUTOCAD软件对杆塔1：1绘图，对塔窗结构模拟吊篮法或士字梯法，

满足安规要求的安全距离。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设计合

理，步骤A中，根据现场勘察数据，浮桥的搭建根据无人机测量河岸到杆塔的距离数据L，浮

桥宽度D(无特殊情况为3米)，计算浮筒的使用数量，浮桥面积S＝L×D，浮桥两边应设置扶

手，高度为1.2米，根据杆塔根开和作业时需使用面积计算带电作业操作平台面积，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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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S1＝L1×L1，S2＝L1×L2，L1杆塔根开，L2作业实际使用长度，根据带电作业操作平台的

面积来确定浮筒的数量，方便对河网的架设提供合理准确的数据，保证项目正常运行，步骤

C中，塔上设置3个电工水平站位，且等电位电工携带便携式工具包，方便工具的取拿，且增

加操作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步骤D，绝缘传递绳系统登塔至横担端部，塔上第二

电工将第一电工传递绳系统取出，钩在绝缘绳套上，而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保证该

滑轮系统能够提供足够的省力作用，减少电工的操作负担，且方便导线的架设，步骤A和E

中，首先进行组合间隙校核，与中国电科院专家沟通“河网地区”杆塔组合间隙与陆地杆塔

组合间隙一样，在满足湿度不达到80％的情况下按照常规校核方式来进行，校核方法通过

AUTOCAD软件对杆塔1：1绘图，对塔窗结构模拟吊篮法或士字梯法，满足安规要求的安全距

离，保证组合间隙最小为5.02米，使其满足带电作业条件，保证使用人员的操作空间。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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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请参阅图1，一种河网地区输电线路带电进出等电位的操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A：核实工作现场情况，检查工器具及材料，对现场的工具进行勘察与检测，工

具摆放在防潮苫布上，摆放整齐，外观检查全面、不漏检，用干燥、清洁的毛巾对硬质绝缘工

具、新绝缘子进行表面清洁，地面电工测量当时温湿度，及风速，由工作负责人监督地面电

工对带电工器具及材料进行外观检查及测试，由工作负责人对塔上电工及等电位工所穿屏

蔽服连接情况进行检查；

[0023] 步骤B：核对双重名称，做安全工器具试验，核对线路双重命名、杆塔号，登塔人员

进行登塔前安全工具冲击试验和检查，工作负责人做好记录；

[0024] 步骤C：布置塔上挂点，打好传递绳系统，电工携带3根6米后备保护绳，绝缘绳套登

塔至横担端部，打好一根6米延长绳，将两根6米延长绳系在横担端部合适位置，将2根延长

绳另一端由横担下水平面传递给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中部合适位置，绝缘

绳套尾随塔上第二电工登塔至横担尾部，塔上第二电工将6米延长绳打在等电位电工安全

带扣环上，等电位电工将绝缘绳套固定在横担尾部合适位置；

[0025] 步骤D：传递滑轮组系统，地面电工在塔脚布置好循环绳系统，待塔上电工打好传

递绳挂点后，将传递绳放入塔脚滑车中，系好传递绳挂钩，将滑轮组系统、士字梯传递至塔

上电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系统由横担下平面传递至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迅

速传递至等电位电工，等电位电工接过滑轮组后，将滑轮组挂钩钩在绝缘绳套上，将士字梯

和6米延长绳钩在滑轮组上；

[0026] 步骤E：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两名地面电工配合等电位电工进入等电位，等电

位电工坐入士字梯，报告工作负责人申请进入等电位，经工作负责人同意后，迅速进入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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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离导线0.5米处抓住导线，迅速从子导线之间钻入导线内侧，将士字梯上挂钩系在导

线上；

[0027] 步骤F：线路消缺，等电位走线至导线上缺陷位置，进行消缺；

[0028] 步骤G：等电位电工出等电位，等电位电工坐入士字梯，汇报工作负责人，在两名地

面电工配合下，等电位电工待滑轮组受力后松手退出等电位出，等电位到达横担上后，将滑

轮组、士字梯、6米延长绳解开，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传递给塔上第二电工，塔上第二电工

迅速传递给塔上第一电工，塔上第一电工将滑轮组由横担下平面转移到横担外侧挂点处，

钩在传递绳挂钩上。同时塔上第二电工将紧线丝杆放入小硬制帆布桶中，挂在传递绳挂钩

上，底座放入普通帆布桶内，地面电工将硬制帆布桶、普通帆布桶、士字梯、传递绳系统传递

至地面；

[0029] 步骤H：整理塔上工器具下塔，塔上第一电工携带传递绳下塔，塔上第二电工携带2

根6米延长绳，1根4米延长绳，绝缘绳套尾随第一电工下塔，等电位电工携带绝缘绳套尾随

塔上第二电工下塔。

[0030] 所述步骤A中，根据现场勘察数据，浮桥的搭建根据无人机测量河岸到杆塔的距离

数据L，浮桥宽度D(无特殊情况为3米)，计算浮筒的使用数量，浮桥面积S＝L×D，浮桥两边

应设置扶手，高度为1.2米，根据杆塔根开和作业时需使用面积计算带电作业操作平台面

积，S＝S1+S2，S1＝L1×L1，S2＝L1×L2，L1杆塔根开，L2作业实际使用长度，根据带电作业

操作平台的面积来确定浮筒的数量，方便对河网的架设提供合理准确的数据，保证项目正

常运行，所述步骤C中，塔上设置3个电工水平站位，且等电位电工携带便携式工具包，方便

工具的取拿，且增加操作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所述步骤D中，绝缘传递绳系统登

塔至横担端部，塔上第二电工将第一电工传递绳系统取出，钩在绝缘绳套上，而滑轮组挂钩

钩在绝缘绳套上，保证该滑轮系统能够提供足够的省力作用，减少电工的操作负担，且方便

导线的架设，所述步骤A和E中，首先进行组合间隙校核，与中国电科院专家沟通“河网地区”

杆塔组合间隙与陆地杆塔组合间隙一样，在满足湿度不达到80％的情况下按照常规校核方

式来进行，校核方法通过AUTOCAD软件对杆塔1：1绘图，对塔窗结构模拟吊篮法或士字梯法，

满足安规要求的安全距离，保证组合间隙最小为5.02米，使其满足带电作业条件，保证使用

人员的操作空间。

[003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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