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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使用可注

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先按放松

安全系数架线，压接耐张线夹并挂好耐张绝缘子

串，其中一端耐张串与塔上可注液伸缩金具连

接，另一端耐张串与杆塔挂点连接；计算紧至正

常安全系数需再收紧的线长L；向可伸缩金具中

注入液体，使可伸缩金具长度缩短L。本发明避免

了过牵引拉坏导线、杆塔的施工风险，同时解决

了较小孤立档杆塔承受不平衡张力问题，使得可

不再加强杆塔设计，提高经济性。特别对于旧线

路改造工程中出现的一侧为原塔的较小孤立档，

可避免更换原塔，经济效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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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

的深度紧线方法包括：

第一步，使用可注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

第二步，先按放松安全系数架线，压接耐张线夹并挂好耐张绝缘子串，其中一端耐张串

与塔上可注液伸缩金具连接，另一端耐张串与杆塔挂点连接；

第三步，计算紧至正常安全系数需再收紧的线长L；

第四步，向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使可伸缩金具长度缩短L；

所述第一步中使用可注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将液体注至最小刻度；

金具与杆塔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被拉基础的位置、原始地貌情况、回填土的情况选择主副拉基础的位置，

主副拉基础的位置选择宜选择在原状土和回填土浅的位置；

步骤二、根据回填或以后需回填计算回填土和上部结构对基础的水平力，计算主副拉

索截面、材质，计算被拉基础的尺寸、型钢尺寸、型钢连接点、拉索连接点设计；

步骤三、被拉基础、主副拉基础施工，在浇筑混凝土前应在中心预埋型钢，环绕型钢布

置螺旋箍筋，拉索与型钢连接，拉索在基础中位置预埋保护管，完成验收后才能浇筑；

步骤四、基础养护完成后，按设计张力张拉拉索，通过金具连接，作防腐处理，穿保护

管；

步骤五、在基础、拉索周边做好防护、警示标志；

放松安全系数架线的方法为：

步骤一、在显示框中填写访问信息，确认后将访问信息发送至访问终端；

步骤二、访问终端读取发送访问信息端的IP地址并将信息进行整合形成访问请求指

令，发送至防护中心；

步骤三、防护中心的认证终端读取IP地址，并与防护数据库中的IP地址进行比对，若IP

地址不在可访问者IP范围内或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黑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端直

接否定访问请求，若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红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端发送请求通

过指令并且根据访问要求的身份牌开放相对应的访问权限；

步骤四、根据身份牌的权限进入到不同的显示界面，显示界面显示不同的数据，并且根

据身份牌的等级做出对应的指令操作响应；

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的方法为：

步骤一：采用含有氯化铜的盐酸溶液作为腐蚀溶液，将铝片浸泡入腐蚀溶液中3-6min，

得到具有微米级结构的铝表面，然后将铝片在200-350℃下高温加热10-30min；

步骤二：采用浓度为0.05-0.15M的六水硝酸锌和六次甲基四氨的1:1混合溶液作为水

热合成溶液，将经步骤一高温加热后的铝片放置在95℃的恒温水热合成溶液中进行3-6h的

水热合成，从而使铝片表面制备出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

步骤三：将经步骤二制备得到的表面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的铝片采用低表

面能材料修饰后烘干，即得到铝片的铝基超疏水表面；

步骤四：将润滑油注入步骤三加工得到的所述的铝基超疏水表面，待润滑油在铝基超

疏水表面完全平铺开之后即得到具有抗润湿性的铝基液体注入型减阻表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504643 B

2



一种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输电线路孤立档是指两侧都是耐张塔或一侧为耐张塔

一侧为变电站构架的一档线路。由于紧线滑轮低于挂线孔一定距离，而耐张串重量大，在挂

线过程中又不能绷直达到设计长度，因此在挂线(实为挂耐张串)时，就需要将耐张串尾部

的连接金具(如U型环)拉过头一些才能挂得上，这种现象称为架空线的过牵引，多拉出的长

度称为过牵引长度，过牵引长度一般在15cm以上。对于档距较小(一般指档距小于120m左

右)的孤立档，若按导线正常安全系数架线，即短导线仍需拉出15cm左右的过牵引长度，应

力大幅增加，过牵引张力过大，可能拉坏导线、杆塔或变电站构架。该问题至今仍困扰着设

计和施工。

[0003] 现有技术都是先紧线、再压接、后挂线的方式，而过牵引长度是挂线过程中需要和

产生的，挂线后过牵引长度释放到档内，相当于放松了该档导线，而挂线后线长和耐张串长

已难以再带张力连续调整，故无法实现对较小孤立档按正常档安全系数(一般为2.5)紧线。

对较小孤立档，为避免施工过牵引张力将导线、杆塔拉坏，不得不放松安全系数架线，如孤

立档安全系数为5，其前后档安全系数取2.5，由此安全系数的差异形成了孤立档两侧耐张

杆塔均长期存在较大张力差，必将加强两侧耐张杆塔，往往不得不将孤立档两侧的1型耐张

塔更换为3型、4型甚至终端塔，塔重大幅增加，不仅不经济，还存在施工中过牵引张力损坏

导线、杆塔的风险。对于改造工程形成的孤立档，前后安全系数不一致产生的不平衡张力可

能超出原杆塔的使用条件，导致需更换原杆塔，造成浪费。

[0004]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现有技术对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不能按正常

安全系数挂线，引起孤立档两侧杆塔长期承受较大不平衡张力，使得孤立档两侧杆塔需要

加强，浪费了塔材；较小孤立档的过牵引导致施工安全风险较高；改造工程中形成的较小孤

立档可能不得不更换原杆塔，造成浪费。

[0005]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对于较小孤立档，如何在保证挂线所需过牵引长度的

前提下，实现导线收紧程度达到连续档导线安全系数(一般为2.5)。其核心在于如何在导线

紧线、压接并挂线后仍可带张力连续收紧导线。

[0006]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意义：降低过牵引导致的施工风险；减小或消除孤立档两侧

杆塔的不平衡张力，节省塔材；避免改造工程中因形成较小孤立档而更换原塔。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

法。

[0008]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所述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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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包括：

[0009] 第一步，使用可注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

[0010] 第二步，先按放松安全系数架线，压接耐张线夹并挂好耐张绝缘子串，其中一端耐

张串与塔上可注液伸缩金具连接，另一端耐张串与杆塔挂点连接；

[0011] 第三步，计算紧至正常安全系数需再收紧的线长L；

[0012] 第四步，向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使可伸缩金具长度缩短L。

[0013] 进一步，所述第一步中使用可注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将液体注

至最小刻度。

[0014] 进一步，金具与杆塔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一、根据被拉基础的位置、原始地貌情况、回填土的情况选择主副拉基础的位

置，主副拉基础的位置选择宜选择在原状土和回填土浅的位置；

[0016] 步骤二、根据回填或以后需回填计算回填土和上部结构对基础的水平力，计算主

副拉索截面、材质，计算被拉基础的尺寸、型钢尺寸、型钢连接点、拉索连接点设计；

[0017] 步骤三、被拉基础、主副拉基础施工，在浇筑混凝土前应在中心预埋型钢，环绕型

钢布置螺旋箍筋，拉索与型钢连接，拉索在基础中位置预埋保护管，完成验收后才能浇筑；

[0018] 步骤四、基础养护完成后，按设计张力张拉拉索，通过金具连接，作防腐处理，穿保

护管；

[0019] 步骤五、在基础、拉索周边做好防护、警示标志。

[0020] 进一步，放松安全系数架线的方法为：

[0021] 步骤一、在显示框中填写访问信息，确认后将访问信息发送至访问终端；

[0022] 步骤二、访问终端读取发送访问信息端的IP地址并将信息进行整合形成访问请求

指令，发送至防护中心；

[0023] 步骤三、防护中心的认证终端读取IP地址，并与防护数据库中的IP地址进行比对，

若IP地址不在可访问者IP范围内或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黑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

端直接否定访问请求，若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红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端发送请

求通过指令并且根据访问要求的身份牌开放相对应的访问权限；

[0024] 步骤四、根据身份牌的权限进入到不同的显示界面，显示界面显示不同的数据，并

且根据身份牌的等级做出对应的指令操作响应。

[0025] 进一步，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的方法为：

[0026] 步骤一：采用含有氯化铜的盐酸溶液作为腐蚀溶液，将铝片浸泡入腐蚀溶液中3-

6min，得到具有微米级结构的铝表面，然后将铝片在200-350℃下高温加热10-30min；

[0027] 步骤二：采用浓度为0.05-0.15M的六水硝酸锌和六次甲基四氨的1:1混合溶液作

为水热合成溶液，将经步骤一高温加热后的铝片放置在95℃的恒温水热合成溶液中进行3-

6h的水热合成，从而使铝片表面制备出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

[0028] 步骤三：将经步骤二制备得到的表面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的铝片采用

低表面能材料修饰后烘干，即得到铝片的铝基超疏水表面；

[0029] 步骤四：将润滑油注入步骤三加工得到的所述的铝基超疏水表面，待润滑油在铝

基超疏水表面完全平铺开之后即得到具有抗润湿性的铝基液体注入型减阻表面。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本发明避免了过牵引拉坏导线、杆塔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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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风险，同时解决了较小孤立档杆塔承受不平衡张力问题，使得可不再加强杆塔设计，提高

经济性。特别对于旧线路改造工程中出现的一侧为原塔的较小孤立档，可避免原塔更换，经

济效益突出。

[0031] 本发明实现较小孤立档按正常安全系数紧线，杆塔可按张力平衡设计，可无需加

大塔型。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流程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较小孤立档一相导线架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35] 针对现有技术对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不能按正常安全系数挂线，导致施工风险较

高，同时使孤立档两侧杆塔需要加强，浪费了塔材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较小孤立档紧

线方法，通过可注液伸缩金具在挂串后连续收紧导地线，可在不增加过牵引长度情况下，将

较小孤立档的导地线收紧至正常安全系数，消除了较小孤立档两侧存在的较大张力差，使

得杆塔更节省和更可靠，同时避免了线路改造工程中原塔超条件而换塔。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详细的描述。

[003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输电线路较小孤立档的深度紧线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8] S101：使用可注液伸缩的金具与孤立档一端杆塔连接，将液体注至最小刻度；

[0039] S102：先按放松安全系数架线，压接耐张线夹并挂好耐张绝缘子串，挂有可注液伸

缩金具一侧的耐张串与其连接；

[0040] S103：计算紧至正常安全系数需再收紧的线长L；

[0041] S104：向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使该金具长度缩短L。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描述。

[0043] 金具与杆塔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一、根据被拉基础的位置、原始地貌情况、回填土的情况选择主副拉基础的位

置，主副拉基础的位置选择宜选择在原状土和回填土浅的位置；

[0045] 步骤二、根据回填或以后需回填计算回填土和上部结构对基础的水平力，计算主

副拉索截面、材质，计算被拉基础的尺寸、型钢尺寸、型钢连接点、拉索连接点设计；

[0046] 步骤三、被拉基础、主副拉基础施工，在浇筑混凝土前应在中心预埋型钢，环绕型

钢布置螺旋箍筋，拉索与型钢连接，拉索在基础中位置预埋保护管，完成验收后才能浇筑；

[0047] 步骤四、基础养护完成后，按设计张力张拉拉索，通过金具连接，作防腐处理，穿保

护管；

[0048] 步骤五、在基础、拉索周边做好防护、警示标志。

[0049] 放松安全系数架线的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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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步骤一、在显示框中填写访问信息，确认后将访问信息发送至访问终端；

[0051] 步骤二、访问终端读取发送访问信息端的IP地址并将信息进行整合形成访问请求

指令，发送至防护中心；

[0052] 步骤三、防护中心的认证终端读取IP地址，并与防护数据库中的IP地址进行比对，

若IP地址不在可访问者IP范围内或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黑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

端直接否定访问请求，若IP地址在访问者IP范围内且在红色IP名单中，则认证终端发送请

求通过指令并且根据访问要求的身份牌开放相对应的访问权限；

[0053] 步骤四、根据身份牌的权限进入到不同的显示界面，显示界面显示不同的数据，并

且根据身份牌的等级做出对应的指令操作响应。

[0054] 可伸缩金具中注入液体的方法为：

[0055] 步骤一：采用含有氯化铜的盐酸溶液作为腐蚀溶液，将铝片浸泡入腐蚀溶液中3-

6min，得到具有微米级结构的铝表面，然后将铝片在200-350℃下高温加热10-30min；

[0056] 步骤二：采用浓度为0.05-0.15M的六水硝酸锌和六次甲基四氨的1:1混合溶液作

为水热合成溶液，将经步骤一高温加热后的铝片放置在95℃的恒温水热合成溶液中进行3-

6h的水热合成，从而使铝片表面制备出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

[0057] 步骤三：将经步骤二制备得到的表面具有花瓣状的微纳双重粗糙结构的铝片采用

低表面能材料修饰后烘干，即得到铝片的铝基超疏水表面；

[0058] 步骤四：将润滑油注入步骤三加工得到的所述的铝基超疏水表面，待润滑油在铝

基超疏水表面完全平铺开之后即得到具有抗润湿性的铝基液体注入型减阻表面。

[0059] 实施例

[0060] 某110kV线路改造工程，受地形和障碍物限制，新建耐张杆塔与原线路耐张杆塔间

档距仅70m，一般需更换原线路耐张杆塔(为避免原线路长时间停电，不得不在其附近新征

地、重新施工基础、建设铁塔并对旧线侧重新架线)，采用本发明后，可按正常安全系数收紧

导线，使原杆塔张力平衡，不超原使用条件，避免更换杆塔和对旧线侧的重新紧线，节省了

工作量和工程投资。

[006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较小孤立档一相导线架线示意图。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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