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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及

其使用方法，包括电力塔架、支撑板和红外传感

器，所述电力塔架一侧壁上通过螺栓连接有支撑

架，所述支撑架上端通过螺栓连接有所述支撑

板，所述支撑板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噪声驱

鸟器。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通过设置红外传感

器和噪声驱鸟器，可对靠近电力铁塔的鸟类进行

驱离，以避免因鸟类筑巢被雷电引燃所引起的事

故，十分实用，通过设置上端盖、密封胶、下端盖

和热缩密封管，使合成护套具有极佳的密封性，

从而使合成护套的密封性良好，以避免因其内部

导体的电阻特性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温度上升所

引起的爆炸，可提高避雷装置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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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力塔架（1）、支撑板（3）和红外传感器

（5），所述电力塔架（1）一侧壁上通过螺栓连接有支撑架（2），所述支撑架（2）上端通过螺栓

连接有所述支撑板（3），所述支撑板（3）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噪声驱鸟器（4），所述噪声

驱鸟器（4）上端通过螺钉连接有所述红外传感器（5），所述电力塔基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

有安装座（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6）上端

中部设置有下接线端子（7），所述下接线端子（7）一侧壁上设置有接地柱线（8），所述接地柱

线（8）下端设置有连接线（9），所述连接线（9）一端设置有钢筋网（10），所述下接线端子（7）

上端外围设置有下端盖（11），所述下端盖（11）外围设置有合成护套（12），所述合成护套

（12）内设置有热缩密封管（13），所述热缩密封管（13）内底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一（14），所

述铝制端子座一（14）上端设置有氧化锌块（15），所述氧化锌块（15）上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

二（16），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上端设置有上接线端子（17），所述上接线端子（17）外围设

置有上端盖（18），所述上端盖（18）上端设置有密封胶（19），所述上接线端子（17）上端设置

有连接半球（20），所述连接半球（20）上焊接有引雷尖端（21），所述连接半球（20）上端中部

设置有接闪器（22），所述接闪器（22）上端外围设置有电荷收集半球（23），所述电荷收集半

球（23）内设置有可变高电阻（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接线端子（7）

与所述安装座（6）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接地柱线（8）与所述下接线端子（7）焊接，所述连接线

（9）与所述接地柱线（8）以及所述钢筋网（10）均为焊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端盖（11）与所

述合成护套（12）胶接，所述下接线端子（7）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接线端子（7）

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插接，所述氧化锌块（15）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以及所述铝制

端子座二（16）均为搭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缩密封管（13）

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所述上端盖（18）以及所述上接线端子（17）均与所述合成护套

（12）胶接，所述上接线端子（17）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插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半球（20）与

所述上接线端子（17）焊接，所述接闪器（22）与所述连接半球（20）焊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荷收集半球

（23）与所述接闪器（22）焊接，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与所述接闪器（22）之间有空气间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变高电阻（24）

与所述接闪器（22）以及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均通过导线连接。

10.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的使用方法，应用于权利要求1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

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中，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会对空气中的电荷进行收

集，在雷电放电之前的高静态电场特性情况下所述接闪器（22）的针尖会产生可控幅度和频

率的脉冲，即产生一个上行先导并向上传播，从而截获雷云里发出的下行先导，具有极佳的

避雷效果，雷电在被接闪器（22）接引后，会通过瞬间分布于所述连接半球（20）的表面，且所

述连接半球（20）下端周围的尖端可产生雷电散流的效果，以防止装置承受过大电流，对电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943425 A

2



力铁塔进行有效保护，然后其余电流通过所述上接线端子（17）进入所述合成护套（12）内

部，经过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所述氧化锌块（15）、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和所述下接线

端子（7）的导引后通过所述接地柱线（8）被导入大地，通过所述接地柱线（8）引入大地的雷

电会通过所述连接线（9）传递至所述钢筋网（10）后快速扩散，效果极佳，所述红外传感器

（5）和所述噪声驱鸟器（4）被外部设备控制，所述红外传感器（5）可实时对外界环境进行监

测，当所述红外传感器（5）感知到有鸟类靠近时，就会向控制设备反馈信息，然后控制设备

会发出驱动指令使噪声驱鸟器（4）工作，发出噪声对鸟类进行驱离，以防止鸟类在电力铁塔

上筑巢，以防止鸟巢被雷电引燃，造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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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避雷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避雷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措施，躲避因为雷电而产生的对人体、建筑等的危害，雷

电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击是自然灾害，不仅会造成设备、房屋设施的损坏，而且可能引

起火灾、爆炸，甚至还可能伤害人、畜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避雷器都是经常

采用的避雷装置，一套完整的避装置包括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上述的针、线、网、带

都只是接闪器，电力铁塔因其高度较高，容易吸引雷电，必须安装避雷装置，以保护输电线

路与设备。

[0003] 现有的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缺少防止鸟类筑巢的措施，可能会发生鸟巢因雷电引

燃所造成的的事故，其避雷器的防水性能和密封性能较差，会因内部受潮导致阀片电阻特

性发生变化，导致流过阀片的泄漏电流增加，电流中的阻性分量急剧增加，使阀片上温度上

升而发生热崩溃，严重时引起避雷器爆炸，而且现有的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将雷电引入大

地后扩散较慢，难以承受大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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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及其使

用方法。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包括电力塔架、支撑板和红外传感器，所述电力塔架一侧壁

上通过螺栓连接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端通过螺栓连接有所述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端

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噪声驱鸟器，所述噪声驱鸟器上端通过螺钉连接有所述红外传感器，

所述电力塔基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安装座。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红外传感器和所述噪声驱鸟器被外部设备控制，所

述红外传感器可实时对外界环境进行监测，当所述红外传感器感知到有鸟类靠近时，就会

向控制设备反馈信息，然后控制设备会发出驱动指令使噪声驱鸟器工作，发出噪声对鸟类

进行驱离，以防止鸟类在电力铁塔上筑巢，以防止鸟巢被雷电引燃，造成事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座上端中部设置有下接线端子，所述下接线端子一侧壁上设

置有接地柱线，所述接地柱线下端设置有连接线，所述连接线一端设置有钢筋网，所述下接

线端子上端外围设置有下端盖，所述下端盖外围设置有合成护套，所述合成护套内设置有

热缩密封管，所述热缩密封管内底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一，所述铝制端子座一上端设置有

氧化锌块，所述氧化锌块上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二，所述铝制端子座二上端设置有上接线

端子，所述上接线端子外围设置有上端盖，所述上端盖上端设置有密封胶，所述上接线端子

上端设置有连接半球，所述连接半球上焊接有引雷尖端，所述连接半球上端中部设置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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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器，所述接闪器上端外围设置有电荷收集半球，所述电荷收集半球内设置有可变高电阻。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下接线端子与所述安装座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接地柱线与所述下

接线端子焊接，所述连接线与所述接地柱线以及所述钢筋网均为焊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所述接地柱线引入大地的雷电会通过所述连接线传

递至所述钢筋网后快速扩散，效果极佳。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下端盖与所述合成护套胶接，所述下接线端子与所述合成护套胶

接。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下端盖为不锈钢材质，与合成护套胶接有良好的密

封性，可防止所述合成护套内部进水或受潮。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下接线端子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一插接，所述氧化锌块与所述铝制

端子座一以及所述铝制端子座二均为搭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热缩密封管与所述合成护套胶接，所述上端盖以及所述上接线端

子均与所述合成护套胶接，所述上接线端子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二插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上端盖与所述合成护套胶接后再在表面覆盖一层密

封胶，可使所述上端盖与所述合成护套之间有良好的密封性，所述热缩密封管可进一步提

升所述合成护套的密封性，以防止所述合成护套内部进水或受潮，可防止所述铝制端子座

一、所述铝制端子座二和所述氧化锌块因受潮而导致的电阻特性变化，避免流过所述合成

护套内部的泄漏电流增加导致的所述合成护套内部温度上升，以防止所述合成护套爆炸。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半球与所述上接线端子焊接，所述接闪器与所述连接半球焊

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连接半球的球面结构可使所述接闪器和所述引雷尖

端所接引的雷电电荷能够瞬间分布于所述连接半球的表面，且所述连接半球下端周围的尖

端可产生雷电散流的效果，以防止装置承受过大电流，对电力铁塔进行有效保护。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电荷收集半球与所述接闪器焊接，所述电荷收集半球与所述接闪

器之间有空气间隙。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可变高电阻与所述接闪器以及所述电荷收集半球均通过导线连

接。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电荷收集半球会对空气中的电荷进行收集，在雷电

放电之前的高静态电场特性情况下所述接闪器的针尖会产生可控幅度和频率的脉冲，即产

生一个上行先导并向上传播，从而截获雷云里发出的下行先导，具有极佳的避雷效果。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为了解决现有的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缺少防止鸟类筑巢的措施，可能会发生鸟巢因

雷电引燃所造成的的事故的问题，本发明通过设置红外传感器和噪声驱鸟器，可对靠近电

力铁塔的鸟类进行驱离，以避免因鸟类筑巢被雷电引燃所引起的事故，十分实用；

2、为了解决现有的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上的避雷器的防水性能和密封性能较差，会因

内部受潮导致阀片电阻特性发生变化，导致流过阀片的泄漏电流增加，电流中的阻性分量

急剧增加，使阀片上温度上升而发生热崩溃，严重时引起避雷器爆炸的问题，本发明通过设

置上端盖、密封胶、下端盖和热缩密封管，使合成护套具有极佳的密封性，从而使合成护套

的密封性良好，以避免因其内部导体的电阻特性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温度上升所引起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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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可提高避雷装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3、为了解决现有的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将雷电引入大地后扩散较慢，难以承受大载荷

的问题，本发明通过设置连接线和钢筋网，使通过接地柱线引入大地的雷电会通过连接线

传递至钢筋网后快速扩散，效果极佳，可承受极大地载荷。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中合成护套的剖视图；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中电荷收集半球的剖视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1、电力塔架；2、支撑架；3、支撑板；4、噪声驱鸟器；5、红外传感器；6、安装座；7、下接线

端子；8、接地柱线；9、连接线；10、钢筋网；11、下端盖；12、合成护套；13、热缩密封管；14、铝

制端子座一；15、氧化锌块；16、铝制端子座二；17、上接线端子；18、上端盖；19、密封胶；20、

连接半球；21、引雷尖端；22、接闪器；23、电荷收集半球；24、可变高电阻。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图3所示，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包括电力塔架1、支撑板3和红外传感器5，

所述电力塔架1一侧壁上通过螺栓连接有支撑架2，所述支撑架2上端通过螺栓连接有所述

支撑板3，所述支撑板3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噪声驱鸟器4，所述噪声驱鸟器4上端通过

螺钉连接有所述红外传感器5，所述电力塔基上端中部通过螺栓连接有安装座6，所述红外

传感器5和所述噪声驱鸟器4被外部设备控制，所述红外传感器5可实时对外界环境进行监

测，当所述红外传感器5感知到有鸟类靠近时，就会向控制设备反馈信息，然后控制设备会

发出驱动指令使噪声驱鸟器4工作，发出噪声对鸟类进行驱离，以防止鸟类在电力铁塔上筑

巢，以防止鸟巢被雷电引燃，造成事故。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安装座6上端中部设置有下接线端子7，所述下接线端子7一侧壁

上设置有接地柱线8，所述接地柱线8下端设置有连接线9，所述连接线9一端设置有钢筋网

10，所述下接线端子7上端外围设置有下端盖11，所述下端盖11外围设置有合成护套12，所

述合成护套12内设置有热缩密封管13，所述热缩密封管13内底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一14，

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上端设置有氧化锌块15，所述氧化锌块15上端设置有铝制端子座二

16，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上端设置有上接线端子17，所述上接线端子17外围设置有上端盖

18，所述上端盖18上端设置有密封胶19，所述上接线端子17上端设置有连接半球20，所述连

接半球20上焊接有引雷尖端21，所述连接半球20上端中部设置有接闪器22，所述接闪器22

上端外围设置有电荷收集半球23，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内设置有可变高电阻24。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下接线端子7与所述安装座6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接地柱线8与所

述下接线端子7焊接，所述连接线9与所述接地柱线8以及所述钢筋网10均为焊接，通过所述

接地柱线8引入大地的雷电会通过所述连接线9传递至所述钢筋网10后快速扩散，效果极

佳。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下端盖11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所述下接线端子7与所述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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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套12胶接，所述下端盖11为不锈钢材质，与合成护套12胶接有良好的密封性，可防止所述

合成护套12内部进水或受潮。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下接线端子7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插接，所述氧化锌块15与所

述铝制端子座一14以及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均为搭接。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热缩密封管13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所述上端盖18以及所述

上接线端子17均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所述上接线端子17与所述铝制端子座二16插接，

所述上端盖18与所述合成护套12胶接后再在表面覆盖一层密封胶19，可使所述上端盖18与

所述合成护套12之间有良好的密封性，所述热缩密封管13可进一步提升所述合成护套12的

密封性，以防止所述合成护套12内部进水或受潮，可防止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所述铝制端

子座二16和所述氧化锌块15因受潮而导致的电阻特性变化，避免流过所述合成护套12内部

的泄漏电流增加导致的所述合成护套12内部温度上升，以防止所述合成护套12爆炸。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连接半球20与所述上接线端子17焊接，所述接闪器22与所述连

接半球20焊接，所述连接半球20的球面结构可使所述接闪器22和所述引雷尖端21所接引的

雷电电荷能够瞬间分布于所述连接半球20的表面，且所述连接半球20下端周围的尖端可产

生雷电散流的效果，以防止装置承受过大电流，对电力铁塔进行有效保护。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与所述接闪器22焊接，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与

所述接闪器22之间有空气间隙。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可变高电阻24与所述接闪器22以及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均通过

导线连接，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会对空气中的电荷进行收集，在雷电放电之前的高静态电

场特性情况下所述接闪器22的针尖会产生可控幅度和频率的脉冲，即产生一个上行先导并

向上传播，从而截获雷云里发出的下行先导，具有极佳的避雷效果。

[0032] 一种电力铁塔用避雷装置的使用方法：所述电荷收集半球23会对空气中的电荷进

行收集，在雷电放电之前的高静态电场特性情况下所述接闪器22的针尖会产生可控幅度和

频率的脉冲，即产生一个上行先导并向上传播，从而截获雷云里发出的下行先导，具有极佳

的避雷效果，雷电在被接闪器22接引后，会通过瞬间分布于所述连接半球20的表面，且所述

连接半球20下端周围的尖端可产生雷电散流的效果，以防止装置承受过大电流，对电力铁

塔进行有效保护，然后其余电流通过所述上接线端子17进入所述合成护套12内部，经过所

述铝制端子座二16、所述氧化锌块15、所述铝制端子座一14和所述下接线端子7的导引后通

过所述接地柱线8被导入大地，通过所述接地柱线8引入大地的雷电会通过所述连接线9传

递至所述钢筋网10后快速扩散，效果极佳，所述红外传感器5和所述噪声驱鸟器4被外部设

备控制，所述红外传感器5可实时对外界环境进行监测，当所述红外传感器5感知到有鸟类

靠近时，就会向控制设备反馈信息，然后控制设备会发出驱动指令使噪声驱鸟器4工作，发

出噪声对鸟类进行驱离，以防止鸟类在电力铁塔上筑巢，以防止鸟巢被雷电引燃，造成事

故。

[003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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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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