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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工程中电缆与架空线

路连接设备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双回路电缆线

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设置有电缆终端后杆；

电缆终端后杆通过连梁与电缆终端前杆连接；由

电缆终端后杆、电缆终端前杆所设平台横担为主

梁铺设成电缆终端平台；电缆终端前杆与电缆终

端后杆顺架空线路方向布置，电缆终端前杆矮，

电缆终端后杆高；电缆终端前杆、连梁和电缆终

端后杆错开布置有每回上中下三相横担，每回三

相横担在空间错开，每相可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

直接连接，三相横担垂直高差满足线间距要求。

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顺线路双杆型式错开三相

互相遮挡，减小杆塔根开，提高塔位可行性，并通

过双杆距离灵活调节平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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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

架空线路连接装置设置有电缆终端后杆；

电缆终端后杆通过连梁与电缆终端前杆连接，所述电缆终端后杆、电缆终端前杆所设

平台横担为主梁铺设成电缆终端平台；

电缆终端前杆与电缆终端后杆顺架空线路方向布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终

端前杆高度小于所述电缆终端后杆高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终

端前杆、连梁和电缆终端后杆错开布置有每回上中下三相横担，每回三相横担在空间错开，

每相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直接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终

端平台上部和架空横担下平面设置绝缘子串挂点，绝缘子串对拉紧绷引接裸导线，引接裸

导线两端线夹分别与电缆终端头和架空导线耐张串接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子

串采用复合绝缘子倒置安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梁的

两侧分别连接引线耐张串和导线耐张串，架空线路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地线挂点，所述地线

挂点下端的架空线路两侧固定安装有多组导线挂点，导线挂点与电缆终端头之间通过引线

耐张串相连接。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终

端头的输出端连接有电缆，所述电缆通过电缆支架固定安装在架空线路上；引线耐张串与

架空线路支架连接有耐张串挂点。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线耐

张串上连接有避雷器，所述避雷器上安装有避雷器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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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工程中电缆与架空线路连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

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双回路电缆自平台引至架空导线连接时，由于现有同塔双回路杆塔每回路在同一

断面上垂直排列，上中下相形成了遮挡关系，导致引线(带电裸导线)自电缆终端平台引接

至中相和上相导线时，必须绕引避开下方横担的遮挡，需沿杆塔塔身设置较多的复合横担

绝缘子，导致电缆终端杆塔整体复杂凌乱，且复合横担绝缘子导线固定端易松动，存在一定

隐患。

[0003] 此外，双回路电缆终端平台较大，普通独立钢管杆难以支撑，往往需要较大的塔身

承载，所需铁塔根开较大，占地较多；而电缆往往敷设在城区，土地资源紧张，塔位可能与管

网等其他设施共用，大根开铁塔塔位选择困难，适用范围受限；尤其电缆线路一般沿市政道

路敷设，道路的人行道往往分布较多管网，容易因无法立塔而不能实现电缆和架空线路的

连接。

[0004]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

[0005] (1)双回电缆终端杆塔的基础根开大，占地面积大，城区塔位选择困难，且浪费土

地资源，道路边人行道立塔将遮挡人行通道并导致较多管线迁改。

[0006] (2)上层横担受下层横担遮挡，引线需绕引，电缆与架空引接需要采用较多复合横

担绝缘子，复杂凌乱，引线固定不牢。

[0007] (3)这些复合横担绝缘子直接安装于塔身，不便于运行维护人员登塔作业，且复合

横担绝缘子长度较短，使得引线对塔身距离较近，进一步影响运行维护。

[0008]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

[0009] 如何破解双回电缆需要的大平台和城市要求杆塔基础占地面积小的矛盾；如何破

除双回路杆塔上中下层横担的遮挡关系；如何省去电缆与架空引接所需的复合横担绝缘

子。

[0010]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意义：

[0011] 1)解决城区双回电缆终端塔因基础占地大而难以选择塔位的问题，以及立塔导致

的人行通道遮挡问题和道路边管线迁改问题。

[0012] 2)将绕引连接线复杂凌乱的连接方式变得简洁美观。

[0013] 3)免去复合横担绝缘子的采用，提高供电可靠性，节省工程投资，且方便运行维

护。

实用新型内容

[001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

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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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设置有：

[0016] 电缆终端后杆；

[0017] 电缆终端后杆通过连梁与电缆终端前杆连接；由电缆终端后杆、电缆终端前杆所

设平台横担为主梁铺设成电缆终端平台；

[0018] 电缆终端前杆与电缆终端后杆顺架空线路方向布置，电缆终端前杆矮，电缆终端

后杆高。

[0019] 通过采用顺线路双杆型式错开三相互相遮挡，减小杆塔根开，提高塔位可行性，并

通过双杆距离灵活调节平台尺寸。

[0020] 进一步，所述电缆终端前杆、连梁和电缆终端后杆错开布置有每回上中下三相横

担，每回三相横担在空间错开，每相可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直接连接，三相横担垂直高差满

足线间距要求。

[0021] 通过每回三相横担在空间错开，每相可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直接连接，无遮挡。

[0022] 进一步，所述电缆终端平台上部和架空横担下平面设置绝缘子串挂点，绝缘子串

对拉紧绷引接裸导线，引接裸导线两端线夹分别与电缆终端头和架空导线耐张串接通。

[0023] 为了避免电缆终端头受力，在电缆终端平台上部和架空横担下平面设置绝缘子串

挂点，通过上下绝缘子串对拉紧绷引接裸导线，引接裸导线两端线夹分别与电缆终端头和

架空导线耐张串接通即可，避免了大量复合横担绝缘子的使用，简洁美观，安全可靠。

[0024] 进一步，所述对拉绝缘子串宜采用复合绝缘子倒装。通过设置有复合绝缘子倒装，

便于进行引线。

[0025] 进一步，所述连梁的两侧分别连接引线耐张串和导线耐张串，架空线路的顶部固

定安装有地线挂点，所述地线挂点下端的架空线路两侧固定安装有多组导线挂点，导线挂

点与电缆终端头之间通过引线耐张串相连接。

[0026] 进一步，所述电缆终端头的输出端连接有电缆，所述电缆通过电缆支架固定安装

在架空线路上；引线耐张串与架空线路支架连接有耐张串挂点。

[0027] 进一步，所述引线耐张串上连接有避雷器，所述避雷器上安装有避雷器监视器。

[0028]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

[0029] 本实用新型将双回路电缆终端杆塔的基础由4个减为2个，杆塔基础占地面积由正

方形塔基的块状占地变为双杆的两个点状占地，占地面积缩减80％以上，大大提高了城区

管网密集区域的塔位选择便利性和可行性。本实用新型三相完全错开，上中下相接线互不

干扰，上下对拉引线方式避免了复合横担绝缘子的使用，既方便施工和运维，又简洁美观、

安全可靠。对拉引线下部倒装的耐张绝缘子串采用复合绝缘子，更便于引线的施工安装。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结构示意

图；

[0031]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架空与电缆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架空与电缆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电缆终端后杆；2、电缆终端前杆；3、连梁；4、引线耐张串；5、导线耐张串；

6、地线挂点；7、导线挂点；8、避雷器；9、避雷器监视器；10、电缆；11、电缆支架；12、耐张串挂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313561 U

4



点；13、电缆终端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能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实用新型内容、特点及功效，兹例举以下实施例，并

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0035] 下面结合附图1至附图3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作详细的描述。

[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双回路电缆线路与架空线路连接装置设置有电缆终端

后杆1；电缆终端后杆1通过连梁3与电缆终端前杆2连接；由电缆终端后杆1、电缆终端前杆2

所设平台横担为主梁铺设成电缆终端平台；电缆终端前杆2与电缆终端后杆1顺架空线路方

向布置，电缆终端前杆2矮，电缆终端后杆1高；

[0037] 所述电缆终端前杆2、连梁3和电缆终端后杆1错开布置有每回上中下三相横担，每

回三相横担在空间错开，每相可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13直接连接，三相横担垂直高差满足

线间距要求。

[0038] 所述电缆终端平台上部和架空横担下平面设置绝缘子串挂点，绝缘子串对拉紧绷

引接裸导线，引接裸导线两端线夹分别与电缆终端头13和架空导线耐张串5接通；

[0039] 其中，对拉绝缘子串宜采用复合绝缘子倒装。

[0040] 所述连梁3的两侧分别连接引线耐张串4和导线耐张串5，架空线路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地线挂点6，所述地线挂点6下端的架空线路两侧固定安装有多组导线挂点7，导线挂点

7与电缆终端头13之间通过引线耐张串4相连接。所述电缆终端头13的输出端连接有电缆

10，所述电缆10通过电缆支架11固定安装在架空线路上；引线耐张串4与架空线路支架连接

有耐张串挂点12。所述引线耐张串4上连接有避雷器8，所述避雷器8上安装有避雷器监视器

9。

[0041] 本实用新型中电缆终端双杆顺架空线路方向布置，电缆终端前杆2矮，电缆终端后

杆1高，双杆由连梁3连接，将每回上中下三相横担前后错开布置于电缆终端后杆1、连梁3和

电缆终端前杆2，三相横担垂直高差满足线间距要求。电缆终端平台分别以电缆终端前杆2、

电缆终端后杆1所设平台横担为主梁铺设，根据平台布置需要灵活调整双杆距离可调整平

台大小。由于每回三相横担已在空间错开，每相可与对应相电缆终端头13直接连接，无遮

挡，为避免电缆终端头13受力，在电缆终端平台上部和架空横担下平面设置绝缘子串挂点，

通过上下绝缘子串对拉紧绷引接裸导线，引接裸导线两端线夹分别与电缆终端头13和架空

导线耐张串5接通即可，避免了复合横担绝缘子的使用，简洁美观，安全可靠。为便于引线对

拉绝缘子串安装，电缆终端平台上的对拉绝缘子串宜采用复合绝缘子倒装。

[0042] 某双回220kV电缆线路沿公路人行道采用盾构电缆隧道敷设，与架空线路连接点

位于公路边陡坡，邻近盾构始发井，塔位狭窄，且盾构始发井的锚杆穿越塔位，该塔位采用

常规方案无法立塔。若另选宽阔塔位，将影响周边规划地块，且会导致电缆线路长度增加约

125m；常规方案需沿塔身横向安装复合横担绝缘子共36支，塔身散布安装复合横担绝缘子

后，既复杂凌乱，又影响运维登塔作业，且常年微风吹拂下，引接裸导线在复合横担绝缘子

端部的固定易松动磨损，存在故障隐患。采用本实用新型后，杆塔基础由4个减为2个，可使

原塔位成立，无需另选塔位；上中下三相空间错开避免相互遮挡后，采用上下对拉方式安装

引接裸导线，省去了复合横担绝缘子，简洁美观，安全可靠，施工运维方便，且费用节省。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313561 U

5



[0043]

[0044]

[0045] 以上所述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

修饰，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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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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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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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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