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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在低压设备、中压设备

和/或高压设备中制造材料接合式电流路径连接

的方法，还涉及一种具有长期稳定的材料接合式

电流路径连接的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

设备，其中，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或第二

部分(20)分别至少在区域中具有纳米材料(30)，

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或第二部分(20)在

相应的区域中摩擦接合地和/或形状配合地相互

连接，并且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在纳米材料(30)

的参与下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

分(20)之间产生可传导的材料接合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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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中制造材料接合式电流路径连接的

方法，其中，电流路径具有至少一个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20)，其特征在于，

-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或第二部分(20)分别至少在区域中具有纳米材料(30)，

-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或第二部分(20)至少在相应的区域中摩擦接合地和/或

形状配合地相互连接，并且

-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在纳米材料(30)的参与下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

分(20)之间构成可传导的材料接合式连接。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纳米材料(30)位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

和第二部分(20)相应的摩擦接合地和/或形状配合地相互连接的区域中或者纳米材料(30)

在第一(10)和/或第二(20)电流路径的相应的区域上延伸。

3.按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

(20)由相同的传导性材料和/或由相同的材料组合构成。

4.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纳米材料(30)以凝胶体、膜和/或粉

末和/或前驱体的形式施加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20)的相应的区域上

和/或存在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20)的相应的区域上。

5.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

分(20)在至少一个区域中摩擦接合地通过一个或者更多个连接器件(40)连接。

6.按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连接器件(40)由一个或者更多个选自螺钉、

铆钉和/夹具的器件构成。

7.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是导电且柔性的电流带(15)或者是极端头或者电流带夹，

和/或

-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20)是端子，所述端子处于

·真空开关管的移动触头(25)或者固定触头上，

·变压器上，或者

·汇流条上。

8.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能量的输入导致在电流路径的

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20)之间的材料接合式连接，所述材料接合式连接局部地限于电

流路径的与纳米材料(30)交界的第一部分(10)和与纳米材料交界的第二部分(20)。

9.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能量

-以热能和/或电能的形式输入纳米材料(30)中，和/或

-以其它形式输入并且在纳米材料(30)中和/或在纳米材料(30)上转化为热能和/或电

能。

10.按前述权利要求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输入反应能量产生的电流路径

的第一部分(10)、第二部分(20)和纳米材料(30)的材料接合式连接基于纳米材料(30)的烧

结过程或者包括所述烧结过程和/或基于通过纳米材料(30)或者部分纳米材料(30)的放热

反应造成的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和第二部分(20)的焊接。

11.一种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其中，所述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

设备具有电流路径，其中，所述电流路径按前述权利要求1至10之一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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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种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其中，所述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

设备具有电流路径，并且具有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10)与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20)的至少

一个连接，其中，所述连接是摩擦接合式和材料接合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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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借助纳米材料形成的长期稳定的材料接合式电流路径连

接的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以及用于制造该电流

路径连接的方法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在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中制造材料接合式电

流路径连接的方法，还涉及一种具有长期稳定的材料接合式电流路径连接的低压设备、中

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

[0002] 在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高压设备中，借助导线在所谓的电流路径中导引电流。这

同样适用于在以下也被理解为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高压设备的低压开关设备、中压开关

设备和高压开关设备。

[0003] 当在导体中导引额定电流时由于开关设备的电流路径的欧姆电阻产生热量。为了

保证开关设备持久的功能性，必须确保安装在设备中的构成电流路径的部件、尤其是导体

能够持久地承受这些热量。由于“持久”与开关设备相关地通常涉及开关设备的整个使用寿

命，因此应当特别地对开关设备的电流路径提出要求。

[0004] 与之相关地，尤其是电流路径中的摩擦接合式(或称为力传递式)连接位置被看作

是关键的。这些摩擦接合式连接位置、即通常螺纹连接位置或者夹紧位置存在的风险是，所

述连接位置的阻值随着使用时间例如由于腐蚀而显著地增大。在电流路径中阻值的增大必

然在相关区域中导致更高的温度。这带来的风险是达到和/或超过临界温度，从而使开关设

备无法继续适用于在可能的或者预设的环境条件下导引规定的额定电流。

[0005] 这尤其是关键的，因为摩擦接合式连接相对于其它的连接方式大多具有更高的电

阻并且由此加重了升温问题或者由于更高的电阻才产生所述升温问题。

[0006] 在现有技术中通过利用材料接合式连接、熔焊连接或者钎焊连接来绕过摩擦接合

式连接随着开关设备的使用时间电阻升高的问题。

[0007] 然而熔焊连接或者钎焊连接的制造通常与待连接的构件的温度升高相关。对于敏

感的构件、例如真空开关管或者其它对温度敏感的构件以及尤其是包含在所述构件中的塑

料部件而言，成本低廉的、简便的熔焊或者钎焊是特别关键的，因为存在如下风险，即在接

合时所述塑料部件被过程热量损坏或者损毁并且由此无法继续确保所述塑料部件的功能。

[0008] 在现有技术中针对这些构件通常使用非常昂贵的焊接工艺、例如电子束焊接或者

激光焊接，所述焊接工艺仅造成待连接的构件局部限制的升温，尤其在连接位置的紧邻周

围环境中的升温。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并且可传导的用于在开关

设备中传导电流的连接，该连接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缺点，或者提供一种成本低廉的并且

耗费更低的制造电流路径连接的方法。

[0010] 所述技术问题通过独立权利要求1和12以及所述独立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解

决。

[0011] 一种实施例涉及用于制造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中的材料接合式电

流路径连接的方法，其中，电流路径具有至少一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电流路径的第一部

分和/或第二部分分别至少在区域中具有纳米材料。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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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应的区域中摩擦接合地和/或材料接合地相互连接。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在纳米材料的

参与下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形成导电的材料接合式连接。在下文中，所

述纳米材料能够作为这种纳米材料或者作为所述纳米材料的前驱体存在，也就是实际的纳

米材料由前驱体通过反应、优选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形成，所述反应能量也导致了形成材料

接合式连接。

[0012] 纳米材料是指如下材料，即所述材料的单独的单元或者在所述材料中一个或者更

多个尺寸处于1纳米至1000纳米(10-9米，十亿分之一米)之间、优选1纳米至100纳米之间。

[0013] 术语“区域”按照本发明应当理解为连接区域，即这样的区域，在所述区域中电流

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借助纳米材料相互连接。

[0014] 术语“可传导的”按照本发明应当理解为，电流路径的可传导的、相互连接的部分

经由连接部可传导，使得在开关设备的额定电流的载荷或者低于开关设备的额定电流的载

荷的情况下不会对功能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造成连接位置升温超过允许的温度。

[0015] 通过使用纳米材料和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将纯粹的摩擦接合式连接转化为材料接

合式和/或摩擦接合式连接，确保了长期稳定的连接，所述连接按照标准被评定为材料接合

式连接并且因此也不需要像例如摩擦接合式或者形状配合式连接那样的附加的在检查方

面的耗费。

[0016] 尤其地，这种摩擦接合式连接和/或形状配合式连接，即其中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

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之间的连接位置上施加压力时的摩擦接合式连接和/或形状配合

式连接，对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之间构成材料接合式连接具有积

极的作用。

[0017] 优选地，纳米材料位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相应的摩擦接合地和/

或形状配合地相互连接的区域之间或者所述纳米材料在第一和/或第二电流路径的相应的

区域上延伸。

[0018] 通过纳米材料完全地或者近似完全地存在于在电流路径的连接区域中实现了连

接区域的更低的电阻和/或抗老化性。连接区域在此进一步指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借助纳米材料和摩擦接合和/或形状配合相连接的区域。

[0019] 此外优选地，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由相同的传导性材料和/或相同的

材料组合构成。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备选地可以由不同的传导性材料和/或不

同的材料组合构成，针对不同的配对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铜和银或者铜合金和银合金。

[0020] 也优选的是，纳米材料和/或所述纳米材料的前驱体以凝胶体、膜和/或粉末的形

式施加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相应的区域上和/或存在于电流路径的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的相应的区域上。即，待连接的电流路径的两个部分可都具有纳米材料或者

仅一个部分可具有纳米材料。

[0021] 特别优选的是，由纳米材料形成膜，尤其通过印刷、特别是通过丝网印刷、或者刮

涂或者刷制在转移材料上，从所述转移材料上可将通过例如干燥、硬化或者挤压而制造的

膜剥离。转移材料备选地也可以在构造材料接合式连接时转化、嵌入所述连接中或者分解。

[0022] 也优选的是，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摩擦接合地通过一个或者更多个连

接器件相连。尤其优选的是，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相应的区域摩擦接合地通

过一个或者更多个连接器件相连。摩擦接合式连接使得压力作用在连接位置上，这对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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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的连接起到积极作用。

[0023] 特别优选的是，连接器件由一个或者更多个选自螺钉、铆钉和/或夹具的器件构

成。

[0024] 也优选的是，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形状配合地相互连接。

[0025] 也优选的是，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是导电且柔性的电流带或者是极端头或者电流

带夹(Strombandklemme)，和/或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是端子，所述端子处于：

[0026] 移动触头或者固定触头上；或者

[0027] 变压器上；或者

[0028] 汇流条上。

[0029] 也优选的是，反应能量的输入造成局部地限于电流路径的与纳米材料交界的第一

部分和与纳米材料交界的第二部分上的反应，该反应导致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之间的材料接合式连接。

[0030] 此外优选的是，反应能量以热能和/或电能的形式输入纳米材料中，和/或反应能

量以其它形式输入并且在纳米材料中和/或在纳米材料上转化为热能和/或电能。然而也可

行的是，反应能量以电磁震荡、波和/或感应震荡和/或冲击波的形式输入材料中。

[0031] 也优选的是，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形成的纳米材料和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第二部

分的材料接合式连接基于纳米材料的烧结过程或者包括纳米材料的烧结过程和/或基于通

过纳米材料或者部分所述纳米材料的放热反应造成的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

熔焊和/或钎焊。在烧结过程中，纳米材料相互连接并且至少部分地或者完全地与电流路径

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连接。在放热反应中，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能够直接相互焊

接和/或在纳入纳米材料或者所述纳米材料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焊接和/或电流路径的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纳米材料或者其它材料的参与下钎焊。所述其它材料在此尤其也可以

是纳米材料的组成部分或者在放热反应期间形成。

[0032] 也优选的是，纳米材料具有银和/或银前驱体。

[0033] 也优选的是，纳米材料具有呈聚集体形式的银纳米颗粒，所述聚集体沿着至少一

个空间方向具有大于90nm、尤其大于100nm或者200nm并且小于300nm的尺寸，尤其也优选的

是，银纳米颗粒在相应的反应温度中和/或在相应的反应条件下形成并且沿着至少一个空

间方向具有1nm至20nm的尺寸。

[0034] 此外优选的是，银纳米颗粒可以至少部分地通过在金属有机前驱体中的反应形

成。

[0035] 另一种实施例是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其中，所述低压设备、中压设

备具有电流路径，具有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的至少一个连接部，其

中，所述连接部是摩擦接合和材料接合式的。

[0036] 另一种实施例是低压设备、中压设备和/或高压设备，其中，所述低压设备、中压设

备和/或高压设备具有电流路径，其中，所述电流路径按照前述实施形式之一构造。

[0037] 以下根据三幅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8] 图1示出了电流路径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按照本发明的材料接合式连接和摩擦接

合式连接；

[0039] 图2示意性地示出了借助纳米材料将真空开关管与可传导的并且柔性的电流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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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40] 图3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用于制造材料接合式和摩擦接合式电流路径连接的方法

的流程图。

[0041] 图1在未详细示出的开关设备1中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连接，其中，电流路径的第

一部分10与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20借助连接器件40摩擦接合地连接并且通过纳米材料30

材料接合地连接。

[0042] 摩擦接合式连接40例如可以通过螺钉、铆钉和/或夹具实现。除了借助连接器件40

的摩擦接合式连接也可以备选地使用在此未示出的形状配合式连接。形状配合式连接例如

可以通过电流路径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的通过变形、例如挤压或者压接而啮合入彼此中的连

接区域实现。

[0043] 图2示出了真空开关管2在未详细示出的开关设备1中的连接，其中，移动触头端子

25和柔性的电流带15一方面通过连接器件40摩擦接合地相互连接并且另一方面通过纳米

材料30材料接合地相互连接。在此未示出的是，移动触头螺栓25’和柔性的电流带15备选地

也可以一方面通过连接器件40摩擦接合地相互连接并且另一方面通过纳米材料30材料接

合地相互连接。柔性的电流带15在该示例中材料接合地与电流路径50的其它部分连接，其

中，该材料接合式连接是传统的熔焊连接或者钎焊连接。

[0044] 图3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方法的示意性的流程，所述方法用于制造开关设备1、尤

其用于中压和/或高压的开关设备中的电流路径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材料接合式和摩擦接

合式和/或形状配合式连接。在第一步骤100中，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至少在区域中配设有

纳米材料，或者提供配设有纳米材料的电流路径部分。这也包括提供形式为膜或者网格的

纳米材料并且将所述膜或者网格安置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或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上

或者两者之间。

[0045] 在第二步骤200中，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之间形成摩擦

接合式和/或形状配合式连接。

[0046] 在第三步骤300中，通过输入反应能量，在纳米材料的参与下在电流路径的第一部

分和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之间形成可传导的材料接合式连接。纳米材料在此能够要么通过

包括烧结过程的过程形成可传导的连接，要么通过输入反应能量产生放热反应，所述放热

反应使得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与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焊接。

[0047] 附图标记清单

[0048] 1    开关设备

[0049] 2    真空开关管

[0050] 10   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

[0051] 15    作为电流路径的第一部分的可传导的、柔性的电流带

[0052] 20   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

[0053] 25   真空开关管的作为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的移动触头端子

[0054] 25’  真空开关管的作为电流路径的第二部分的移动触头螺栓

[0055] 30    纳米材料

[0056] 40   连接器件，例如螺钉、铆钉或者夹具

[0057] 50   电流路径的其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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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100  步骤1

[0059] 200  步骤2

[0060] 300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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