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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包括水平

设置的两根横梁，所述横梁为中空结构，所述横

梁中间设置踏梁管，所述一个横梁内设置接地

线，所述接地线两端分别从横梁两端的通孔一和

通孔二引出，所述接地线从所述通孔一中引出的

一端设置铜线鼻，从所述通孔二中引出的一端设

置接地端卡，所述横梁靠近所述铜线鼻一端设置

导线侧挂钩，所述横梁远离所述铜线鼻一端设置

两个钢丝绳套。该装置设计合理、构简单、易操

作、安全可靠、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在操作过程

中可始终保持绝缘子串原有的水平状态，确保作

业过程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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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包括水平设置的两根横梁（1），所述横梁（1）为中

空结构，所述横梁（1）中间设置踏梁管（2），所述一个横梁（1）内设置接地线（6），所述接地线

（6）两端分别从横梁（1）两端的通孔一（7）和通孔二（9）引出，所述接地线（6）从所述通孔一

（7）中引出的一端设置铜线鼻（8），从所述通孔二（9）中引出的一端设置接地端卡（10），所述

横梁（1）靠近所述铜线鼻（8）一端设置导线侧挂钩（11），所述横梁（1）远离所述铜线鼻（8）一

端设置两个钢丝绳套（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梁管（2）内设置M12

丝（3），所述M12丝（3）穿过所述横梁（1）的两端均通过螺栓固定，M12丝（3）与所述横梁（1）接

触处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铁垫（4）和橡胶垫（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线侧挂钩（11）尾端

固定两个扁铁（13），所述扁铁（13）通过M12丝（3）固定在所述横梁（1）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线侧挂钩（11）内侧

固定扁铜（14），所述扁铜（14）与所述铜线鼻（8）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所述钢丝绳套（15）包括管

箍（16）和固定在所述管箍上的长钢丝绳（17），所述长钢丝绳（17）顶端设置绳套拉长环

（12）。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垫（5）由以下重

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38-45份、三元乙丙橡胶30-35份、硅橡胶5-8份、EVA乳液3-8

份、棕榈酸3-6份、氧化镁2-5份、硬脂酸1-3份、硼酸铝晶须2-5份、纳米水滑石1-2份、硅藻土

2-5份、白炭黑6-10份、硫化剂2-4份、松香3-5份、微晶蜡2-5份和防老剂2-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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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检修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

背景技术

[0002] 硅橡胶复合绝缘子自1989年在河南省电网运行以来，至今已27年之久，该产品从

局部应用到全电网复合化的运行的外绝缘配置方式，截止2014年河南省电网已经完全实现

全复合化输电线路，已达36万支硅橡胶复合绝缘子挂网运行，由于其重量轻、强度高、不易

破碎、耐污闪性能强，制造安装维护方便等特点，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和维护费用，已成为

河南省电网外绝缘配置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高压电场、高温日照、恶

劣气候环境、以及酸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合绝缘子的伞裙逐渐老

化，呈现憎水性退化的现象。憎水性能的退化将严重影响复合绝缘子的绝缘性能，增加闪络

现象发生的概率，所以需要对不合格的复合绝缘子串进行检修和维护。

[0003] 依据规程规定在安装、维护、检测试验过程中不得攀爬复合绝缘子，以避免人为损

伤绝缘子。并且现有的检修工器具操作繁琐、结构复杂、且功能单一，不能满足现有多种输

电线路杆塔检修的要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在运行维护、更换、技术改造、缺陷处理等不同状

态下的需求。

[0004] 中国专利文献（公告号CN201868790U）公开一种用于电力线路检修的绝缘过桥，包

括过桥主体，过桥主体由绝缘材料构成，过桥主体一端设杆塔横担搭钩，过桥主体另一端设

有挂钩，过桥主体由内箱体和外箱体构成，外箱体套设于内箱体外周，外箱体一端通过套箍

设有杆塔横担搭钩，杆塔横担搭钩与套箍之间设有可转动的销轴，内箱体一端通过套箍设

挂钩，套箍与挂钩之间设有可转动的销轴，外箱体另一端套设于内箱体外周。但是该实用新

型中没有设置接地线和防护装置。

[0005] 中国专利文献（公告号CN201146346Y）公开一种便携式绝缘子检修过桥，包括有过

桥主体，其中：过桥主体采用高强绝缘材料制成；过桥主体的尾端通过第二加强箍连接有杆

塔横担固定装置，以便于和绝缘子杆塔横担连接；过桥主体的头端通过第一加强箍连接有

挂钩，挂钩可挂在绝缘子前端；过桥主体具有伸缩部，伸缩部套接在过桥主体内，且可根据

需要拉伸或缩进；过桥主体与伸缩部之间设有调节销钉。该实用新型中挂钩为导体，不设置

接地线有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该装

置设计合理、构简单、易操作、安全可靠、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在操作过程中可始终保持绝

缘子串原有的水平状态，确保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包括水平设置的两根横梁，所述横梁为中空结构，所述横梁中间

设置踏梁管，所述一个横梁内设置接地线，所述接地线两端分别从横梁两端的通孔一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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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引出，所述接地线从所述通孔一中引出的一端设置铜线鼻，从所述通孔二中引出的一

端设置接地端卡，所述横梁靠近所述铜线鼻一端设置导线侧挂钩，所述横梁远离所述铜线

鼻一端设置两个钢丝绳套。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踏梁管内设置M12丝，所述M12丝穿过所述横梁的两端均通过螺栓

固定，M12丝与所述横梁接触处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铁垫和橡胶垫。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导线侧挂钩尾端固定两个扁铁，所述扁铁通过M12丝固定在所述横

梁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导线侧挂钩内侧固定扁铜，所述扁铜与所述铜线鼻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钢丝绳套包括管箍和固定在所述管箍上的长钢丝绳，所述长钢丝

绳顶端设置绳套拉长环。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橡胶垫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38-45份、三元乙丙

橡胶30-35份、硅橡胶5-8份、EVA乳液3-8份、棕榈酸3-6份、氧化镁2-5份、硬脂酸1-3份、硼酸

铝晶须2-5份、纳米水滑石1-2份、硅藻土2-5份、白炭黑6-10份、硫化剂2-4份、松香3-5份、微

晶蜡2-5份和防老剂2-4份。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公开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其中横梁和踏梁管均采用环氧树脂材质，安全性

高，且横梁中还设置有接地线，可实现作业时的接地状态，避免感应电伤人。

[0014] 在使用时导线侧挂钩挂接在导线上，钢丝绳套固定在横担上使本发明保持水平，

可始终保持绝缘子串原有的水平状态。

[0015] 2、M12丝与横梁接触处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铁垫和橡胶垫，能够对横梁起到防护

作用，增加本发明的使用寿命。

[0016] 导线侧挂钩由整根钢筋弯曲而成，钩尾分叉通过扁铁与梯梁的M12丝连接；管箍通

过两个M8*20螺栓与长钢丝绳连接，整体结构简单，成本比较低，便于实施。

[0017] 3、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还与迪尼玛材质导线保护绳配合使用，防止导线脱跑，具有

防护作用。

[0018] 4、本发明对橡胶垫的材质进行改进，能够大大增加其对横梁的防护作用，从而增

加本发明的使用寿命。其中橡胶垫采用丁腈橡胶、三元乙丙橡胶和硅橡胶混炼，其中丁腈橡

胶耐油性、耐磨性、耐热性较好，粘接力强，但是其弹性低；与三元乙丙橡胶和硅橡胶共混，

能改善产品的弹性，增加防震、耐磨和耐老化性能，且混炼时加入少量的EVA乳液（醋酸乙烯

的含量为20-25%），以提高橡胶的韧性和抗冲击性能。

[0019] 本申请以硬脂酸、氧化镁作为活化剂，有助于提交橡胶的交联度、耐热性和耐老化

性能；还添加有硼酸铝晶须、纳米水滑石、硅藻土、白炭黑作为补强材料，其中硼酸铝晶须直

径为0.5-1μm，长度为5-10μm，分布在橡胶中能增加橡胶的交联密度和强度，从而增加橡胶

的机械性能；而纳米水滑石粒径为10-50nm，均匀分散在橡胶中可有效增强其与橡胶交联网

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橡胶的机械强度。另外硅藻土比表面积大，能提高产品的耐磨

性能，而活性高的白炭黑能与橡胶交联结合，提高橡胶的强度。

[0020] 松香和微晶蜡在橡胶混炼时能够迁移到橡胶的表面，形成保护膜，能增强橡胶的

抗老化性能。

[0021] 5、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构简单、易操作、安全可靠、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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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始终保持绝缘子串原有的水平状态，确保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并可简化操作流程，提高施工效率，完全符合DL/T  741-2001《架空线路运行规程》和《电力

安全工作规程》规定的质量标准。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耐张绝缘子过桥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的踏梁管局部放大图；

图3为图1中导线侧挂钩的局部放大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钢丝绳套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横梁，2-踏梁管，3-M12丝，4-铁垫，5-橡胶垫，6-接地线，7-通孔一，8-铜线

鼻，9-通孔二，10-接地端卡，11-导线侧挂钩，12-绳套拉长环，13-扁铁，14-扁铜，15-钢丝绳

套，16-管箍，17-长钢丝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实施例1

如图1-3所示，一种耐张绝缘子过桥，包括水平设置的两根横梁1，其中横梁1为中空结

构，横梁1中间设置5根踏梁管2，横梁1和踏梁管2材质均为环氧树脂材料；踏梁管2内穿设

M12丝3，即M12丝3与踏梁管2螺纹连接，M12丝穿过横梁1的两端均通过螺栓固定，从而将踏

梁管2固定在横梁1上，M12丝3与横梁1接触处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铁垫4和橡胶垫5，用于防

护横梁1。

[0026] 一个横梁1内设置接地线6，接地线6两端分别从横梁1两端的通孔一7和通孔二9引

出，其中通孔一7距离横梁1近端100mm，通孔二9距离横梁1近端500mm，接地线6从通孔一7中

引出的一端设置铜线鼻8，从通孔二9中引出的一端设置接地端卡10。

[0027] 横梁1靠近铜线鼻8一端设置导线侧挂钩11，导线侧挂钩11由整根φ10钢筋弯曲而

成，导线侧挂钩11尾端焊接两个扁铁13，扁铁13上设置有通孔，M12丝穿过通孔将扁铁13固

定在横梁1上；导线侧挂钩11内侧固定扁铜14，扁铜14与铜线鼻8连接。

[0028] 横梁1远离铜线鼻8一端设置两个钢丝绳套15，用于将本发明左端固定在横担上；

另外本发明还搭配使用迪尼玛材质导线保护绳，增加防护作用。

[0029] 采用本发明的耐张绝缘子过桥时，具体使用方法为：将左侧接地线6引出的接地端

卡10牢固卡在横担上，迪尼玛材质导线保护绳首先挂在梯梁右侧，由两人同时站在横担上

操作耐张绝缘子过桥装置，一人手持梯梁左侧，另一人控制迪尼玛导线保护绳（在挂接过桥

时起控制作用）以控制过桥的方向以及水平状态，两人共同配合将绝缘子过桥导线侧挂钩

11挂接在导线上。此时，导线通过导线侧挂钩11内侧的扁铜14通过接地线6连接到铁塔横担

上，实现良好接地，可避免感应电伤人，最后将本发明左端通过钢丝绳套15固定在横担上使

本发明保持在水平状态。然后，一人沿本发明移动到右侧，将迪尼玛导线保护绳挂接在联板

（联板是连接绝缘子与导线的金具）上（绝缘子→联板→导线），另一人将迪尼玛导线保护绳

挂接在横担上，防止导线脱跑，起到保护作用。

[0030]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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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如图4所示，钢丝绳套15包括管箍16和固定在管箍

上的1300mm长的长钢丝绳17，管箍16通过两个M8*20螺栓与1300mm长钢丝绳连接，长钢丝绳

17顶端设置绳套拉长环12，该钢丝绳套结构简单，能够牢固的将本发明左端固定在横担上，

安全方便。

[0031] 本实施例中的橡胶垫5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38份、三元乙丙橡胶

35份、硅橡胶5份、EVA乳液8份、棕榈酸3份、氧化镁5份、硬脂酸1份、硼酸铝晶须5份、纳米水

滑石1份、硅藻土2份、白炭黑10份、硫化剂2份、松香5份、微晶蜡2份和防老剂2份。其中硫化

剂是硫磺，防老剂为防老剂MB。

[0032] 橡胶垫由以下步骤制备而成：

（1）棕榈酸、硼酸铝晶须、纳米水滑石、硅藻土和白炭黑高速搅拌20min中得预混料，即

先将硼酸铝晶须、纳米水滑石、硅藻土和白炭黑与棕榈酸预混，增加这些无机成分与橡胶的

相容性；（2）密炼机中加入丁腈橡胶、三元乙丙橡胶、硅橡胶、EVA乳液、氧化镁和硬脂酸塑炼

3min后，接着加入防老剂混炼3min，然后加入预混料混炼5min，得到混炼料，其中混炼温度

为120℃；（2）混炼料在开炼机中，加入松香和微晶蜡热炼5min，之后加入硫化剂，继续热炼

5min，薄通5次，出片，其中热炼温度为80℃；（3）将胶片在硫化剂上硫化成型，得产品。

[0033] 实施例3

实施例3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橡胶垫5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39

份、三元乙丙橡胶33份、硅橡胶6份、EVA乳液7份、棕榈酸4份、氧化镁4份、硬脂酸1.5份、硼酸

铝晶须4份、纳米水滑石1.2份、硅藻土3份、白炭黑9份、硫化剂2.5份、松香4.5份、微晶蜡3份

和防老剂2.5份。

[0034] 实施例4

实施例4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橡胶垫5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40

份、三元乙丙橡胶32份、硅橡胶6份、EVA乳液6份、棕榈酸5份、氧化镁3份、硬脂酸2份、硼酸铝

晶须3份、纳米水滑石1.5份、硅藻土4份、白炭黑8份、硫化剂3份、松香4份、微晶蜡4份和防老

剂3份。

[0035] 实施例5

实施例5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橡胶垫5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42

份、三元乙丙橡胶31份、硅橡胶7份、EVA乳液5份、棕榈酸5份、氧化镁2份、硬脂酸2.5份、硼酸

铝晶须3份、纳米水滑石1.8份、硅藻土4份、白炭黑7份、硫化剂3.5份、松香3.5份、微晶蜡5份

和防老剂3.5份。

[0036] 实施例6

实施例6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橡胶垫5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丁腈橡胶45

份、三元乙丙橡胶30份、硅橡胶8份、EVA乳液3份、棕榈酸6份、氧化镁2份、硬脂酸3份、硼酸铝

晶须2份、纳米水滑石2份、硅藻土5份、白炭黑6份、硫化剂4份、松香3份、微晶蜡4份和防老剂

4份。

[0037] 性能检测

测试实施例2-6制备的产品的物理性能，其中拉伸性能按照GB/T  528-2009测定，耐磨

性采用阿克隆磨耗值来表征，测试结果见表1。

[0038] 表1 性能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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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2-6制备的产品拉伸强度为24-32MPa，拉断伸长率为510-600%，耐磨性磨

耗值为0.08-0.15cm3/1.61Km，而经过150℃×500h热空气后，拉断伸长率和拉伸强度变化

较少，说明本申请制备的橡胶垫产品耐磨、耐老化性能优异，且力学性能好，能够增减橡胶

垫对横梁的防护作用，从而增加本发明的使用寿命。

[0039]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他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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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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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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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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