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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输电技术领域，即一种调节式绝

缘平梯，包括绝缘分节平梯、绝缘分节爬梯、悬挂

装置，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一端设有悬挂装置，

悬挂装置包括底座和挂钩，底座与绝缘分节平梯

固定连接，挂钩与导线侧的绝缘子端挂接，绝缘

分节平梯另一端和绝缘分节爬梯一端垂直固定

连接，绝缘分节爬梯另一端通过螺栓夹板与杆塔

水平主材固定连接；绝缘分节平梯的两侧主撑为

内凹式槽钢，槽钢内设有滑动小车。其有益效果

是：1、适用于220kV终端塔不同片数的绝缘子单

串，满足带电作业安全距离的要求；2、增减爬梯

的节数，使绝缘平梯处于水平状态，提高等电位

作业的安全性；3、安装自动滑车，便于作业人员

转移位置，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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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  ，其特征在于，调节式绝缘平梯包括绝缘分节平梯（1）、绝缘分

节爬梯（2）、悬挂装置(3)，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一端设有悬挂装置(3)，悬挂装置(3)包

括底座(301)和挂钩(302)，底座(301)与绝缘分节平梯（1）螺栓连接，挂钩(302)与导线挂

接，绝缘分节平梯（1）另一端和绝缘分节爬梯（2）一端垂直固定连接，绝缘分节爬梯（2）另一

端通过悬挂部分（201）与杆塔水平主材（5）螺栓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

由一节或多节组成，每节的长度分为2米或1.5米或1米，宽度为400mm，每400mm设一节梯撑

甲（101），两侧的主撑（102）采用内凹式；主撑（102）采用符合JB/8150.2和IEC  855规定的绝

缘材料，梯撑甲（101）选用空心的绝缘管材，选用壁厚3mm，内径大于15mm，每节平梯的连接

部件（103）选用高强度、比重轻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属连接部件

（103）采用插接形式，并有螺栓连接，螺栓应从外向内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

上安装一个400mm×400mm的绝缘滑车（6），绝缘滑车（6）两侧各安装4个滑轮（601），滑轮

（6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滑轮（601）置于绝缘分节平梯（1）两侧主撑（102）凹槽内，保

证滑轮在主撑凹面内正常滑动，并在绝缘平梯的首尾端各安装一个刹车装置（4），便于作业

人员跨入跨出及检修作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2）

包括悬挂部分（201）和绝缘部件(202)，绝缘部件(202)选用泡沫填充符合JB/8150.2和IEC 

855规定的绝缘棒材，选用管径32mm，密度大于1.7g/cm³的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增强复合型绝

缘材料制作，每节爬梯长度分为1米或0.5米，宽度400mm，每400mm安装一节梯撑乙（203），绝

缘分节爬梯（2）与绝缘分节平梯（1）尾端采用金属部件（204）垂直固定连接，金属部件（204）

选用比重轻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每节爬梯采用套管（205）连接，根据绝缘子单串的倾斜角

度自由调节节梯数量，使绝缘平梯与基准面处于水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2）

的悬挂部分（2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将悬挂部分（201）落座在杆塔水平主材（5）

上，用螺栓紧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悬挂装置(3)包括

底座(301)和挂钩(302)，底座(3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底座(301)为长度400mm、

宽度50mm、厚度3mm铝合金材料制成的三角支撑架，底座(301)套入绝缘分节平梯（1）上，并

用螺栓固定在绝缘分节平梯两侧的主撑（102）上；底座(301)顶端设置一个铝合金挂钩

(302)，挂钩(302)的顶端焊接一个直径30mm的挂环（303），挂钩(302)内径50mm，粗15mm，适

用于LGJ-400/35型及以下截面积的钢芯铝绞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刹车装置（4）是楔

形橡胶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

是一个不分节的长梯。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

是一种伸缩绝缘平梯，包括外套梁（7）、绝缘分节平梯（1），外套梁（7）的一端设有收放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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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8），垫带（802）一端与绝缘分节平梯（1）主撑（102）下边固定连接，垫带（802）另一端緾

绕在收带轮（801）上，收带轮（801）由支撑板（803）与外套梁（7）一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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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电技术领域，即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蒙东地区电网的迅速发展，输电线路覆盖面不断扩大，用电量增加，  220kV输

电线路终端塔进出口侧绝缘子单串的绝缘子、耐张线夹及导线侧金具形成的危急缺陷日益

增多，极大地影响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0003] 目前，输电带电作业配置的绝缘平梯只适用于15片以内的瓷质/玻璃绝缘子单串

且架设角度与杆塔基础基准面保持大致平行的绝缘子单串；原因之一是绝缘平梯长度是固

定的，终端塔进出口绝缘子单串的绝缘子片数是设计院根据线路绝缘配合地理环境及海拔

高度来确定的，所以固定长度的绝缘平梯适用不了所有220kV输电线路终端塔进出口侧的

绝缘子单串；二是因为变电站内进出线的220kV门型构架高度一般在8-10米之间，而终端塔

呼称高一般在18-21米之间，若终端塔采用单回路架设，两边相导线的绝缘子单串架设角度

能够与杆塔基础基准面保持大致平行，现有的绝缘平梯能够满足带电作业要求，但中相导

线挂点在边相导线挂点的上方4.5米处，绝缘子单串角度与杆塔基础基准面呈30°夹角，安

装后的绝缘平梯与绝缘子单串平行，绝缘平梯向下倾斜，等电位作业人员在沿绝缘平梯转

移电位过程中，很难控制身体平衡，易造成作业人员从绝缘平梯上坠落；若终端塔采用双回

路架设，三相导线呈上中下排列，下相导线的绝缘子单串架设角度能够与杆塔基础基准面

保持大致平行，现有的绝缘平梯能够满足作业要求，但中、上相导线的角度与杆塔基础基准

面的角度随挂点的升高而变大，角度最大达到60°，现有的绝缘平梯无法满足带电作业规定

的要求，所以，急需研制一种角度可调节、长度可调节的绝缘平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上述现有问题，提供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

上述目的是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包括绝缘分节平梯、绝缘分

节爬梯、悬挂装置，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一端设有悬挂装置，悬挂装置设有底座和挂钩，底

座与绝缘分节平梯螺栓连接，挂钩与导线挂接，绝缘分节平梯另一端和绝缘分节爬梯一端

垂直固定连接，绝缘分节爬梯另一端通过悬挂部分与杆塔水平主材螺栓连接；

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由一节或多节组成，每节的长度分为2米或1.5米或1米，宽度为

400mm，每400mm设一节梯撑甲，两侧的主撑采用内凹式；主撑采用符合JB/8150.2和IEC  855

规定的绝缘材料，梯撑甲选用空心的绝缘管材，选用壁厚3mm，内径大于15mm，每节平梯的连

接部件选用高强度、比重轻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

[0005] 所述的金属连接部件采用插接形式，并有螺栓连接。

[0006] 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上安装一个400mm×400mm的绝缘滑车，绝缘滑车两侧各安装

4个滑轮，滑轮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滑轮置于绝缘分节平梯两侧主撑凹槽内，保证滑轮

在主撑凹面内正常滑动，并在绝缘分节平梯的首尾端各安装一个刹车装置，便于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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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跨出及检修作业。

[0007] 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包括悬挂部分和绝缘部件，绝缘部件选用泡沫填充符合JB/

8150.2和IEC  855规定的绝缘棒材，选用管径32mm，密度大于1.7g/cm³的环氧树脂玻璃纤维

增强复合型绝缘材料制作，每节爬梯长度分为1米或0.5米，宽度400mm，每400mm安装一节梯

撑乙，绝缘分节爬梯与绝缘分节平梯尾端采用金属部件垂直固定连接，金属部件选用比重

轻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

[0008] 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的悬挂部分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将悬挂部分落座在

杆塔水平主材上，用螺栓紧固。

[0009] 所述的悬挂装置包括底座和挂钩，底座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底座为长度

400mm、宽度50mm、厚度3mm铝合金材料制成的三角支撑架，底座套入绝缘分节平梯上，并用

螺栓固定在绝缘分节平梯两侧的主撑上；底座顶端设置一个铝合金挂钩，挂钩的顶端焊接

一个直径30mm的挂环，挂钩内径50mm，粗15mm，适用于LGJ-400/35型及以下截面积的钢芯铝

绞线。

[0010] 所述的刹车装置是楔形橡胶块，并在绝缘滑车上也设有滑。

[0011] 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是一个不分节的长梯。

[0012] 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是一种伸缩绝缘平梯，包括外套梁、绝缘分节平梯，外套梁的

一端设有收放垫带机构，垫带一端与绝缘分节平梯主撑下边固定连接，垫带另一端緾绕在

收带轮上，收带轮由支撑板与外套梁一端固定连接。

[0013] 其有益效果是：  1、采用分节式绝缘平梯，可以根据绝缘子单串的长度决定所使用

梯节的节数，适用于220kV终端塔不同片数的绝缘子单串，满足带电作业安全距离的要求。

[0014] 2、在绝缘平梯的尾部侧垂直安装分节式爬梯，根据夹角的大小增减爬梯的节数，

使绝缘平梯处于水平状态，方便作业人员沿绝缘平梯转移作业位置，提高等电位作业的安

全性，并且便于携带、搬运。

[0015] 3、在绝缘平梯上安装一个自动滑车，并在平梯首尾端各有一个滑车锁止装置，便

于作业人员转移位置及作业，减少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及时间，提高作业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 是调节式绝缘平梯示意图；

图2 是绝缘分节爬梯示意图；

图3是悬挂部分示意图；

图4是绝缘滑车示意图；

图5是绝缘分节平梯插接接头示意图；

图6是金属部件示意图；

图7是一种不分节绝缘长平梯示意图；

图8是绝缘滑车制动机构示意图；

图9是一种伸缩绝缘长平梯示意图；

图10是收放垫带机构；

图11是伸缩绝缘长平梯内外主撑结构示意图。

[0017] 由图可见：绝缘分节平梯1、梯撑甲101、主撑102、连接部件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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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分节爬梯2、悬挂部分201、梯撑乙203、金属部件204、套管205，

悬挂装置3、底座301、挂钩302、挂环303，

刹车装置4，

主材5，

绝缘滑车6、滑轮601、制动底板602、制动手柄603、上制动蹄604、制动凸轮605、下制动

蹄606，

外套梁7、梯撑丙701，

收放垫带机构8、收带轮801、垫带802、支撑板803。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总的构思是：根据绝缘子单串的倾斜程度，设计一种自由调节角度  和长度

的绝缘平梯。下面结合附图介绍几种实施例。

[0019] 第一实施例，如图1、2、3所示，一种调节式绝缘平梯  ，包括绝缘分节平梯1、绝缘分

节爬梯2、悬挂装置3，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一端设有悬挂装置3，悬挂装置3设有底座301和

挂钩302，底座301与绝缘分节平梯1螺栓连接，挂钩302挂在绝缘子单串导线侧的延长环上，

绝缘分节平梯1另一端和绝缘分节爬梯2一端垂直固定连接，绝缘分节爬梯2另一端通过悬

挂部分201与杆塔水平主材5螺栓连接；

第二实施例，如图1、4、5、8所示，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由一节

或多节组成，每节的长度分为2米或1.5米或1米，宽度为400mm，每400mm设一节梯撑甲101，

两侧的主撑102采用内凹式；主撑102采用符合JB/8150.2和IEC  855规定的绝缘材料，梯撑

甲101选用空心的绝缘管材，选用壁厚3mm，内径大于15mm，每节平梯的连接部件103选用高

强度、比重轻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连接部件103采用插接形式，并有螺栓连接，螺栓应从外

向内穿，根据绝缘子单串的长度自由调节节梯数量。

[0020] 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上安装一个400mm×400mm的绝缘滑车6，绝缘滑车6两侧各

安装4个滑轮601，滑轮6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滑轮601置于绝缘分节平梯1两侧主撑

102凹槽内，保证滑轮在主撑凹面内正常滑动，并在绝缘平梯的首尾端各安装一个刹车装置

4，所述的刹车装置4是楔形橡胶块。便于作业人员跨入跨出及检修作业时绝缘滑车6不得滑

动，保证作业人员安全。为了使绝缘滑车6在绝缘分节平梯1上任何位置都可固定，在绝缘滑

车6的两侧设置了蹄式制动器，包括制动底板602、制动手柄603、上制动蹄604、制动凸轮

605、下制动蹄606，需要制动时，搬动制动手柄603，制动凸轮605转动，制动凸轮605、使上制

动蹄604和下制动蹄606张开并挤压在主撑102凹槽上下内侧面上，使绝缘滑车6制动。

[0021] 第三实施例，如图1、2、6所示，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2包括

悬挂部分201和绝缘部件202，绝缘部件202选用泡沫填充符合JB/8150.2和IEC  855规定的

绝缘棒材，选用管径32mm，密度大于1.7g/cm³的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增强复合型绝缘材料制

作，每节爬梯长度分为1米或0.5米，宽度400mm，每400mm安装一节梯撑乙203，绝缘分节爬梯

2与绝缘分节平梯1尾端采用金属部件204垂直固定连接，金属部件204选用比重轻的高强度

铝合金材料。每节爬梯采用套管205连接，根据绝缘子单串的倾斜角度自由调节节梯数量，

使绝缘分节平梯1与基准面处于水平。

[0022] 所述的绝缘分节爬梯2的悬挂部分2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将悬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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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落座在杆塔水平主材5上，用螺栓紧固，其中一只螺栓起紧固作用，另一只螺栓在主材5

的下方，起限位和锁死作用。

[0023] 第四实施例，如图1、3所示，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的悬挂装置3包括底座

301和挂钩302，底座301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作，底座301为长度400mm、宽度50mm、厚度

3mm铝合金材料制成的三角支撑架，底座301套入绝缘分节平梯1上，并用螺栓固定在绝缘分

节平梯两侧的主撑102上；底座301顶端设置一个铝合金挂钩302，挂钩302的顶端焊接一个

直径30mm的挂环303，挂钩302内径50mm，粗15mm。适用于LGJ-400/35型及以下截面积的钢芯

铝绞线。

[0024] 第五实施例，如图7所示，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是一个不

分节的长梯，根据绝缘子单串的长度与悬挂装置3和绝缘分节爬梯2固定，长出的部分从绝

缘分节爬梯2伸出。

[0025] 第六实施例，如图9所示，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的绝缘分节平梯（1）是一种

伸缩绝缘平梯，包括外套梁7、绝缘分节平梯1，外套梁7的一端设有收放垫带机构8，包括收

带轮801、垫带802、支撑板803，  其中垫带802一端与绝缘分节平梯1主撑102下边固定连接，

垫带802另一端緾绕在收带轮801上，收带轮801由支撑板803与外套梁7一端固定连接。根据

绝缘子单串的长度，伸缩绝缘平梯，垫带802随着缩绝缘平梯自由伸缩，保证绝缘滑车6顺利

滑行。

[0026] 第七实施例，所述的调节式绝缘平梯，其工作原理如下：地电位作业人员携带绝缘

传递绳至杆塔地线支架处，将绝缘传递绳挂在地线挂点处，挂好后返回缺陷横担侧；地面作

业人员组装调节式绝缘平梯，将调节式绝缘平梯传递至塔上，地电位作业人员扶住调节式

绝缘平梯尾端，将调节式绝缘平梯悬挂在绝缘子单串导线侧的延长环上；挂好后，地电位作

业人员将调节式绝缘平梯尾端固定在铁塔横担水平铁上，即主材5上；等电位作业人员做好

承力试验，确认无误后等电位作业人员跨入调节式绝缘平梯的绝缘滑车6上，确认无误后等

电位作业人员沿绝缘分节平梯1转移电位，进入强电场后锁死绝缘滑车6的刹车装置4和蹄

式制动器，等电位作业人员进行检修作业；缺陷消除后，等电位作业人员脱离电位沿绝缘分

节平梯1返回塔上，按照安装相反的顺序拆除调节式绝缘平梯，作业人员携带绝缘传递绳下

塔。

[0027] 采用调节式绝缘平梯，方便作业人员沿绝缘平梯转移作业位置，提高等电位作业

的安全性，减轻带电作业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作业效率。并且便于携带、搬运。通过等电位作

业法，由等电位作业人员沿调节式绝缘平梯进入单串绝缘子导线侧，实现对导线侧金具的

消缺，提高供电可靠性，实现输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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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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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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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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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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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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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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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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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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