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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所设计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

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它的固定件通过连接支

架与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底面固定连接，插头固

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侧壁上，输电线路无线

通讯电路板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底部空

腔内，天线板、环氧隔离板和天线屏蔽板固定在

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中部空腔中，硅胶O型圈安

装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密封板安装卡槽中，封

胶密封板压住硅胶O型圈并锁附在无线通讯装置

外壳的密封板安装位上，面板固定在封胶密封板

的顶面。该装置在高压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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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无线通

讯装置外壳(1)、固定件(2)、连接支架(3)、面板(5)、封胶密封板(6)、硅胶O型圈(7)、插头

(8)、尼龙支撑柱(9)、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天线屏蔽板(11)、环氧隔离板(12)和

天线板(13)，其中，所述固定件(2)通过连接支架(3)与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底面固定连

接，所述插头(8)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侧壁上，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内设有

相互连通的中部空腔(1.1)和底部空腔(1.2)，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还设有位于中部

空腔(1.1)上方的卡槽(1.3)，所述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通过尼龙支撑柱(9)固定

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底部空腔(1.2)内，所述天线板(13)的底面与环氧隔离板(12)的

顶面固定贴合，环氧隔离板(12)的底面与天线屏蔽板(11)的顶面固定连接，所述天线板

(13)、环氧隔离板(12)和天线屏蔽板(11)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中部空腔(1.1)

中，硅胶O型圈(7)安装在上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密封板安装卡槽(1.3)中，封胶密封

板(6)压住硅胶O型圈(7)并锁附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密封板安装位(1.4)上，面板(5)

固定在封胶密封板(6)的顶面，所述插头(8)的接线端通过导线连接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

板(10)的电源接线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上设有信号指示灯(4)，上述信号指示灯(4)的信号输入端连

接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的状态信号输出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固定件(2)为圆环固定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连接支架(3)为L型连接支架，上述L型连接支架的水平杆固定连接无线通讯装置外

壳(1)的底面，L型连接支架的垂直杆与圆环固定件的侧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插头(8)为航空插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顶端边缘、底端边缘和侧面边缘均为弧形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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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安全技术领域，具体地指一种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

无线通讯装置。

技术背景

[0002] 在电气安全技术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进程中，人们注意到，大量电气事故是由过

大的电位差引起的。为防止过大的电位差而导致的种种电气事故，20世纪60年起，国际上推

广等电位联结安全技术的应用，新建建筑物中基本上都采用了等电位联结。

[0003] 国际上非常重视等电位连接的作用，它对用电安全、防雷以及电子信息设备的正

常工作和安全使用，都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理论分析，等电位连接作用范围越小，电气上越

安全。

[0004] 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行直接关系着电力系统的安全稳

定，其地域跨越广、暴露在野外自然环境中、所处环境复杂是监控工作的难题，迫切需要提

高输电线路智能在线监控。针对当前日益成熟的无线自组网技术，设计能在输电线路下稳

定运行无线通讯设备，组成无线自组织网络，对输电线路监测系统的大流量数据能够提供

良好的设备支持。

[0005] 输电线路上的环境电气环境复杂，在高压输电线路上工作的设备，需要有良好的

抗高压，抗电晕，防电磁辐射等设计要求。现有使用在高压输电电路的无线通讯装置一般采

用3G/4G的通信方式，3G/4G通讯随着输电线路监测信息量的飞速扩大，已经无法满足带宽

的需求，所以开始使用2.4G，5G的wifi通讯方式，但是现有的wifi通讯装置在高压线路上都

存在抗高压能力差，防电晕，防电磁辐射能力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种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

该装置在高压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强。

[0007] 为实现此目的，本发明所设计的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

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无线通讯装置外壳、固定件、连接支架、面板、封胶密封板、硅胶O型

圈、插头、尼龙支撑柱、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天线屏蔽板、环氧隔离板和天线板，其中，

所述固定件通过连接支架与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底面固定连接，所述插头固定在无线通讯

装置外壳的侧壁上，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内设有相互连通的中部空腔和底部空腔，所述

无线通讯装置外壳还设有位于中部空腔上方的卡槽，所述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通过尼

龙支撑柱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底部空腔内，所述天线板的底面与环氧隔离板的顶面

固定贴合，环氧隔离板的底面与天线屏蔽板的顶面固定连接，所述天线板、环氧隔离板和天

线屏蔽板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中部空腔中，硅胶O型圈安装在上述无线通讯装置外

壳的密封板安装卡槽中，封胶密封板压住硅胶O型圈并锁附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密封板

安装位上，面板固定在封胶密封板的顶面，所述插头的接线端通过导线连接输电线路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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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电路板的电源接线端。

[0008] 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顶端边缘、底端边缘和侧面边缘均为弧形边缘。

[0009] 本发明设计的天线屏蔽板、环氧隔离板和天线板能有效防止高压线路的电晕，且

具有防电磁辐射能力，无线通讯装置外壳的弧形边缘使产品的风阻减小，保证了本发明在

高压线路上稳定挂网。而且该设计使得本发明无尖角，防止尖端放电对内部设备的干扰。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2的A-A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电路部分的框图。

[0014] 图中，1—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1—中部空腔、1.2—底部空腔、1.3—卡槽、1.4—

密封板安装位、2—固定件、3—连接支架、4—信号指示灯、5—面板、6—封胶密封板、7—硅

胶O型圈、8—插头、9—尼龙支撑柱、10—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1—天线屏蔽板、12—

环氧隔离板、13—天线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6] 一种基于等电位环原理的高压输电线路无线通讯装置，如图1～4所示，它包括无

线通讯装置外壳1、固定件2、连接支架3、面板5(装饰板)、封胶密封板6、硅胶O型圈7、插头8、

尼龙支撑柱9、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天线屏蔽板11、环氧隔离板12和天线板13，其

中，所述固定件2通过连接支架3与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底面固定连接，所述插头8固定在

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侧壁上，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内设有相互连通的中部空腔1.1和

底部空腔1.2，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还设有位于中部空腔1.1上方的卡槽1.3，所述输电

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通过尼龙支撑柱9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底部空腔1.2内，所

述天线板13的底面与环氧隔离板12的顶面固定贴合，环氧隔离板12的底面与天线屏蔽板11

的顶面固定连接，所述天线板13、环氧隔离板12和天线屏蔽板11固定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

的中部空腔1.1中，硅胶O型圈7安装在上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密封板安装卡槽1.3中，封

胶密封板6压住硅胶O型圈7并锁附在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密封板安装位1.4上，面板5固定

在封胶密封板6的顶面，所述插头8的接线端通过导线连接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的电

源接线端。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上设有信号指示灯4，上述信号指示灯4

的信号输入端连接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的状态信号输出端。信号指示灯4用于实时

显示无线通讯装置的工作状态，方便对该设备的管理。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固定件2为圆环固定件。圆环固定件用于将本发明固定在高

压输电线路的通讯装置安装位上。

[001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连接支架3为L型连接支架，上述L型连接支架的水平杆固定

连接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底面，L型连接支架的垂直杆与圆环固定件的侧面固定连接。L型

连接支架能在保证本发明安装强度的情况下尽量减轻本发明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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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插头8为航空插头。

[002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外壳1的顶端边缘、底端边缘和侧面边缘均为

弧形边缘。弧形边缘使得本发明无尖角，防止尖端放电对内部设备的干扰。

[0022] 上述技术方案中，输电线路无线通讯电路板10选用罗杰斯板材的高增益PCB板载

天线，板材表面做OSP(Organic  Solderability  Preservatives，有机保焊膜)和绿油覆盖

处理，使其能在高压线路下稳定运行。实验表明该设计能保证本发明在输电线路高压环境

下稳定运行3～5年。

[0023] 本说明书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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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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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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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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