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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

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包括避雷器本体和伞裙

护套。避雷器本体包括支撑筒、上、下电极、金属

连接件和上、下放电杆。金属连接件设在支撑筒

的中部。上、下放电杆均由一根圆钢制成并包括

螺纹段、引伸段、弯折段和端部；弯折段呈S形并

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弯弧段、垂直延伸段、第二

弯弧段和斜向延伸段；端部为圆锥头；上、下放电

杆以第二弯弧段相对的方式安装在金属连接件

和下电极上，使上、下放电杆的第二弯弧段之间

最近的直线距离形成固定的空气间隙40±5mm。

本实用新型的避雷器将氧化锌避雷器串联了固

定放电的空气间隙，不但使现场安装方便灵活，

更有利于高压线路遭雷击过电压放电后外间隙

熄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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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包括避雷器本体和伞裙护套；所述

避雷器本体包括支撑筒和一一对应地设在支撑筒的上、下端的上、下电极，还包括金属连接

件和上、下放电杆；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筒的中部和下部一一对应地径向开设一个中部穿孔和下部穿孔；

所述伞裙护套的外表面上对应支撑筒的中部穿孔和下部穿孔一一对应地突设中部安

装台和下部安装台，并在中部安装台和下部安装台上各自开设一个与中部穿孔同轴的插孔

和与下部穿孔同轴的插孔；

所述下电极的侧面上开设一个与支撑筒的下部穿孔同轴的螺纹盲孔；

所述金属连接件上开设一螺纹盲孔，该金属连接件以其螺纹盲孔与支撑筒的中部穿孔

同轴的方式嵌设在支撑筒内；

所述支撑筒内的上电极和金属连接件之间放置氧化锌阀片，支撑筒内的金属连接件与

下电极之间填充绝缘支撑件；

所述上、下放电杆各自由一根圆钢制成并包括自后至前依次连接的螺纹段、引伸段、弯

折段和端部；所述弯折段呈S形并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弯弧段、垂直延伸段、第二弯弧段和

斜向延伸段；所述端部为圆锥头；上、下放电杆以它们的第二弯弧段相对的方式一一对应地

安装在金属连接件和下电极上，即所述下放电杆的螺纹段安装在下电极的侧面上开设的螺

纹盲孔中并通过一螺母紧固在伞裙护套的下部安装台上，所述上放电杆的螺纹段安装在所

述金属连接件的螺纹盲孔中并通过一螺母紧固在伞裙护套的中部安装台上，使上放电杆的

第二弯弧段与下放电杆的第二弯弧段之间最近的直线距离形成固定的空气间隙，为40±

5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避雷器还包括两个防护套和一个外绝缘套；一个防护套套在中部安装台的外表面和上放电

杆的引伸段的后部外表面之间；另一个防护套套在下部安装台的外表面和下放电杆的引伸

段的后部外表面之间；所述外绝缘套包括前部、中部和后部，该外绝缘套的前部呈矩形并为

双层结构且长度与上、下放电杆的端部之间的距离适配，该外绝缘套的中部和后部均为单

层，外绝缘套的中部呈等腰梯形，外绝缘套的后部呈矩形且长度大于上、下放电杆的引伸段

之间的距离的两倍，该外绝缘套的后部中间和后部两边各自对称地开设两对定位孔；该外

绝缘套的前部套在上、下放电杆的端部上，绝缘套的后部两边各自绕过上、下放电杆的引伸

段的前部后再折回到中间，使两边的一对定位孔与中间的两对定位孔一一重叠，并在每个

重叠的定位孔中设置材料为玻璃纤维的定位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上、下放电杆的直径为12mm；所述螺纹段的规格为M10，长度为42mm；所述第一弯弧段是半径

为10mm的90°圆弧段，第一弯弧段的圆心至所述螺纹段的底部距离为76.75mm；所述垂直延

伸段的长度为8mm；所述第二弯弧段是半径为11mm的110°圆弧段，第二弯弧段的圆心至所述

螺纹段的底部距离为97.75mm；所述斜向延伸段是向第二弯弧段的尾端的切线方向延伸；所

述端部的锥度为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伞裙护套上所有的伞裙的外径相同并且每个伞裙的上下端面均呈斜率相同的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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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

背景技术

[0002] 10kv高压输电线路是电网中数量最多，累计长度最长，且与用户关联最为密切的

线路。配网线路遭受雷击时，若不采取保护措施，易发生雷击跳闸事故，甚至造成绝缘子表

面被电弧烧伤、导线断线现象。现阶段相关学者多采用避雷器和防雷金具以提高线路的防

雷水平，然而大范围加装避雷器和防雷金具存在架设难度大和建设成本高的缺点。此外，避

雷器及金具安装需要考虑与绝缘子有效配合。防雷金具方面，其保护效果需确保杆塔的接

地装置良好、接地电阻合格，实践中存在安装不良、电弧熄灭难等缺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

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它不仅现场安装方便，更有利于高压线路遭雷击过电压放电后外部空

气间隙熄弧。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

器，包括避雷器本体和伞裙护套；所述避雷器本体包括支撑筒和一一对应地设在支撑筒的

上、下端的上、下电极，还包括金属连接件和上、下放电杆；其中，

[0005] 所述支撑筒的中部和下部一一对应地径向开设一个中部穿孔和下部穿孔；

[0006] 所述伞裙护套的外表面上对应支撑筒的中部穿孔和下部穿孔一一对应地突设中

部安装台和下部安装台，并在中部安装台和下部安装台上各自开设一个与中部穿孔同轴的

插孔和与下部穿孔同轴的插孔；

[0007] 所述下电极的侧面上开设一个与支撑筒的下部穿孔同轴的螺纹盲孔；

[0008] 所述金属连接件上开设一螺纹盲孔，该金属连接件以其螺纹盲孔与支撑筒的中部

穿孔同轴的方式嵌设在支撑筒内；

[0009] 所述支撑筒内的上电极和金属连接件之间放置氧化锌阀片，支撑筒内的金属连接

件与下电极之间填充绝缘支撑件；

[0010] 所述上、下放电杆各自由一根圆钢制成并包括自后至前依次连接的螺纹段、引伸

段、弯折段和端部；所述弯折段呈S形并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弯弧段、垂直延伸段、第二弯弧

段和斜向延伸段；所述端部为圆锥头；上、下放电杆以它们的第二弯弧段相对的方式一一对

应地安装在金属连接件和下电极上，即所述下放电杆的螺纹段安装在下电极的侧面上开设

的螺纹盲孔中并通过一螺母紧固在伞裙护套的下部安装台上，所述上放电杆的螺纹段安装

在所述金属连接件的螺纹盲孔中并通过一螺母紧固在伞裙护套的中部安装台上，使上放电

杆的第二弯弧段与下放电杆的第二弯弧段之间最近的直线距离形成固定的空气间隙，为40

±5mm。

[0011] 上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中，所述避雷器还包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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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套和一个外绝缘套；一个防护套套在中部安装台的外表面和上放电杆的引伸段的后部

外表面之间；另一个防护套套在下部安装台的外表面和下放电杆的引伸段的后部外表面之

间；所述外绝缘套包括前部、中部和后部，该外绝缘套的前部呈矩形并为双层结构且长度与

上、下放电杆的端部之间的距离适配，该外绝缘套的中部和后部均为单层，外绝缘套的中部

呈等腰梯形，外绝缘套的后部呈矩形且长度大于上、下放电杆的引伸段之间的距离的两倍，

该外绝缘套的后部中间和后部两边各自对称地开设两对定位孔；该外绝缘套的前部套在

上、下放电杆的端部上，绝缘套的后部两边各自绕过上、下放电杆的引伸段的前部后再折回

到中间，使两边的一对定位孔与中间的两对定位孔一一重叠，并在每个重叠的定位孔中设

置材料为玻璃纤维的定位销。

[0012] 上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中，所述上、下放电杆的直径

为12mm；所述螺纹段的规格为M10，长度为42mm；所述第一弯弧段是半径为10mm的90°圆弧

段，第一弯弧段的圆心至所述螺纹段的底部距离为76.75mm；所述垂直延伸段的长度为8mm；

所述第二弯弧段是半径为11mm的110°圆弧段，第二弯弧段的圆心至所述螺纹段的底部距离

为97.75mm；所述斜向延伸段是向第二弯弧段的尾端的切线方向延伸；所述端部的锥度为

60°。

[0013] 上述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其中，所述伞裙护套上所有的

伞裙的外径相同并且每个伞裙的上下端面均呈斜率相同的斜面。

[0014] 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具有以下特点：将上、下

放电杆之间形成的放电的空气间隙与避雷器本体串联成一个整体，并保证上、下放电杆的

空气间隙的距离固定，通过氧化锌阀片和串联的空气间隙的共同配合下达到防雷保护的目

的。不仅放电稳定，而且现场安装方便，不需要更改调试空气间隙。本实用新型的避雷器运

行安全可靠、便于维护，弧线形的放电杆设计有利于使高压线路雷击过电压过后的工频续

流熄弧，避免绝缘导线发生雷击断线事故，有效提高雷击灾害下的配网系统供电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中的上、下放电杆的

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中的外绝缘套的展开

图；

[0018] 图4是图3的俯视图；

[0019] 图5是外绝缘套的安装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5的仰视图；

[0021] 图7是图5中的A-A向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请参阅图1至图7，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包括

避雷器本体和无间隙地套在避雷器本体上的伞裙护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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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伞裙护套1由硅橡胶整体压制而成，该伞裙护套1上的所有的伞裙的外径相同并且

每个伞裙的上下端面均呈斜率相同的斜面。

[0025] 避雷器本体包括支撑筒2和一一对应地设在支撑筒2的上、下端的上电极3、下电极

4，还包括一个金属连接件5、上放电杆6、下放电杆6’、两个防护套7和一个外绝缘套8；其中：

[0026] 支撑筒2由环氧树脂压制而成，支撑筒2的中部和下部一一对应地径向开设一个中

部穿孔和下部穿孔；

[0027] 伞裙护套1的外表面上对应支撑筒2的中部穿孔和下部穿孔一一对应地突设中部

安装台11和下部安装台12，并在中部安装台11和下部安装台12上各自开设一个与中部穿孔

同轴的插孔和与下部穿孔同轴的插孔；

[0028] 下电极4的侧面上开设一个与支撑筒2的下部穿孔同轴的螺纹盲孔；

[0029] 金属连接件5上开设一螺纹盲孔，该金属连接件5以其螺纹盲孔与支撑筒2的中部

穿孔同轴的方式嵌设在绝缘支撑筒2内；

[0030] 支撑筒2内的上电极3和金属连接件5之间设置氧化锌阀片21，构成避雷器的防雷

段；支撑筒2内的金属连接件5与下电极4之间设置绝缘子支撑件22，构成避雷器的绝缘段；

[0031] 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各自由一根圆钢制成并包括自后至前依次连接的螺纹段

61、引伸段62、弯折段63和端部64；弯折段63呈S形并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弯弧段63a、垂直

延伸段63b、第二弯弧段63c和斜向延伸段63d；端部64为圆锥头；

[0032] 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以它们的第二弯弧段63c相对的方式一一对应地安装在

金属连接件5和下电极4上，即上放电杆6的螺纹段61安装在金属连接件5的螺纹盲孔中并通

过一螺母60紧固在伞裙护套1的中部安装台11上，下放电杆6’的螺纹段61安装在下电极4的

侧面上开设的螺纹盲孔中并通过一螺母60紧固在伞裙护套1的下部安装台12上，使上放电

杆6的第二弯弧段63c和下放电杆6’的第二弯弧段63c之间最近的直线距离L为40mm±5mm；

[0033] 一个防护套7套在中部安装台11的外表面和上放电杆6的引伸段62的后部外表面

之间；另一个防护套7套在下部安装台12的外表面和下放电杆6’的引伸段62的后部外表面

之间；

[0034] 外绝缘套8由耐紫外线、耐电蚀、耐污秽的硅橡胶制成并包括前部81、中部82和后

部83；绝缘套8的前部81呈矩形并为双层结构且长度与上放电杆6的端部64和下放电杆6’的

端部64之间的距离适配，该外绝缘套8的中部82和后部83均为单层，中部82呈等腰梯形，后

部83呈矩形且长度大于上放电杆6的引伸段62和下放电杆6’的引伸段62之间的距离的两

倍，该外绝缘套8的后部中间和后部两边各自对称地开设两对定位孔80；该外绝缘套8的前

部81套在上放电杆6的端部64和下放电杆6’的端部64上，外绝缘套8的后部83两边各自绕过

上放电杆6的引伸段62的前部和下放电杆6’的引伸段62的前部后再折回到中间，使两边的

一对定位孔80与中间的两对定位孔一一重叠，并在每个重叠的定位孔80中设置材料为玻璃

纤维的定位销800。

[0035] 在一个最佳的实施例中，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采用直径为12mm的A3圆钢制作；

螺纹段61的规格为M10，长度H1为42mm；弯折段63中的第一弯弧段63a是半径为10mm的90°圆

弧段，第一弯弧段63a的圆心至螺纹段61的后端的距离H2为76.75mm；垂直延伸段63b的长度

为8mm；第二弯弧段63c是半径为11mm的110°圆弧段，第二弯弧段63c的圆心至螺纹段61的后

端的距离H3为97.75mm；斜向延伸段63d是向第二弯弧段63c的尾端的切线方向延伸；放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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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端部64的锥度为60°，端部64的头部为半径R3为1mm的圆弧头，端部64的头部至螺纹段61

的后端的距离H4为115.5mm。

[0036] 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由上部的防雷段和下部

的绝缘段串联而成，并在下部的绝缘段上引出弧形的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由上放电杆

6和下放电杆6’之间最近的直线距离形成固定的空气间隙，并使空气间隙的距离固定为40

±5mm，现场安装时无需更改调试。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均采用螺母60紧固在支撑筒2上

能防止上放电杆6和下放电杆6’转动。

[0037] 本实用新型的10kV线路的外串联固定间隙氧化锌避雷器，与绝缘子并联安装，保

护线路绝缘子，防止架空线路雷击断线和绝缘子闪络。通过氧化锌阀片和串联的空气间隙

的共同配合下达到防雷保护的目的。当线路受到雷电冲击过电压或工频过电压的影响时，

会在过电压达到绝缘子闪络的临界点前，绝缘段外部的空气间隙放电，氧化锌阀片动作，将

过电压引入大地，确保绝缘子及导线的正常工作，有效提高雷击灾害下的配网系统供电的

稳定性。本实用新型将上、下放电杆与绝缘段作为一个整体，保证空气间隙的距离固定。放

电时，上、下放电杆的圆锥形端部能使上、下放电杆之间的电弧延长并引向绝缘段的外部空

间，有利于放电后熄弧。在上、下放电杆之间遮覆外绝缘套，能充分保护暴露在外界的上、下

放电杆免受外界环境长期的侵蚀及小动物引起的短路。

[0038]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实用新型之用，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型，因

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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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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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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