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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作业用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带电作业用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的设计、制造、选择、使用与保养。

    本标准适用于已停电的交流输变电与配电系统以及电气设备，220kV-500kV输电线路绝缘架空地
线上及在试验室和试验设备上临时装设短路接地用的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直流高压输电设备上所用的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398 带电作业用空心绝缘管、泡沫填充绝缘管及实心绝缘棒 (eqv IEC 60855二1985 EEC
61235:1993)

    GB/f 14286 带电作业工具设备术语 (eqv IEC 60743:2001)

    GB/f 16927.1高电压试验技术第一部分:一般试验要求 ((eqv IEC 60060-1 : 1989)

3 术语和定义

    GB/f 14286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试验

3.1.1

    型式试验 type test
    按设计要求而进行的一个或多个装置的试验，以确定装置的性能是否与设计相一致.

3.1.2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每个单独的装置在生产中或生产后要进行的试验，用来确定它是否符合标准。

3.1.3

    抽样试验 sampling test
    从一组成品或半成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试品所进行的试验。

3.1.4

    验收试验 acceptance test

    用来向用户证明，装置达到了说明书所指定情况的契约性试验。

3.2 特殊术语

3.2.1

    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I  portable equipment for earthing and short-circuiting
    为了接地或接地及短路目的，用人工将其连接到电气设备上的装置。它包括接地元件，短路元件

和一个或多个绝缘元件，如接地操作杆 (参见图1、图2和图3)0
3.2.2

    接地电缆 earthing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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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接地系统的短路装置相连接的电缆[参见图la)、图2a), b)和图3]0

3.2.3

    短路装置 short-circuiting device
    为了短路，将导线内部连接的装置 (见图1、图2和图3，第2, 3, 5, 15和17)。导线的内部连

接可部分通过接地系统而得到[见图2d) 1.

3.2.4

    短路电缆 short-circuiting cable
    组成短路装置一部分的电缆 (见图1和图2)0

3.2.5

    短路条 short-circuiting bar
    短路装置的一个部件，为条状或管状硬导体 (见图3)0

3.2.6

    接线束 connecting duster
    连接短路电缆的元件。它将电缆直接或通过诸如电缆接线头之类的连接片，彼此相连或与接地电

缆或接地端线夹相连 [见图la)、图2a) 1.

3.2.7

    接地端线夹 吧业也damp

    直接或通过连接片连接在接地电缆、短路电缆或接线束上的线夹。用来与接地系统连接，可以直

接连接也可通过固定连接点连接 〔见图la)、图2和图3]e

3.2.8

    线路端线央 line damp
    直接或通过连接片连接在接地电缆，短路条或导电棒上的线夹。用来与线路 (线路导线，节点或

其他传送电流的导体)连接，可以直接连接也可通过固定连接点连接 (见图1、图2和图3)0

3.2.9

    固定连接点 .axed connection point
    装置的一部分，特别为线夹的连接 (如球形插头、圃柱形蝴栓、弓弧、箍圈、接触柱等)安排的

  [见图la)和图5a) 1.

3.2.10

    绝缘部件 insulating element
    为了接地或接地和短路目的，将线路端线夹与部分电气设备相连的手握绝缘部件。

3.2.11

    接地操作杆 (接地棒) earthing pole  (earthing stick)
    连接线路端线夹、短路条或导电延伸棒的绝缘部件。它具有固定或可拆卸的连接器(见图1, 14

和图1 1 L�+4) o
3.2.12

    导电延伸棒 conductive extension component
    绝缘杆与线路端线夹间的刚性导体，是接地或短路电缆的延伸部分。

3.2.13

    额定电流Ir与额定时间t,. rated current I and rated time tr
    一个装置指定值。用它们来限定电流的最高有效值和对装置无不良影响的最高累积焦耳 (IZ,t,)-

这些值仅用于部件设计来耐受短路电流。

3.2.14

    峰值电流几 peak current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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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最初激励后，瞬变周期的最大电流的峰值。

4 电气特性参数

    接地或接地及短路装置的每一个元件都应该能够承受短路电流，这些元件由其额定电流I,与额定
时间‘来表征。

    额定时间t,有以下六个标准值:
      3s, 2s, Is, 0.5s, 0.25s和 0.1s.

    I应根据这六个标准时间中的一个来确定:

    43;  1,2;  I1;  70.5;  70.二或I,., (kA，有效值)。
    接地和短路装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承受:
    — 比其额定电流I,大的电流:

    — 大于，IZ.t,的累积焦耳数。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接地装置应能够适应电气设各安全接地和短路的要求 (见附录A).

    当按使用说明书安装装置时，按照设计，装置应该能够承受故障电流所产生的所有应力，而不对
人产生任何电气、机械、化学或热学方面的危害。设备在室内使用时，调节适当的温度，即可有利于
工作人员的撤离和降低有毒蒸汽的浓度，又可以避免对设备与建筑造成长期损害。
    根据一般气候条件，装置的正常使用温度范围在一5℃一+55 0C。另外还有暖(W)和冷 (C)这

两种特别分类。

    分类如下 (见表1):

                                    表1 特殊的温度分类

一 夯奚 .一一一一一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薪爵01一一一一

一 ℃-+700C

-40℃-+550C

暖
-冷

    对装置的要求与验证装置是否达到要求而所要进行的必要测试，厂家与用户可协商进行，而对设

备的任何附加要求及指定试验，用户可在订单中提出。
5.2 接地及短路电缆

    用于接地和短路目的的电缆应该满足一些特殊要求，即重量要轻以及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柔韧性

与高温时的性能。绝缘护层应具备对机械、化学损伤的防护能力。绝缘护层应耐受 50V 的有效值。当

短路时产生较大电动力以及短路电流引起温度升高时，电缆均应满足上述要求。

    注:关于护层的颜色，有两种常见的:①亮色，如橘红色或红色，用来增加装置的清晰度，不同的用户可有不

        同的要求。②透明的，以便于观测导线的受腐蚀情况或表面导线束的损坏迹象，但反复使用后，透明度常

          会变差。

    应选择在使用中能耐受可能遇到的最大电流、最大时间与累积焦耳数的接地及短路电缆。

5.2.1 用于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电缆
    用于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电缆应该与相连的短路电缆或短路条具有相同的横截面。

5.2.2 用于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电缆

    用于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电缆的横截面可小于相应的短路电缆或短路条，但不能小于表2所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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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与短路电缆和/或短路条横截面相关的接地电缆的最小横截面

短路电缆与产或短路条的等效的铜质横截面积
                    ~ 2

接地电缆的最小铜质横截面积
            口mz

16 16

25 16

35 16

50 25

70 35

95 35

)120 50

5.3 短路条

    所选择的短路条应能承受使用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电流、最大时间与累积焦耳数。

5.4 装置内部的连接
    电缆与刚性部分(金属端头等)的连接部位的抗疲劳性能要良好(见附录A)。连接时应非常小心，

以确保电缆的最小通流容量。不允许通过焊接进行连接。如果主要的连接物被接在中间部分如电缆接
线鼻上，则要防止连接部位松动。如果采用单个的螺钉或螺母，则应将它们直接与弹簧垫圈相连，以

防止滑动或转动。

    应根据6.2. 6.4. 6.5与6.6的试验以及通过目视检查来确定是否符合。如果用户与厂家同意对具

有铜电缆的装置进行湿度渗透试验，则这一试验应按5.3进行。

5.5 线夹

    将线夹暴露在指定大气条件 (见6.6.3)后，并按说明书 (见6.6.5与表4)与指定的导线或固定连

结点相连时，线夹应具有可靠的接触面并能承受额定故障电流所产生的热应力和机械应力。

    机械拉力应不对线夹或连接点 (固定连接点或导线)造成破坏。

    导线端线夹应使用绝缘杆将其较容易地安装到连接点上，连接点具有用户与厂家达成的共同约定
  (如尺寸、形状、移动的自由度)。如果没有固定的连接点，在接点处，线夹应与导线的表面与形状相

配。

    按照6.5与6.6的试验及目视检查来鉴定符合情况。

5.6 完全接地和短路装置
    按说明书连接后，短路装置应能抵抗意外励磁所引起的危险电压与电弧。
    装置的所有导线与连接应能承受短路时短时间最大电流所产生的混合热应力与机械应力。

    对一个装置来说，通过短路电流的所有电缆都应具有同样的横切面。
    装置的绝缘部分性能应良好，以确保装置各部分间的或这些部分与周围结构间的短时间的接触不

会产生电弧。电缆的绝缘处理见 5.2。至于接线束和导电延伸棒的绝缘要求，应从短时间接触的危险性
来考虑。

    应通过6.6的测试与目视检查来鉴定符合情况。

5.7 绝缘部件
    绝缘部件应依据其绝缘性能、绝缘间隔距离、操作手柄和元件质量来保证安全。

    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外面，接地电缆都不能靠近接地操作杆。
    接地操作杆及其附件应能承受负载与各种力所产生的弯曲或扭转应力。应将偏转减至最小，以避

免产生难以控制的偏移。

    附录A与附录C给出了接地操作杆的选择原则及试验规定。

    接地操作杆与导线端线夹或导电延伸棒 (见图1, 14)或短路条间的可拆卸式联轴节，应允许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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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压力不超过100N的情况下，安装与拆卸接地操作杆。如果接地操作杆只能靠推或拉来拆卸，则释

放力不应少于50N.
    可通过测量来鉴定符合情况。

5.8 标记

5.8.1 一般要求
    — 标记应清晰明了;

    — 标记字母高度不应低于3tnm;
    — 标记应耐用。

    可通过6.7的测试和目视检查来鉴定符合情况。

5.8.2 接地及短路装置上的规定标记

    装置标记上至少应有以下内容:

    — 厂家名称或商标:

    — 产品的型号或类别;

    — 横截面积 (mm 2)，材料和每个电缆上间隔lm的双三角形符号:

    — 生产年份。

5.8.3 商定的短路装置的数据作为给定标记
    厂家性能说明中所给的短路装置的数据，在用户与厂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可作为装置上的标记。

可在各个部件单独制作标记或者当短路装置与接地电缆有相同的额定功率，可制作公用的标记，如连

接束上的标记。

    — 装置的额定时间t, (s)的额定电流I (kA，有效值):I (kA) It, (s)(如lOkA/0.5s);
    — 装置其他评估后附加的“1kV"，它可用表6中小于2.5的多个值来测试。

    应通过目测来鉴定符合情况。

5.8.4 绝缘部件上的标记
    不同类型绝缘部件标记的规则有具体的要求，附录C给出了接地操作杆的标记原则。

5.9 厂家的使用说明书
    厂家的使用说明书至少应有如下内容:
    — 标记的解释和对安装的必要指导;

    — 维护和检测指南;

    — 安装与紧固说明;

    — 扭矩值和可能会松动的辅助紧固零件的保护说明;

    — 室内使用时额定值的限值;

    — 温度范围分类;

    — 装置是否只限于室内使用;
    — 厂家所指装置的任何附加特性的说明;

    — 经过6.2中的彻底检查后，厂家是否对装置进行重新装配:
    — 装置通过短路电流之后必须报废。

    应通过目视检测来鉴定符合情况。

6 试验

6.1 一般要求
    表3给出了相应的试验参考值。在用户与厂家之间可通过协商，增加用户说明书中附加试验的有

关要求。

    不能采用破坏性试验对部件进行评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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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应在5'C-40℃的温度范围内进行，一般不需要考虑湿度，除非有特殊要求。
    除非有特殊要求，电气试验应使用GB/T 16927.1中规定的单相交流电。
    注:指定了一个宽范围的气候条件是因为可能经常会选择或必须在室外试验。

6.1.1 型式试验
    如果设计有任何变动，应对产品或材料重新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应在厂家的参与下进行，厂

家应对用户保证，表3中的全部型式试验项目己通过。
    除非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试验都是在 3个试品上分别进行的，只有所有的试品都通过了试验，试

验才认为已通过。

6.1.2 抽样试验

    抽样试验应在厂家的参与下进行。

    厂家应对用户保证，表3中的抽样试验已进行过。如果用户在说明书中提出，用户也可以参加抽

样。

    抽样试验应按照步骤进行，并与附录B中单个采样方式的标准检查相一致。

                                    表3 试验项目及程序

试验

序号

试验

性质
依据 方法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分类

型式

试验

抽样
试验

例行

试验

1 非破坏性 5注
检查电缆和绝缘元件是否与指定气

候条件和使用要求相符合
目视检查 J

2 非破坏性 5.2 检查导线的指定材料和横截面 目视检查 J

3 非破坏性 5.4 检查连接方法 目视检查 J

4 破坏性 54 6.2 带有终端配件电缆的疲劳测试 试验 J J

5 破坏性 5.4 63
具有终端配件铜电缆的湿度渗透试

验
试验 1) 1)

6 破坏性 54 6.4 具有线夹电缆的拉伸测试 试验 J J

7 非破坏性 5.5 线路端线夹的配合 人工检测 J

8 破坏性 5.4̂ 5.5 6.5

测试线夹的固定连接点和装置内部

连接的，看它们是否有承受连接力
的能力

试验 J

9 非破坏性 5.6 检查导线是否有裸露部分 目视检查 J

10 破坏性 5.6 6.6 短路电流试验 试验 J

11 非破坏性 5.7
检查接地操作杆的可拆卸式连轴节
的装配和拆卸力

测量 J

12 非破坏性 5.7
检查确定杆内或沿着杆没有电缆被
拉

目视检查 J

13 非破坏性 5名 检查标记 目视检查 J

14 非破坏性 5.8 6.7 标记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 J J

15 5.9
检查厂家使用说明书是否己交付并

被接受
目视检查 J

16 破坏性 附录C 接地操作杆的弯曲试验 J J

17 破坏性 附录C 有联轴节的接地操作杆的扭转试验 J J

1)服从用户与厂家间达成的协议

6.1.3 例行试验

    产品生产和运输后需要进行例行试验，以确定是否符合指定的要求。在不触及其他协定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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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应由厂方在与用户交付的场所进行。

6.1.4 验收试验

    产品向用户交付前，用户可向生产厂提出验收试验的要求。验收试验的项目，除非有特殊说明，

表3中的非破坏性例行试验项目可作为验收试验项目。

6.2 有末端配件电缆的疲劳试验
    对各种类型末端配件的电缆都应进行弯曲和扭转结合的试验。

    试验布置见图70

    试品包括一段电缆和末端配件，试品电缆的长度应为 lm。末端配件应垂直安装在测试仪器中，以
便它在垂线左右60“的摆动接近水平轴线。电缆和末端配件间的接触面离轴线应有l00mm。电缆较低

的末端应连接在垂直、定向的螺丝钉上并负载5.6Ad g的重量，这里的A是以mm'表示的电缆导线的

横切面，d为以g/cm'表示的导线材料的密度。在测试的半个循环内，电缆应在它展开的方向(如果有
的话)缠绕900，然后再返回。一个循环周期至少应有5s. 100(〕个循环后，结束试验。
    如果试验通过，则应该是:

    — 电缆表面没有裂缝或褶皱;

    — 多股绞线的断裂不超过1%0
    为了检测导线，应去掉电缆的保护外层且不要把导线绕进单个导线束，因为导线的损坏可能会从

内部开始。

6.3 有铜电缆装置的湿度渗透试验
    当需要对铜电缆装置进行湿度渗透试验时，它应和6.2中的疲劳试验同时进行。疲劳试验后和当试

验用的试品仍在疲劳测试仪器中时，应将试品完全渗入溶液中达45min。在这段时间内，测试仪器应分

别在两个最高位置和中间位置各停留15mino
    为了检测导线，应将外护层去掉。

    如果铜导线不变黑，湿度渗透试验通过。

    接下来再按照6.2来评估疲劳测试。
    湿度渗透测试所用溶液的配制:

    湿度渗透测试使用的是硫化钠溶液，配制如下:

    将600 g硫化钠(NaS·9H,O )溶于3L水中，并在40℃的溶液温度下与过量(至少750g)的硫
华一起搅拌6h。将未溶的硫至少沉淀6h，再将溶液过滤。在滤液中加入蒸馏水或浸透的钠，将密度调

到1.142g/cm',
    使用前，须鉴定湿度渗透测试所用溶液的质量。将一节裸露的铜导线浸入溶液5s或不到5s，导线

应变黑。

    注:铝电缆装置的湿度渗透测试在探索中。

6.4 带线夹电缆的拉伸试验

    应检测电缆与线夹，电缆与连接束以及电缆与导电延伸棒之间所有类型的连接。每个测试部分所
用的拉伸力，都应在至少los的时间内线性增至表4中的值。定值拉伸力应保持30:后再去掉。

                                表4 电缆和连接处的拉伸测量

导线的横截面 (A)
        ~ 2

拉伸力
    N

铜 铝

续50 100.A *

>50 80-A *

*表示铝导线的数据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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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连接没有变松，试验通过。

6.5 线夹试验

    对于固定连接点和装置内部连接进行试验，以确定它们是否能承受拉力。
    线夹进行试验时，应使用厂家所推荐的连接方法，将线夹与固定连接点和尺寸、形状、表面均己

设计好的导线连接起来。所测的线夹的导线的尺寸是某一个范围值时，只测最大和最小的导线即可。

如果厂家给出了最小紧固力，则测试所用的力应是最小紧固力的两倍。如果厂家未给最小紧固力，则

应采用操作使用时的最大力。

    对于能被解开的装置内部连接，测试时应使用所推荐力的两倍。

    如果装置或设备的任何部分都未产生变形或无其他可能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伤，则试验通过。

6.6 短路电流试验

6.6.1 一般要求
    短路电流试验是模拟装置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大应力。短路时装置上的电磁力取决于设备的构

造、连接点的位置和电缆设备中与连接点间的距离有关的电缆长度。
    应使用两杆测试设备来测试多杆短路装置，单杆测试设备应只用于测试单相系统中的单杆装置和

多杆设备的接地电缆。

    用理论上最大的机械应力来检测电缆装置是不实际的，因为最大应力只会在极端条件才会产生，
而这种条件在操作中是可以避免的。与测试条件不同，并可增大操作时的应力的情况有:

    — 较不利的电缆长度;

    — 较不利的导线几何形状;

    — 较不利的连接点的位置:

    — 较大的相距离;

    — 较高的起始温度。

    多方面的经验表明，在操作中按附录A挑选装置并使用比额定电流高15%的试验电流，可产生最
大应力。以下为在所有试验中 (除去在试验中可能重复产生最坏情况的时候)排除任何附加应力的步

骤。

6.6.2 试验原则

    所有的试验都应按标准步骤进行，采用交流单相电流，频率应为45Hz-60Hz o
    应对连接点间所有通过短路电流的电流路径都进行试验。因此，对于指定的直接接地系统，既要

测试其线路到地，也要测试线路到线路。

6.6.3 试验部分

    如果多杆装置的各支路的连接不相同，应选择在电流路径、线夹到线夹中，触头数量最多的支路
进行试验。以及300 mm长的末端这一部分的试验，包括试验中没有电流通过的导线，也包括对试验有

影响(例如使用同样的接地固定连接点)的其他支路。
    图4、图5、图6给出了测试设备的尺寸。导线的长度包括导电延伸棒(如果有的话)的长度，但

除非特别指定，否则不包括线夹和连接束的长度。
    在试验前就应将线夹调整好，除非厂家和用户在试验报告中有其他详细的规定。用三氟三氯

乙烷(CFZCICFCla )清洗接触表面进行预处理，然后将它们放在空气中干燥 15min。再将线夹放
在人工气候室调整 168h。此后，在试验前可不用清洁线夹与试验设备 (导线和固定连接点)相连

的部分。

6.6.4 试验设备
    图4、图5和图6所示为标准测试设备。这些应由连接点和导线组成，这些导线和固定连接点具有

已设计好的被测试装置的线夹的尺寸、形状和表面。如果线夹的导线的尺寸是在某一个范围时，用于
测试装置的试验设备只需测最大和最小的导线即可。与标准测试设备不相符的装置应使用特殊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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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试验，这些特殊装置的构造原理要么与标准测试设备相同，要么与设备特殊设计的安装情况

尽可能的接近一致。

    图4指明了连接刚性导线的多杆短路设备的测试设备。底端输入的垂直排列则是最极端的情况。
    图5中所示的测试设备为测试连接架空线路用的多杆短路装置。

    图6的测试设备用于测试:

    — 单相系统中架空线路用的单杆装置。
    — 用于架空线路的多杆装置的接地电缆。

    试验应代表装置可正常使用的情况。基于此，试品应采用使用过的导线材料。如果导线用新铜制

造，应将其人工老化10天。

    在试验前，要进行清洗、磨光和擦亮。

6.6.5 试验布置

    按图4，图5和图6的布置，被试的线夹对线夹支路应连接到适当的测试设备上。
    试验中，装置的连接方法应能保证线夹在工作中有防止变松或变形的危险。在线夹通过摩

擦力保持位置的地方，至少应固定一个线夹，以便只有摩擦力阻止它顺着表面滑到它连接的位

置。所给的值是在考虑到所用的工具与人员手工紧固的情况，表 5给出了一些典型工具的最大
值。

表5 短路电流测试中，适用于姗丝钉拧紧型线夹的最大紧固扭矩

紧固位置 扭矩 Nm

    厂\    f}40
冀型螺“\~II ! II

                    _ 口上}，F,_

5

一-o. i omu 10

#1f雌              . 30o x a

补、
r一!尸一、l
厂]尸刁「— — — 门

接地操作杆 zo

a是工具的杠杆长度。

6.6.6 试验值

    试验的电流时间和累积焦耳可根据被测装置的指定额定电流I (kA，有效值)和额定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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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

    应确定试验电流I,:

7,=1.15 X I,

I,=I,

用于标准或等效的特殊试验设备;
用于可完全再现使用时的极端情况的试验设备。

试验时间t,定义为:从开始到累积焦耳为八X t,的时间。

试验应满足:

— 试验峰值电流编3-'nXI,，这里的n可从表6查得;

— 累积焦耳}> i,2 X t,;

— 测试时间t,< 1.15t,;
— 电流有效值)I,，由试验最后时间的峰值一峰值电流值除以2,f2-得到。

                                表6 峰值电流系数

标称系统电压
      kV

试验电流1
kA，有效值 秒

<I (5 1.5

>5-10 1.7

>10-20 2.0

> 20- 50 2.1

>50 2.2

> 1 全部 2.5

注:小于1kV,选择适当的系数n的值

6.6.7 试验评估和文件

    在短路电流试验中，应使用测试前已校准过的示波器来指示电压和电流。用示波器来确定最大电

流，积累焦耳和最后试验时间的电流。

    试验报告中除试验结果外，还应至少给出:

    — 明确指出被试装置;

    — 详述试验布置，如果需要还可用照片或插图来补充;

    — 有比例的波形图，能显示试验电压和试验电流与时间波形。

    如果波形图显示:

    — 试验过程中无电流中断:

    — 最大电流值、累积焦耳值和最后测试时间的电流值都与6.6.6相符合;

    — 在试验中，电压曲线没有显示有电弧存在的不规则形状。

    则试验通过。

    如果电缆的长度是被测装置长度的 2倍，或在短路装置的连接点和被保护的工作位置间有一对应

的附加阻抗，则试验结果是有效的。如果在实际运行中，还有更大的附加阻抗，则应由用户来评估试

验结果并决定是否要进行附加试验。

6.7 标记的耐久性测试
    用一块在肥皂液中浸过的不起毛的布擦洗标记 15s，然后再用一块在酒精中浸过的不起毛的布擦洗

15s.

如果标记仍清晰，则试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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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接地端线夹;2-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的杆;5-连接束;6一固定接地连接点:7一固定绒

路连接点;8一接地操作杆的绝缘部分;9一护手或手柄的标记;1o-一接地操作杆的手柄;11一安装导线:12一接地系统:

13一杆的端帽:14-固定的或可拆卸的联轴节;15一杆的接头处，为了运输的方便接头是可拆卸的;16一导电延伸棒

    L,一绝缘部分的长度;几一手柄的长度;4-接地操作杆和导电延伸棒的总长
    注 a:接地和短路装置包括 1, 2, 3, 4, 5和 16.

    注b:接地操作杆包括 8, 9, 10, 13, 14和 15.

                          图1 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的组合图

1一接地端线夹;z-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连接束;11一安装导线;12-接地系统

    注 a:分图a), b)用了短路电缆和接地电缆。

    注b:分图c), d)只用了短路电缆。

                          图2 三杆接地和短路电缆装置示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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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接地端线夹;2-线路端线夹;4一接地电缆;11一安装导线;17-短路条;18一接地电缆的连接处

              图3 具有短路条与接地电缆的三杆接地和短路装置示惫图

                        a)按图 26)    b)按图 2a)    c)按图 2c )  d)用于试 验

                      试验电缆短路 试验电缆短路 和2d)试验电 短路条短路装

                      装置所用 装置所用 缆短路装置所 置

                                                            用
    a-杆到杆的距离;

    Li-线夹间的电缆长，1000= ;

    乌一线夹与连接束间的电统长度，750=;

    乌一末端的长度，300mm;

    与，线夹间的电统长，2500=
    1一接地端线夹 (在试验设备中是绝缘的);2-线路端线夹;3一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一连接束:17一短路

条;19-.被试的导线，这种类型测试设备的被试线夹己设计好;20-一试验电流的输入点

                    图4 试骏多杆短路装置与刚性导线连接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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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与图2c)和图2d)相符的装置的试验设备 b)与图2a)相符的装置的试验设备

c)与图2b)相符的装置的试验设备

二 电流输入点和线路端线夹间的距离，最短2000mm;

b一试验设备导线间的水平位移，l000mm;

C- 接地连接点和线路连接点间的水平位移，l000mm;

d--厂家说明书所指定的最短距离，如果没有指定，试验所用的d=Omm;

户尸线路和接地连接点的垂直距离，4000mm;

L,线夹间的电缆长度，2000mm;

几一线路端线夹和接地端线夹间的电缆长度，5000mm;

乌一线路端线夹和连接束间的电缆长度，1500mm;

与，末端的长度，300mm

          1一接地端线夹(在试验设备中是绝缘的):2一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

            5一连接束;6一接地的固定连接点 (在试验设备中是绝缘的):19-一试验设备的连接线，

                      这种类型测试设备的被试线夹己设计好:20-一试验电流输入点

                      图5 试验架空线路用的多杆短路装置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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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19

L3

      a)单相系统中架空线路单杆装置的试验设备 b)架空线路多杆装置的接地电缆的试验设备

    二 线路端线夹和测试电流输入点的距离，最小2000mm ;

    6-线路导线和接地连接点间的垂直距离，4000mm;

    一线路和接地连接点的水平位移，l000mm;

    L,-线路和接地端线夹间短路电统的长度，5000mm ;

    Lz-短路电缆和连接束的总长度，1500mm;

    乌一连接束和接地端践夹间接地电缆的总长度，3500mm;

    L,一末端的长度，300mm

    1一接地端线夹 (在试验设备中绝缘);2--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一连接束:19-一被试的线

夹已设定了类型的试验设备连线:20-一试验电流输入点

    图6试验单相系统中架空线路的单杆装置和试脸架空经路的多杆装置的接地电缆用的试验设备

1一振动轴;2-末端附件:3一电缆:4-一引导卷轴，自由距离6mm +lmm ; 5一导条，40mm x5mm ; 6一电线:7一负载

                            图7 具有弯曲和扭转的疲劳试验装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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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接 地和接 地短路装置的选择、使用和保养说 明书

A.1 一般要求

    将装置的分离部分接地和短路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意外来电所产生的危险电压和电弧。电弧在工作

人员附近发生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的电击。假定和这一标准相符的接地和短路装置的尺寸、使用时

的选择及连接均与说明书相符且保存良好，则使用它们可避免危险的电压和电弧。

    为了避免危险电压和电弧，而只承受较小的危险，经验表明，短路装置必须操作方便。因此，可

采用最高温度来减少负荷。如果操作者在短路操作后立刻接触装备，在没有衣服的保护的情况下，可

能会发生电击，生成有毒和/或腐蚀性物质的绝缘材料，在室内使用时，要受以下的条件的限制:

    — 全体人员的疏散不会受低的能见度或眼或呼吸的刺激的阻碍;

    — 短时间的暴露不会产生严重的毒害;

    — 装置和建筑没有受到长期损害的危险。

A.2 选择

    短路装置和接地电缆应能承受在所选的故障时间内电路预期的最大故障电流，包括开始的不对称

电位。应明确装置的额定电流不小于故障电流，额定电流与额定时间的累积焦耳不小于故障电流与故

障时间。用户选择时，必须决定系统的最大故障电流时间的确定应以主要或备用保护的释放时间为基

础 。

    如果没有有效地阻止关闭短路后的自动再接通，那么必须估计等效的故障时间。室内使用时，可

对所选的绝缘材料的温度限定提出特别的要求。

    短路电缆的长度应与装置尺寸和连接点间的距离相适应，小于连接点间距1.2倍的电缆长度可能导
致比标准试验更严重的情况，因此应避免。过长的短路电缆所需难以接受的电压，并且会产生不必要

的严重的偏移。

    勿需短路电流试验的接地电缆，应足够长，以防止它们限制短路装置的移动，或对短路力有不良

影响。所选的连结点、线夹和绝缘部件在安装位置应容易连接。还要考虑装置的电路元件的重量，以
确保工作人员的体力可以将它们连到导线上。正确使用绝缘部件，可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隔离。然而，

接地操作杆的长度通常不由它的绝缘性质决定，而是由在接地和短路步骤中，保持操作人员与装置的

非接地部分有足够的距离所决定的。

A.3 应用

    在连接装置时，为避免残余的电压所产生的危险，应首先将它连接到接地系统上，下一步的连接

要通过绝缘部件来操作，直到完成装置所有的连接和紧固。

    当短路电流通过时，装置可能会产生剧烈的位移。因为由于重量原因导线材料的热导率很高，在
短路不久后设备的温度就会很高。因此，应避免设备的位置太靠近人员工作的位置以及避免堵塞逃生
通道。尤其当短路电缆较长时，可将电缆捆扎到稳定的物体上。装置的位置与工作地点间的距离远或

高阻抗均可增加电压的危险。

A.4 保养和处理

    为了保证安全，接地和短路装置每次使用时，都应十分小心谨慎。在每次使用前都应将其彻底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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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如果电缆绝缘的损坏或电缆导线的裸露，则此接地短路装置不得使用。

    对于没有外在缺陷且手柄良好的装置，通过6.2中的疲劳试验，一般可保证便携式装置的软导线接
头在5年内可靠使用，而固定式装置的软导线接头10年内可靠使用。可根据这一经验对使用周期的长
短进行修改，而当这一有效期过后，建议对装置进行破坏性试验，如疲劳试验。而当将裸露的电缆部

位截断后，可以进行重新装配。因为电缆的好坏会影响以后使用周期的长短。
    应该将曾经通过短路电流的装置弃之不用，除非通过彻底的调查、计算和观察证明装置所通过的

短路电流较小且很平缓，以至机械或热的影响均不大。如果对装置的完善及完整情况有任何的怀疑，

则应将其处理而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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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抽 样 步 骤

                                  抽样、接受和拒收

表B.1给出了样品的大小，和所给的成批或批量的接收和拒收的次品的数目，
产品单元: 同要求条款中的定义

成批或批量: 流通 (或交付，如果用户和厂家达成协议的话)

接受质量的标准 (AQL):   2.5

检测标准: S-4用于成批或批量小于或等于1200

                          S-3用于成批或批量1200以上

要求如下。

产品系列

表B.1 标准检查的单个抽样计划

成批或批量 样品大小 次品的接收数目 次品的拒收数目

2-150 5 0 1

151̂-1200 20 1 2

1201̂ 95000 2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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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接地操作杆的选择和 试验一般 规定

GB13398给出了当考虑到偏转、弯曲和扭转等性质时，如何选择绝缘部件:

C，， 选择

    可由表C.1中确定接地操作杆的基本数据，它由实际应用决定并服从用户和厂家的协议口

表C.1 接地操作杆的墓本数据

接地杆种类
抗弯力
    N 臀

允许最大偏转
          m

轻型 (L)
25 1 15

25 2 25

标准型 (S)
50 2 65

50 4 500

加强型 (R)

100 2 '.la

100 4 500

100 5 1000

    如果具有与上表不相符的要求，用户可与厂家另订特殊协议。

C.2 抗弯试验

    抗弯试验应在三个完整接地操作杆上进行，如果一个杆由几个部分组成，应在试验前就将其组装

起来，尽可能组装成最大长度的杆，一般杆的试验长度不超过5m.

    应按图 C.1将试品水平固定。操作杆的手柄部分末端固定在摆动支架上，杆的中间部分由一半圆

柱形水平表面自由式支撑着。这一半圆柱形表面是一个覆盖着氯丁橡胶或相似材料的槽，材料的坚固

程度为40-501RHD(国际橡胶硬度水准)，厚度为6nim，图C.1给出了支架的尺寸。

    当使用表C.1所示的抗弯力时，应将每个试品的向下偏转都确定并记录下来。

    如果偏转量不超过表中所给的值，试验通过。

    接着将弯曲力增加至表中所给值的150%，并保持30s.

    如果没有任何异常，则试验通过。

C.3 扭力试验

    试验的试品具有三个联轴节的完整杆。在测试中不应对操作杆施加弯曲力。将操作杆其中一个末
端的联轴节保持在固定位置，对另外一端施加 lmin. 40Nm的扭矩，测出扭曲角度。然后在反方向施

加扭矩，重复试验。

    如果两个测试角度总差不超过杆长的250 /m，则试验通过。

C.4 标记

    每个接地操作杆上至少有如下内容:

    — 制造厂名和商标:

    — 型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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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日期 (一般是年，也可以标注到生产月份);

— 便携式接地和接地短路装置生产所依据的标准号。

标记的位置不应影响杆的使用。如果标签可更换，更换时对正常使用应无影响。

可按表6.7来鉴定标记的耐久性。

祖动支架

A                 -}7r/ _/%} 'R                IlC   rA 饭丁扭胶
类似盆丁橄胶的材料

半.型支架的放大圈

杆长度<-2m的1=0.5m

杆长度>2m的l=1.Om

R=100mm

d为支架中接地操作杆的直径

图C.1 接地操作杆弯曲试验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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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使用平行连接电缆装置的附加要求和试验

D.1 要求

    平行连接的短路或接地电缆应相同并有适当的电流分配。
    为得到适当的电流分配，平行相连电缆的以下内容应是相同的:

    — 型号 (大小、铰合、材料);

    — 长度:

    — 与线夹的连接;
    — 与连接束的连接 (如果有的话)。
    平行电缆各个末端的线夹应完好。如果并列使用两个或更多的线夹，应确保它们是同一类型，并

且是以确保正确的电流分配的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的不稳定因素，可通过选用电流额定值高的电缆

来弥补。多杆装置只有一个连接束 [见图D.1b)，图D.2c )和图D.3b)]e

D.2 试验

    应按图D.1，图D.2和图D.3来准备测试设备。
    当每个电缆只用一个线夹时，试验时应将线夹尽可能连接紧密。

                      a)直接连接 b)通过连接束连接 c)通过接地系统的连接

    一 电流输入点和线路端线夹间的距离，最小 IOOOmm 【图 D.1 a), b), c)];

    d-线路端线夹和接地端线夹间的垂直距离，2000m【图D.1 c)];

    L,-线路端线夹间的电缆长度，i000mm;

    乌一线路端线夹与连接束间的电缆长度，750mm;

    乌一末端的长度，300mm;

    ‘一线路端线夹与接地端线夹之间的电缆长度，2500mm

    1一接地端线夹 (在测试设备中是绝缘的):2-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一连接束;19-测试

设备的连接导线，这种类型的测试设备被测的线夹已设计好;20-测试电流输入点

    图D.1 测试多杆短路装It的测试设备 (这种多杆短路装置在刚性导线间连接有平行的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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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过接地系统的连接 b)直接试验

C)通过连接束的连接

    二 电流输入点和线路端线夹间的距离，最小2000mm;

    1r 测试设备导线间的水平位移，l000mm;

    。 厂家说明书中指定的最小距离，如果厂家未指定，则测试时接地端线夹应尽可能的紧密相连;

    广一接地连接点与线路连接点间的水平位移，l000mm;

    声尸 线路和接地连接点间的垂直距离，4000mm;

    L,-线路端线夹和接地端线夹间的电缆长度，5000mm;

    八一线路端线夹间的电缆长度，2000mm;

    乌一线路端线夹与连接束间的电缆长度，1500mm;

    人，末端的长度，300mm

    1一接地端线夹 (在测试设备中是绝缘的):2一线路端线夹;3-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一连接束:19-测试

设备的连接导线，这种类型测试设备要测的线夹己设计好;20-测试电流输入点

                  图D.2测试多杆短路装置的测试设备(这种多杆短路装置有
                            连接在架空线路的导线间的平行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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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单相系统中用于架空线路的单杆装置 b)架空线路用的多杆装置的接地电缆

    二 电流输入点与线路端线夹间的距离，最小2000mm;

    b-线路端线夹与接地端线夹间的垂直位移，4000mm;

    二 接地连接点与线路连接点间的水平位移，1000mm;

    L,-线路端线夹与接地端线夹间的电缆长，5000mm;

    4-短路电缆与连接束的总长，1500mm;

    几一末端的长度，300mm;

    L,，连接束与接地端线夹间接地电缆的长度，3500mm

    1一接地端线夹 (在测试设备中是绝缘的);2-线路端线夹;3一短路电缆;4一接地电缆:5一连接束;19-测试

设备的连接导线，这种类型测试设备被测的线夹己设计好;20-测试电流输入点

                图D.3 测试接地和短路装置的测试设备及所使用的平行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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