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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塔高强瓷绝缘柱脚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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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柱脚设计方案，将非金属预应力筋安装在柱脚，运用施加预应力的方法改变柱脚应力性
质，使其不仅易于抗压，也易于抗弯和抗拉，改善了高强绝缘陶瓷的脆性特性，提高其韧性。针对该新型柱脚设计
方案，以一实际工程为算例，进行了AFRP张拉锚固方法探究试验以及瓷绝缘柱脚抗弯试验。通过试验，总结了AFRP
筋施加预拉力的方法，并分析了该新型柱脚的受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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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strength Ceramic Insulating
Column Foots in Medium Wave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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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type of column foot was proposed. The non-metallic prestressed tendons were installed into the
column foot, whose stress properties were changed using the prestressed method making it not only easy to resist to pressure,
but also easy to resist to bending and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brittleness of high-strength insulating ceramics was changed, the
ductility was improved. Then prestressed test of AFRP tendons and bending tes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AFRP tendons and
ceramics were designed to make and finish towards the new column foot on a practical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tests, the
prestressed methods of AFRP tendons were concluded, and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new column foot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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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中波塔的塔体下端必须采用底座绝缘子，其采用耐高电压的高频绝缘陶瓷制造，且必须承
受塔体的压力及拔力[1]。但是，传统的中波塔塔底绝缘有如下缺点：(1)只能抗压，抗拉、弯能力较
差，危险系数大；(2)维修费用大，不经济。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柱脚，在对新型材
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非金属预应力筋中的一种——AFRP 预应力筋[2]安装在柱脚陶瓷绝缘子中，
运用施加预应力的方法改变柱脚应力性质，使其不仅易于抗压，也易于抗弯和抗拉。
本文分别针对非金属预应力筋及其和绝缘陶瓷的组合体设计、制作一批试件并完成相关的试验
工作。其中非金属预应力筋试验为张拉锚固试验，主要探究对非金属预应力筋张拉锚固的方法；组
合体试验为抗弯试验，主要探究新型柱脚的受力性能。

1

新型高强瓷绝缘柱脚构造特征与组成

新型高强瓷绝缘柱脚由两部分组成：非金属预应力筋和圆筒形瓷绝缘体。其中，非金属预应力
筋采用聚酯筋的形式。圆筒形高强瓷绝缘体是具有高强度、高电阻率、低高频损耗和高抗电强度的
陶瓷材料绝缘体，较经济。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强瓷绝缘柱脚简图
Fig.1 High-strength ceramic insulating column foot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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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首先将带孔的圆筒形高强瓷绝缘子夹在加压板（连同塔柱）和绝缘瓷底板（连同过渡
段）之间，并对准孔中心；之后在加压板和绝缘瓷底板之间套入双头螺栓，顶紧绝缘子；再将高强
AFRP 筋穿入高强瓷绝缘体的孔中并使加压板套入上部；然后张拉高强 AFRP 筋并固定即可。
更换该高强瓷绝缘柱脚时，首先安装好 4M42 临时固定螺栓，张拉 AFRP 筋使之松弛，拆卸 AFRP
筋，拆卸瓷体，更换新瓷体及 AFRP 筋，张拉新 AFRP 筋并固定，拆卸临时固定螺栓即可。

2

高强瓷绝缘柱脚性能研究

本文提出的新型高强瓷绝缘柱脚主要由 AFRP 预应力筋[3]和陶瓷绝缘子组成，对该柱脚的性能
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对 AFRP 筋张拉锚固方法的探究试验[4]和对瓷绝缘柱脚的抗弯试验。
2.1 AFRP 筋张拉锚固方法探究试验
AFRP 筋是一种可施加预拉力的筋材。由于国内外关于 AFRP 筋的张拉体系研究很不成熟，所
以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张拉设计方法，为钢套管加胶、加销轴型张拉设计方法。
图 2 为钢套管加胶、加销轴型张拉设计方法。预拉力试验最终加到约 272 kN，筋材张拉端滑移。
试验结果见图 3。

图 2 AFRP 筋示意图
Fig.2 AFRP tendon

图 3 相对滑移图
Fig.3 Relative slip

根据试验的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1)AFRP 筋钢套管加胶、加销轴型张拉方法最大可以张拉
到 272 kN；(2)该方案安装简单、制作费用较低，但是工厂加工技术性较强。从实验数据来看，该方
法基本达到本文所需要的预拉力要求，后续可以再对该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后可达到更高的要求。
2.2 瓷绝缘柱脚抗弯试验
实际工程中，瓷绝缘柱脚处于拉-剪复合作用以及压-剪复合作用的情况下，同时由于受剪力的作用，
绝缘柱脚底部出现受弯的情况。对构件施加的荷载根据实际工程中一高 76 m、基本风压ɷ=0.45 kN/m2 的
三边形塔在柱脚所受力施加，根据实际情况，塔底受拉 625 kN，受压 730 kN，受剪 30 kN(均为设计值)。
试验时，将柱脚横放，两端和反力架铰接，模拟一简支梁。在跨中施加一集中荷载，力为柱脚
所受剪力的两倍。根据力传递原理，绝缘子两侧面受力为实际剪力大小。此时瓷绝缘子整体受弯。
根据瓷绝缘子的设计荷载进行竖向集中力（剪力）加载，观测瓷绝缘子的受力情况和变形特性[5]。
试验的试件包括陶瓷绝缘子和工厂加工的钢套管加胶、加销轴型的 AFRP 筋。其中，陶瓷绝缘
子已经事先做过抗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当压力达到 1800 kN 时陶瓷仍未损坏。采用一个反力架，
顶部设一个 50 t 的千斤顶，施加竖向集中力(图 4)。
试验中需要量测应变。在陶瓷绝缘子顶部、侧面和底面中心，布置单向应变片 A1/A2/A3(图 5)。

图 4 加载方案简图
Fig.4 Loading scheme sketch

图 5 绝缘陶瓷应变片布置图
Fig.5 Stain gauge arrangement on the insulating cer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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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微应变
Micro-strain in measuring point

先进行 AFRP 筋材的张拉，需要对称分级张拉 AFRP 筋，防止受力不均。实际工程中对 AFRP
筋施加预拉力为 230 kN，柱脚拉力为 625 kN，由于试验设备限制，考虑抵消该外拉力引起的绝缘瓷
体的预压紧力，则本实验单根筋材需要施加的预拉力为：
F  4  Nt
230  4  625
P  ( 张拉
) / 0.8  (
) / 0.8  91kN
（1）
4
4
则每根筋加 95 kN 预拉力。绝缘陶瓷上 A1、A2、A3 各点荷载-应变最终拟合曲线如图 6 所示。

荷载 Load (kN)

图 6 绝缘陶瓷各测点荷载-应变曲线
Fig.6 Load-stain curve of every point on the insulating ceramic

可见该瓷绝缘子符合平截面假定原则，在受力状态下上下钢板始终紧贴中间绝缘瓷体，陶瓷受
力面（顶面）受压，对立面（底面）受拉，侧面因为位于中性轴上，应力始终为 0。并且瓷绝缘柱
脚在此纯弯状态下应变较小，受力性能良好。需要注意的是，图 6 中陶瓷的应变为相对应变，由于
筋材施加了 95 kN 的预拉力，在陶瓷相对应变为 0 时，其绝对应变为负值，即受压，压应变约为：


F
95  4  103  10 6

 53
AE 159592  4.5  10 4

（2）

将该应变值和图 6 中应变值进行叠加，发现陶瓷在力施加过程中始终处于受压状态，可见 AFRP
筋施加预应力后可以压紧陶瓷，抵消其拉应力。

3

结 论

本文分别针对 AFRP 筋，AFRP 筋和陶瓷绝缘子的组合体设计、制作了一批试件并完成了相关
的试验工作。其中 AFRP 筋试验为张拉锚固方法探究试验，组合体试验为抗弯试验，更能反映构件
的本质受力特性。本文提出的新型高强瓷绝缘柱脚主要有以下优点：1. 该新型绝缘柱脚在实际受力
情况下表现出典型的整体弹性性能，可以受压，也可以受弯、受拉，多向受力；2. 构造简单，传力
直接，有抗冲击能力。3. 维修更换方便，工程经济性强。
通过瓷绝缘柱脚抗弯试验，验证了本课题提出的新型瓷绝缘柱脚的优点，即在受压状态下，依
靠陶瓷抗力；在受拉状态下，依靠施加了预应力的 AFRP 筋抗力，保证各材料性能的最优利用。
本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依然任重道远，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进行的研究工
作，这里择其要者简要讨论如下：1. 在瓷绝缘柱脚抗弯试验中以一个实际工程为算例，今后如果遇
到其他工程塔底受力更大，对筋材的预拉力要求更高，还需继续做单根筋材的预拉试验；2. 陶瓷绝
缘子的尺寸较大，可以按照实际受力情况加以减小；3. 对于 AFRP 筋的预应力松弛情况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包括蠕变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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