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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送电线路常用材料的基本知识 2G311071 电线电缆的分

类及主要用途 1．电线电缆的分类 电线电缆的种类很多，按

其不同的特点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若综合产品的性能、

结构和制造工艺的相近性，并结合使用特点，可分为裸电线

、电磁线、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线电缆

五个大类。 （1） 裸电线：没有绝缘的电线称为裸电线，又

称裸导体。它是电线电缆产品中最基本的一大类产品。按产

品的形态结构和用途不同，分为圆单线、架空用绞线、软接

线和型线等四个系列。 ① 圆单线：又称圆线，是圆形的单根

导线。从材料上分有单金属线、圆铝线、圆铜合金线、铝合

金线、双金属线、铜包钢线和铝包钢线等。圆单线可以单独

使用，也可以构成绞线，并可以作为电线电缆导体，即构成

各种线芯。 ②架空用绞线：是由多根圆线或型线，经绞合或

嵌合而成的裸电线。裸电线能制成较大截面的导线，以输配

较大的电流，而且比较柔软和牢靠，广泛地用于电压为380V

～330kV及以上各种输配电线路中。主要品种有铝绞线、钢芯

铝绞线、铝合金绞线、钢芯铝合金绞线、铝包钢绞线、钢芯

铝包钢绞线、扩径钢铝绞线和硬铜绞线等。 ③软接线：凡柔

软的铜绞线或各种编制线均称为软接线。供各种要求柔软连

接的场合使用。包括裸铜软线、裸铜天线、铜电刷线和铜编

制线等。 ④型线：是一类为满足不同用途的电线电缆及电气

设备元件的要求而制成的矩形、梯形、葫芦形等不同几何形



状的导体。包括扁线、母线、异形排及电车线等产品。 (2) 电

磁线：是用于电机、电器和电工仪表的线圈或绕组，已实现

电磁能量转换的电线，又称绕组线。按绝缘层所用材料、结

构、耐热等级和用途，可以分为漆包线、绕包线、无机绝缘

电磁线、特种电磁线四大类。 ① 漆包线：是将绝缘漆涂在导

电线芯上经烘干形成的漆膜作为绝缘层的。普通漆包线可分

为缩醛、聚酯、聚氨酯、环氧、聚酯亚胺、油性漆包线等，

特种漆包线有自粘直焊漆包线、自粘漆包线、耐冷冻剂漆包

线等。 ② 绕包电磁线，用绝缘纸、玻璃丝、天然丝和合成丝

等紧密绕包在裸导线或漆包线上，形成绝缘层的电磁线叫绕

包电磁线。包括丝包线、玻璃丝包线、纸包线、薄膜绕包线

等。 ③ 无机绝缘电磁线：是用无机绝缘材料，如陶瓷、玻璃

膜、氧化膜等作绝缘层的电磁线。 ④ 特种电磁线：是具有适

用于特殊场合使用的绝缘结构及特性的电磁线，如中、高频

绕组线，聚乙烯绝缘尼龙护套潜水电机绕组等。 (3) 电力电缆

：输配电用的电缆，称为电力电缆。在电缆技术中，通常

把35kV及以下电压级的电缆，称为中、低压电缆；而

把1lOkV及以上电压级的电缆称为高压电缆。 中、低压电力

电缆主要有：塑料绝缘电力电缆、橡皮绝缘电力电缆等。高

压电力电缆有自容式充油电缆、钢管充油电缆。 ① 塑料绝缘

电力电缆：包括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具有聚氯乙烯绝缘的

电力电缆)、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具有聚乙烯绝缘的电力电

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具有交联聚乙烯绝缘的电力

电缆)等。 ② 橡皮绝缘电力电缆：具有橡皮绝缘层的电力电

缆为橡皮绝缘电力电缆。包括天然一丁苯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乙丙橡皮绝缘电力电缆、丁基橡皮绝缘电力电缆等。 另外



还有压缩气体绝缘电缆、低温电缆、超导电缆等。 (4)电气装

备用电线电缆：各种电气装备与电源间连接的电线电缆，电

气内部的安装线，控制、信号系统用的电线电缆，以及低压

电力系统内用的绝缘电线等，均属于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按产品使用特性可分为通用电线电缆、电工设备和仪器仪表

用电线电缆、交通工具用电线电缆、地质勘探和采掘工业用

电线电缆、信号控制电缆、直流高压电缆等。 ① 通用电线电

缆：包括橡皮、塑料绝缘电线；橡皮、塑料绝缘软线；通用

屏蔽绝缘电线；通用橡套软电缆；电焊机用电缆；电梯用电

缆等。 ② 电工设备和仪器仪表用电线电缆：包括电机、电器

引接线；电光源用电线电缆；潜水电机用防水橡套电缆；无

机绝缘高温电缆；电器、仪表安装线；热工仪表用电线；电

工、电子仪器仪表用电线电缆；医疗仪器用电线等。 ③ 交通

工具用电线电缆：包括汽车、拖拉机用电线；机车车辆用电

线；航空电线；船用电缆等。 ④ 地质勘探和采掘工业用电线

电缆：包括检测电缆；钻探电缆；油田生产用电缆；采掘工

业用电线电缆等。 ⑤ 信号控制电缆：包括聚氯乙烯绝缘和护

套信号电缆；橡皮绝缘控制电缆；塑料绝缘控制电缆；野外

用橡皮绝缘控制电缆等。 ⑥ 直流高压电缆：包括X射线机用

直流高压电缆；电子轰击炉用电缆；电子束焊机用高压电缆

；高压电炉用电缆；静电喷漆用电缆等。 (5) 通信电线电缆：

传输电信用的电线电缆，称为通信电线电缆。包括用于市内

或局部地区通信网络的市内电话电缆、用于长距离城市之间

通信的长途通信电缆(长途对称通信电缆、同轴通信电缆)、

局用电缆和各种通信电线。 2．电线电缆的用途 电线电缆的

主要用途是电力传输、电气通信和绕制电气装备用的线圈或



绕组。 (1) 用于电力传输：电线电缆将电站(电厂)发出的电能

，通过远距离或近距离输送，最后分配给各个工农业生产单

位及其用户，这样就把发电站(电厂)、变电站、配电站和用

电单位连接起来，组成一个电能的传输和分配体系，即电力

系统，完成电力的输配任务。 (2) 用于电气电信：通过各类高

、低频的长途通信电缆、市内电话电缆、架空通信明线、电

视广播和控制信号电路，在全国各地区、各单位之间以及每

个单位内部传输各种通信信号电路，组成一个通信信号传递

系统，完成电气通信任务。 (3) 用于电机、电器及各种电工装

置的线圈或绕组；各种电机、电器、电工装置和通信设备等

都有线圈或绕组。线圈或绕组犹如电器装备的心脏，是电能

与机械能等其他能量进行转换的枢纽。线圈或绕组就是用绕

组线(电磁线)绕制的。 例：漆包线是将绝缘漆涂在导电线芯

上经烘干形成的漆膜作为( )的。 A．防护层 B．防水层 C. 绝

缘层 D. 防腐层 答案：C 例：电线电缆的主要作用是( )。 A．

电力传输 B．电气电信 C．无线通信 D．电视信号的接受与发

送 E. 绕制电机、电器及各种电工装置的线圈 答案：A、B、E

2G311072 金具、绝缘子的分类及主要用途 1．金具的分类及

主要用途 (1)金具的分类 按金具的主要性能和用途，大致可分

以下几类： ①悬吊金具； ②锚固金具； ③联结金具； ④接

续金具； ⑤防护金具； ⑥接触金具； ⑦固定金具。 (2)金具

的主要用途 ① 悬吊金具：悬吊金具又称支持金具或悬垂线夹

。这种金具主要用来悬挂导线于绝缘子串上(多用于直线杆

塔)及悬挂跳线于绝缘子串上。 ② 锚固金具：锚固金具又称

紧固金具或耐张线夹。这种金具主要用来紧固导线的终端，

使其固定在耐张绝缘子串上，也用于避雷线终端的固定及拉



线的锚固。锚固金具承担导线、避雷线的全部张力，有的锚

固金具也作为导电体。 ③ 联结金具：联结金具又称挂线零件

。这种金具用于绝缘子连接成串及金具与金具的连接。它承

受机械荷载。 ④ 接续金具：这种金具专用于接续各种裸导线

、避雷线。接续金具承担与导线相同的电气负荷，大部分接

续金具承担导线或避雷线的全部张力。 ⑤ 防护金具：这种金

具用于保护导线、绝缘子等，如保护绝缘子用的均压环、防

止绝缘子串上使用的重锤及防止导线振动用的防振锤、护线

条等。 ⑥ 接触金具：这种金具是供硬母线、软母线与电气设

备的出线端子相连接，导线的T接及不承力的并线连接等。这

些连接处是电气接触，因此，要求接触金具具有较高的导电

性能和接触稳定性。 ⑦ 固定金具：固定金具也称电厂金具或

大电流母线金具。这种金具用于配电装置中的各种硬母线或

软母线与支柱绝缘子的固定、连接等，大部分固定金具不作

为导体，仅起固定、支持和悬吊之用。但由于这些金具是用

于大电流，故所有元件均无磁滞损失。 2．绝缘子的分类及

主要用途 (1)绝缘子的分类 绝缘子分类方法有多种，按使用电

压可分为高压绝缘子和低压绝缘子；按其装置场所可分为户

内绝缘子和户外绝缘子；按其结构和用途可划分为11个小类

、48个系列，见表 2G311072。 绝缘子按其结构和用途分类 表

2G311072 小 类 系 列 高压线路刚性绝缘子 1．高压线路针式

绝缘子 2．高压线路瓷横担绝缘子 3．高压线路柱式绝缘子 4

．高压线路蝶式绝缘子 高压线路悬式绝缘子 1．高压线路盘

形悬式瓷绝缘子 2．高压线路盘形悬式玻璃绝缘子 3．高压线

路耐污悬式瓷绝缘子 4．高压线路耐污悬式玻璃绝缘子 5．高

压线路瓷拉棒绝缘子 6，地线用悬式绝缘于 电气化铁道用绝



缘子 1．接触网用棒式绝缘子 2．电机车绝缘子 低压线路绝缘

子 1．低压线路针式绝缘子 2．低压线路蝶式绝缘子 3．低压

线路路线轴式绝缘子 4．线路拉紧绝缘子 5．电车线路绝缘子 

布线用绝缘子 1．鼓形绝缘子 2．瓷类板 3．瓷管 通信线路绝

缘子 针式绝缘子 高压支柱绝缘子 1．户内支柱绝缘子 2．户

外针式支柱绝缘子 3．户外棒式支柱绝缘子 4．耐污支柱绝缘

子 高压穿墙套管 1．户内穿墙套管 2．户外穿墙套管 3．母线

穿墙套管 4．油纸电容式穿墙套管 电器套管 1. 变压器瓷套管

2．油纸短尾电容式变压器套管 3．油纸长尾电容式变压器套

管 4．胶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 5．断路器瓷套管 6．互感器瓷

套管 7．电容器瓷套管 8．电缆瓷套管 电器瓷套 1. 断路器瓷

套 2．互感器瓷套 3．电容器瓷套 4．电缆瓷套 5．避雷器瓷

套 电器瓷件 1．低压电器瓷件 2．拉杆绝缘子 3．支柱瓷件 4

．灭弧罩瓷件 5．高压熔断器瓷件 6．电缆出线隔板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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