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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爆型防爆低压电器设备贯穿端子 

浇封工艺简介 

王晓波 

(沈阳电气传动研究所 (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141) 

摘 要：通过对环氧树脂胶的浇封固化机理和隔爆型防爆低压电器设备贯穿端子(以下简称防爆贯穿端子)浇封 

工艺的介绍，使设计和制造防爆电气设备、防爆灯具的技术人员，充分了解防爆贯穿端子的浇封X-艺过程，及在浇 

封工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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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hrough Terminal Encapsulation Technique of 

Flameproof Expl0si0npr00f Low Voltage Electrical Eqnipment 

NG Xiao—bo 

(Shenyang Electrical Driving Research Institute(CO．，LTD．)，Shenyang 1 10141，China) 

Abstract：By the introduction to encapsulation solidification mechanism of epoxy and through terminal encapsulation 

technique of flameproof explosionproof low volatge electrical equipment，make technicians who are engayed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explosionproof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lamps and tanterns can fully understand encapsulation process 

engineering of the explosionproof terminal and the encapsulation process engineering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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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在相当一部分隔爆型、复合型防爆低压电器 

设备及隔爆型、复合型防爆灯具中，主腔与接线腔之间 

导线的过渡采用防爆贯穿端子结构。 

防爆贯穿端子防爆性能可靠。在导线截面积、进 

出线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提高安全性，占用空间较 

少且制造、使用和维修方便等特点。 

但在产品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防爆产品制 

造企业，生产的装有防爆贯穿端子的防爆产品，因其防 

爆贯穿端子浇封工艺不合理，而不能达到 GB3836．1— 

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 1部分：通用要 

求；和GB3836．2—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隔爆型“d”标准的要求。在结构检查、引入 

装置密封试验、外壳耐压试验、内部点燃不传爆试验等 

检验项目中，出现胶体有气泡、裂纹，胶体漏水，胶体脱 

落、胶体传爆等现象，导致产品不合格。为此，笔者通 

过防爆贯穿端子国产化试验及多年的工作经验，编制 

的防爆贯穿端子浇封工艺介绍给大家，供参考。 

2 浇封固化机理 

环氧树脂是一种无定形黏稠液体，加热呈塑性，没 

有明显的熔点，受热变软，逐渐熔化而发黏，不溶于水， 

本身不会硬化，因此它几乎没有单独的使用价值，只有 

和固化剂反应生成三维网状结构的不溶不熔聚合物才 

有应用价值。当加入一定量固化剂后，就逐渐固化，形 

成性能各异的化学物质，因此，必须加入固化剂，组成 

配方树脂，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固化反应，生成立体 

网状结构的产物，才会显现出各种优良的性能，成为具 

有真正使用价值的环氧材料。 

环氧树脂含有多种极性基团和活性很大的环氧 

基，因而与金属、玻璃、水泥、木材、塑料等多种极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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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尤其是表面活性高的材料具有很强的粘接力，同时 

环氧固化物的内聚强度也很大，所以其胶接强度很高。 

固化剂是一类增进或控制固化反应的物质。树脂 

固化是经过缩合、闭环、加成或催化等化学反应，使热 

固性树脂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过程，固化是通过添加固 

化(交联)剂来完成的。 

环氧树脂固化时，基本上无低分子挥发物产生。 

胶层的体积收缩率小(约 1％ ～2％)，是热固性树脂中 

固化收缩率最小 的品种之一。加入填料后可降到 

0．2％以下。环氧固化物的线胀系数也很小，因此内应 

力小，对胶接强度影响小。加之环氧固化物的蠕变小， 

所以胶层的尺寸稳定性好。与多种有机物(单体、树 

脂、橡胶)和无机物(如填料等)具有很好的相容性和 

反应性，易于进行共聚、交联、共混、填充等改性，以提 

高胶层的性能。 

填料可减少环氧树脂的用量，降低成本，同时也改 

善了环氧树脂的性能，降低环氧树脂固化时的收缩率 

和热膨胀系数，增加热传导性、提高耐热性能，提高粘 

接强度。 

3 工艺过程 

本工艺规定了隔爆型、复合型防爆低压电器设备 

及隔爆型、复合型防爆灯具产品及防爆部件手工灌注 

密封胶时所用的材料，设备与工具及操作过程、注意事 

项等。 

本工艺适用于隔爆型、复合型防爆低压电器设备 

及隔爆型、复合型防爆灯具产品及防爆部件中金属零 

件塑料制件之间或塑料制件与塑料制件之问的浇封。 

3．1 材料 

①E一51(618#)环氧树脂 

~65 1#低分子聚酰胺树脂 固化剂 

~270目精制石英砂 填料 

④工业用丙酮 化学试剂 

⑤工业用金属洗涤剂 

@5o2粘合剂 

⑦脱脂棉 

⑧干净擦机器布 

3．2 设备与工具 

①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0～250℃ 

②工作台 

③托盘 

④搪瓷盆(普通白色搪瓷面盆) 

⑤架盘天平：最大称量 1000g，感量 1g 

⑥烧杯；400～500mL 

⑦细钢针(自制) 

⑧扁画笔 

⑨酚醛布棒(或木棒)4'8～ l0 

⑩砂布 120#～180# 

⑩医用乳胶手套 

3．3 准备工作 

(1)戴上口罩、医用乳胶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 

(2)先将被胶封零件的胶封处用砂布进行打磨， 

然后放在装有金属洗涤剂溶液的搪瓷盆(60~C水加 

3％金属洗涤剂)中洗净。以去掉油污及灰尘，保证胶 

封处清洁才能有良好的粘结力。取出后在用流水冲洗 

净，捞出后控净滴水。然后放人 80'E的烘箱中予烘 

1．5h，取出放人室温下，待温度凉至室温。 

(3)将凉至室温的零件，用扁画笔沾少量丙酮清 

洗胶封处，切忌有多余的丙酮顺着周围的缝隙滴下去。 

然后在室温下待丙酮全部挥发。 

(4)将适量石英砂放在托盘内，然后放人 50℃ 一 

60℃的烘箱内烘干2h，以除去所吸附得气体及水分。 

(5)将洗净干燥后予灌胶的零部件，除留有的灌 

胶封口处零件外，其他各件均用502粘合剂粘牢。 

(6)将 E一51环氧树脂放人 80℃烘箱 内保温 

30min后取出，保证其液态状待用。 

(7)用天平和烧杯将 E一51环氧树脂、石英砂按 

70：3O的比例称好，然后将烘好的石英砂趁热混人环 

氧树脂内为A组分待用。 

3．4 配制密封胶 

用天平和烧杯将 A组分和 B组分(651#低分子聚 

酰胺固化剂)按 100：24的比例分别称好混合。充分搅 

拌均匀后静置 5min。 

3．5 操作过程 

(1)将工作台清理干净，把产品或部件放平摆正 

或固定好。 

(2)将配制好的密封胶按图样规定从封口处灌 

人，胶封处胶液一定要饱满。 

(3)用干净的脱脂棉擦净流溢胶 ，并用细钢针挑 

破气泡(进行脱泡处理)。 

(4)将灌胶后的产品或部件在室温下放置 4h，检 

查一下是否有漏胶现象，如达到了合格后方可放人烘 

箱中固化(产品或部件在烘箱中的摆放一定要满足受 

自重而各零件之间没有相对移动的条件)。烘箱从室 

温开始逐渐升温升至50oC～60℃时恒温，烘 2h。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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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度升至80~C恒温，再继续烘2h。而后随炉降至室 

温。 

(5)如有些产品或部件不适合加温固化，可以在 

室温(25℃)的条件下固化72h。 

3．6 检查 

(1)配胶比例一定要严格按本工艺规定的配方。 

(2)胶封边缘要整齐饱满，不允许有流坠现象。 

(3)灌胶后的产品及部件，不得有明显气泡、灰尘 

和其他杂质。 

(4)产品或部件在胶封前，一定要严格按产品图 

样及有关技术要求规定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进 

行灌胶。 

(5)按本工艺严格检查凝胶时间及固化温度和时 

间。 

3．7 安全与注意事项 

(1)灌胶件打磨处应充分、均匀并吹擦干净。 

(2)配制胶要根据每批产品用量和有效使用时间 

(约40min)进行配制和使用。每配制一次胶的盛胶容 

器，胶用完之后一定要用丙酮洗净晾干后方可再次用 

其盛胶。 

(3)在擦流溢胶时，一定不要把丙酮擦人到胶封 

面内。 

(4)工作场地要保持清洁干净，操作前地面洒水。 

(5)灌胶后的产品及部件在未进烘箱前应放平， 

整齐地摆放在工位器具上，不得随意摆动。 

(6)产品及部件摆放在烘箱内，一定要留有传热 

通道使得烘箱内温度均匀。 

(7)灌胶室内要保持通风良好，灌胶室室温要保 

持在25℃以上。 

(8)石英砂最好是现用现烘，也可预先干燥后放 

人密闭容器内储存。但放置时间不易太久。 

(9)配胶时一定要充分搅拌均匀，石英砂不得有 

沉淀现象。 

(10)工作现场严禁烟火，确保安全生产。 

4 结束语 

防爆贯穿端子浇封工艺是防爆电器制造业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相关化学专家，通过借鉴国外的相关技术，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经过大量试验总结编制而成的 

在多年的生产制造中，其产品经得住检验，质量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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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号，针对该间隔GIS设备进行了气体分析、红外检 

测两种方式的检测工作，未发现异常数据。 

图8 101间隔超声、高频信号 

为了进一步分析，采用超声检测法与射频电流检 

测法进行了检测。图5中显示为自110kV GIS获得的 

实测波形，波形界面的上半部波形为放置于刀闸仓处 

得到的超声波波形(红色)，其中未发现局部放电信 

号。下部的波形(绿色)取 自安装于该部位 GIS接地 

线处的HFCT，其中存在微弱的局部放电脉冲，该脉冲 

幅值微弱，图中约为50mV，且重复出现。脉冲间的时 

间差值为半个电源周波，即 10ms，频域分析 中位于 

1000kHz。 

根据上述情况，判定该 GIS断路器内部存在局部 

放电现象，但局部放电没有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可以 

采取缩短检测周期的方式进行跟踪观察，并根据局部 

放电的发展变化情况确定进一步的处理方式。 

4 小结 

本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GIS状态监测的方法，同时 

说明了各自的优缺点，并通过实例分析几种方法的可行 

性。随着信号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局部 

放电联合检测技术将为判断GIS局部放电的性质、放电 

程度等提供有力支持，将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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