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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多年以来，电缆运行与维护部门对电缆的刺扎，均按照行业标准 DL409-9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第 234条要求，采用人工刺扎，一旦

电缆识别出错，误刺扎带电电缆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2003年我公司依据《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及用户的需求，参照国外先进技

术，研制出了电缆识别仪。电缆识别仪为用户提供了已知始、终端而施工现场

无法鉴别具体是那一根电缆的问题。为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我公司推出了以

上此仪器的配套产品--- 遥控型高压电缆安全刺扎器。该系列产品的配套使

用，彻底解决了现场高压电缆的识别、电缆带电与否的鉴别及绝对安全的刺扎

问题，杜绝了安全隐患。 

 

第二章：功能特点及技术指标 

2.1 功能特点 

 刺扎绝对安全，只适合硬表面作业（电缆、水泥地面等）； 

 双键遥控(A、D键同时按下)，操作简单，双重保护开关按键； 

 工作状态有超亮发光二极管指示，直观明了； 

 机械、电子多重保护设计，安全可靠； 

 便携式结构设计，外形美观； 

 内置锂离子充电电池，配充电器，适合野外无电源使用。 

 

2.2 技术指标 

 无线遥控距离：≥8 米 

 适用电缆：≤￠125mm 的各种高压电缆 

 重量：约 12kg(含铝合金箱及全套附件) 

 外形尺寸：460×380×120mm³（含铝合金箱及全套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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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使用方法 

3.1 结构示意说明 

    此装置利用射钉枪原理，由精密的自动机械部件、先进的电子检测控制

电路和机电控制部件构成，其结构示意见下图。 

 

图中写有型号名称的方盒是本装置的精密自动机械以及电子控制部分，是

用户不可拆卸部分，请不要试图拆卸以免损坏设备。如该部分有问题，请及时

与我公司联系！ 

图中其他部分，为用户安装与保养需要拆装部分，请按上图进行操作。 

图中“压板”“钢绳”为本装置与待刺扎高压电缆紧固连接装置。 

图中“钉管”“制动环”“活塞体”为用户每次试扎后必须进行擦拭，上

润滑油保养的部分。 

图中“充电”由于技术升级，充电指示以专用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为准，充

电时红灯亮，充满后变为绿灯亮。 

图中“欠压”为电池状态指示灯，打开电源开关，该灯亮时，必须及时进

行充电（5-7小时可以充满）。 

图中“上镗”为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该灯亮时，表示准备工作到位，可

以试扎。 

图中“试扎”为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该灯亮时，表示已进入试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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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拆装、保养说明 

3.2.1 充电保养 

  该装置内置有可充电电池，欠压时必须充电，长时间不用时必须每一

个月充电一次（5-7小时），以免损坏电池。该设备配备有自动保护充电

器。充电状态时，充电器红色指示灯亮，绿色灯亮时表示电已充满。 

3.2.2 拆装保养说明 

该装置要求每次试扎后必须进行擦拭保养，以免长时间不用时发生锈

蚀影响使用。保养时请按上述装配示意图进行拆装，并对图中“钉管”

“制动环”“活塞体”等活动部件用棉布（纱）进行认真擦拭，去除火药

形成的颗粒，然后涂润滑油（普通润滑油）防止机件因火药气体影响产生

锈蚀，影响使用以及寿命。 

 

3.3 安装说明 

3.3.1空试操作： 

a. 不装子弹将装置天线拧紧，完全拉出。 

b. 打开电源开关，将枪头按至地面直至钉管完全压回连接套，这时

上膛灯亮。 

c. 同时按下 AD 两键，听到“砰”的声音，同时试扎灯亮，上膛灯

灭，枪被激发。说明装置工作正常。  

3.3.2关闭电源开关，用配备的通杆将射钉从连接套口顶入枪管底部，如

图示拉出弹夹将子弹装入枪镗内。 

3.3.3将钉管伸出连接套部分正对着其它硬物完全压回连接套（端面平

齐），可以自由压回。 

3.3.4根据现场环境，立装、吊装、横装均可。注意装置枪口应正对待扎

电缆，且该电缆另一边不得再有电缆，以免同时刺穿两根电缆造成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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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用所配地线将压板可靠接地，现场无地线时，亦可将地线接至已插

入大地大于 0.3米的接地针（附件）上。 

3.3.6 充电电路部分由于采用了高效率开关电源及微电脑监控技术，具有

防过充及自动保护功能，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充电指示灯改为

充电器上，请用户以此为准，红灯亮时表示正在充电，绿灯亮时表

示充满。 

3.4 卡电缆装置安装方法 

3.4.1 安装 

将连接套装进压板旋转 900成十字交叉状态。 

钢绳绕过电缆后，将钢绳卡头卡于压板“┻”形槽内。 

将压板上的辘轳摇把顺时针转动使钢绳拉紧，保证钉管伸出连接套部分完

全压回连接套（观察钉管缩回至连接套端面内平齐即可）。 

将手把后端盖销钉旋转 90º 度卡入槽中，使辘轳摇把不能倒转。 

3.4.2 拆卸 

将销钉从压板的相应孔拔出，手把后端盖拔出旋转 90º 度，松开钢绳后可

轻松拆卸。 

3.5 刺扎操作说明 

 做好上述 3.3条款后，操作者应： 

①打开装置电源开关，这时“上镗”状态指示灯应亮 

②远离装置≧2米 

③同时按下所配遥控器的两个键（A键和 D键）则装置会接受遥控指令自

动试扎，试扎成功时“试扎”灯闪亮，如“试扎”灯未闪则再按以上两

键，直到“试扎”灯闪亮同时听到子弹爆炸声说明试扎完成。完成后装

置会自动工作到“上镗”灯亮状态，以备下次再上镗工作。 

④试扎完成后，应首先确认被扎电缆已不带电，然后才可以拆除装置，最

后去掉接地线。 

⑤用配备的通条将钉管中的活塞杆重新顶入枪管底部，如图示拉出装弹

夹，将弹壳退出镗外，对装置进行擦拭保养以备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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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使用注意事项 

4.1严格按以上说明进行装置的保养、安装、试扎操作。 

  4.2装置试验 

   4.2.1空试验（不装弹与钉） 

      试扎前为了试验装置工作正常与否，可以进行一次空试扎，即不装

子弹及钢钉，由一人手持装置顶到硬地面或墙面上，将钉管伸出连接套

部分完全压回连接套（端面平齐），另一人操作遥控器同时按下两键进

行空试扎试验，如感觉到镗内弹簧动作证明装置正常。如不行则应仔细

检查，保证装置正常才能装钢钉，随后装弹在高压电缆上进行试扎。 

4.2.2 实弹试验 

试扎前为了试验装置工作正常与否，可以装好钢钉和子弹后由一人

持装置顶到硬地面（砖、水泥或墙面）上，将钉管伸出连接套部分完全

压回连接套（端面平齐），另一人操作遥控器同时按下 A、D两键进行

试扎试验。这时由于不是对带电体刺扎，持装置人不会有危险。如成功

射出钢钉，证明装置正常。如不成功则应先仔细检查，保证装置正常后

才能在高压电缆上进行试扎。 

   4.3此装置的安全性：此装置操作非常简单且安全。安装好后需同时双键

遥控才行，其安全性有三个方面： 

①电子控制保证即使装置电源打开误压遥控器某一键，装置不会动作，

必须将遥控器上 A、D两键同时压下装置才会动作。而当电源开关未

打开时，装置不可能动作。 

②装置未在上镗状态时，精密机械控制部分保证装置不能上镗。 

③装置处在上镗状态时（上镗灯亮）钉管伸出连接套不完全压回连接

套，装置不可能动作。 

 4.4耗材子弹与水泥钢钉必须与出厂时配置的规格型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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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装箱清单 

5.1 遥控型高压电缆刺扎器                         1台 

5.2  专用遥控器                        1只 

5.3 充电器                         1个 

5.4 安装配件                      1套 

5.5 通杆                       1个 

5.6 接地线                     1根 

5.7 接地针（用于支撑或接地）             1根 

5.8 子弹（耗材）                   1盒 

5.9 水泥钢钉（耗材）                  1盒 

5.10 擦拭保养毛刷                   1把 

5.11 高级铝合金箱                    1个 

 

 

 

安装顺序如下图所示 

 

1.装钉并用通杆推活塞到位                                   2.装弹 

 

     
 

 

 

 

 

 

 

 

 

 

3.推进装弹器                                                  4.电缆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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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装方式 

 

 
 

 

 

注意： 

打开开关，上膛指示灯亮，表明电缆帮扎良好。试扎人员和电缆保持一

定安全距离后，同时按下 A，D 两键，刺扎器动作，同时试扎指示灯亮。枪响

后松开 A，D两键。刺扎过程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