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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架空线路立塔施工是指 110kV 及以上的架空电力网的杆塔部分, 依照设计图纸

和国家标准的施工作业。包括现场布置、抱杆组立和提升、组塔、螺栓复紧等作业过

程架空线路立塔施工。 

1.1.施工流程（分解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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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流程（整体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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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工前准备 

1.3.1.基础 

铁塔基础符合下列要求时方准铁塔组立： 

①基础经验收合格，且施工资料齐全； 

②分解组立塔时，基础混凝土强度达到为设计强度的 70%； 

整体组立塔时，基础混凝土强度达到为设计强度的 100%。 

③铁塔组立前应复核铁塔基础施工尺寸，并填写“铁塔组立前基础尺寸检查记录表”。 

1.3.2. 交底 

施工人员必须经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后方可参加施工，并应熟悉施工图、施工资料、施

工工艺（方案），认真学习“验收规范”、“安全规程”。 

1.3.3.场地平整 

①铁塔组立前应对场地进行平整，对影响组装的凹凸地面应铲平或填平。 

②对山区不能满足塔片组装的场地，应搭设脚手架或支垫道木，使组装场地平整稳固；

严防构件滚动和因自重下沉而倾倒。 

③施工范围内影响铁塔组立的障碍物，如电力线、通信线、道路、树木等，应事先采

取对应措施。 

1.3.4.对料、分料 

①铁塔组立前应清点核对塔材数量及规格，并按段别、件号依次堆放对料； 

②塔料清点后，应将余缺料和质量不符要求的塔料填好记录后报工地材料员； 

③对规格及编号与图纸不符的构件应查明原因，原因不明者应上报工地技术部门； 

④塔料角钢弯曲度不超过对应长度 2‰，最大弯曲变形量不大于 5mm。当角钢弯曲变

形量超过 2‰时，应采用冷矫正法矫正。矫正后的角钢不得有洼陷、凹痕、裂缝。 

⑤运至现场后构件若出现镀锌剥落或焊接露黄部位应涂富锌漆防腐，对较大面积镀锌

剥落构件，应予调换。 

1.4.分解立塔 

1.4.1.地面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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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脚钉安装位置 

按运行单位要求位置装设；若运行单位无特殊要求，应按下列规定安装： 

单回路：塔身部分装在 4号主材上，平口以上装在后侧的两外边主材上。 

双回路：装在 1 号和 4号主材上。 

(2) 螺栓穿向 

立体结构：水平方向由内向外，垂直方向由下向上。 

平面结构：顺线路方向由送电侧穿入，横线路方向两侧由内向外，中间由左向右（面

向受电侧），双肢主材的外主材螺栓其穿向应由角钢内侧向角钢背穿，个别不易安装

的螺栓，方向可以反穿。 

(3) 螺栓拧紧后露出螺母长度 

单螺母者应不少于两个螺距； 

双螺母者至少和螺母相平。 

(4) 塔材切角规定 

螺栓规格    孔径（mm）   L1（mm）    L2（mm）       

M16             17.5                25               ≥23 

M20             21.5                30               ≥28   

M24             25.5                40               ≥33 

1.4.2.单件吊装组塔 

单件吊装法是角钢型铁塔组立中最简单、最原始的一种组塔方式，适用于塔型较小、

塔重较轻的铁塔，如 772、774、776、778~7719 塔（塔型较小，一般为 35kV 线路铁

塔，重量在 5吨以下）。 包含主材起立、塔腿组立、塔件吊装等环节。 

1.4.3.抱杆分解组塔 

单件吊装法组塔很容易使主材受力过大后弯曲变形，特别是塔型较大的铁塔，它的主

材很重，很容易使主材弯曲变形，不能保证安装质量。因此，塔型较大、重量较重的

铁塔通常采用内拉线悬浮抱杆分解组塔。 

1.5.整体立塔 



 
服务热线：4001-014-879；http:/ /www.j leec.com 

 

 7 

1.5.1.拉线杆塔整体立杆 

拉线杆塔整体立杆包括：地面组装、地面布置、人字抱杆组装、人资抱杆起立等步骤。 

1.5.2.钢管杆塔整体吊装 

钢管杆塔整体吊装包括：插入式钢管杆组装、法兰连接钢管杆组装以及起吊高度的确

定和起吊绳的选择和捆扎等步骤。 

1.6.施工现场图 

 

 

2. 安装能力介绍 

2.1. 资质能力 

公司拥有国家能源局颁发的电力设施承试一级、承修一级、承装二级许可证，同

时，还拥有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资质。 

2.2. 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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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拖挂式牵引机、拖挂式张力机、抱杆、拖拉机绞磨机、机动绞磨机、液压机、

滑车、卡线器、地钻、手拉葫芦、链条葫芦、接地线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施工设备。 

2.3. 工程经验 

公司于 2000 年进入送变电施工安装领域，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

足迹已踏遍了大江南北，具备年施工 220kV线路 300公里，110kV线路 600公里的能

力。 

2.4. 信息化管理 

拥有自主研发的项目施工过程管理、施工现场管控、施工人员调度、站班会、工

器具盘点等信息化管理工具。项目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可视、可控，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和质量的同时，使项目施工更加安全可靠。  

3. 产品优势 

3.1. 品牌价值高 

扎根电力施工二十余年，“交联”品牌誉享海内外。为用户提供电力设计、施工、

运行一条龙服务，参与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任务，公司还走出国门，积极响

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参与多个国家的电力工程建设。 

公司以“工匠精神”指导生产过程；以高度信息化手段管控生产过程；以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输送一线生产，确保工程施工质量，把“建一个工程，留一座精品”做为

每个项目的目标。公司的施工质量得到了广大电力客户高度认可。 

电力设施承试一级、承修一级、承装二级许可证，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专业资质，是公司实力的体现。 

3.2. 信息化管理 ePM 

公司率先提出“互联网+电力服务”理念，并于 2007年全面启用项目管理协同工

作平台（ePM），实现了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及远程实时管理，

进而大幅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客户也可以通过 ePM 系统，查看、监督工程

进度和质量，与公司协同进行项目管理。同时，系统实时向客户推送项目关键节点更

新提醒，项目现场施工图片、项目进度等信息，一部手机便可做到整个项目施工过程

可视、可控、可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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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M系统包括：进度管理子系统、预决算管理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文档管理子

系统、质量管理子系统、安全管理子系统。 

ePM系统功能点：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在信息化系统中进行项目进度节点的设置，方便对于整个项

目的把控。 

 对于项目规划的节点，依据完成情况进行进度的录入，随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 

 对于项目关键节点，利用项目节点把关卡进行卡控，保障各个步骤都不遗漏，保

证施工效率，并可查看节点现场施工图，对于项目施工质量进行随时把控。 

 项目施工结束之后，生成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对照表，并以柱状图、曲线图、

甘特图等表现形式进行最终项目时间进度的展示。 

 

 

 

 

 

（项目施工进度规划）    （项目施工进度录入）    （项目施工进度确认） 

 

 

 

 

（项目关键节点把关卡）  （项目现场施工图）     （项目进度计划于实际进度对比图） 

3.3. e 电工施工现场管控 

 运用 e电工平台的工程管理系统，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管理。施工任务派发、站

班会管理、现场工器具管理等功能，在施工现场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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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电工工程管理使项目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可视、可控，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质量

的同时，使项目施工更加安全可靠。 

 

3.4. 施工人员培训能力 

母公司交联（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电力培训中心，系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指定的培训机构，从事高（低）压电工、电力电缆、电气试验、高处（安装、

维护、拆除）作业操作证培训，培训结束经考核取得浙江省安全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特

种作业操作证》。 

培训中心位于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15号，上城科技工业园区内。中心拥有一

支学科结构合理，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教学经验丰富，产业背景深厚的多

元化师资队伍。自 2009年承担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高压及特种类教学培训，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获得培训单位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一流的培训服务，整洁优美的培训环境，是您参加培训的理

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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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培训中心） 

e电工云课堂电工培训——为施工人员者提供海量、优质课件。为电力学习者提

供 8 大分类，27 个电力工种的公开培训类别，实现实时在线交互式、音像式的基础

技能学习和习题考试，让电工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容易、高效，以及基于 e电工平台

的个人业绩的技能认定。 

 

 

e 电工云课堂施工人员职级认定——e 电工云课堂通过不同等级的电工考试，对

施工人员的施工能力进行评定，在通过平台的学习时长、接单数量、综合评价、在线

时长、技能证书认定等综合评份，科学、客观地获得相应等级的电工职称，以此加强

和提升整体施工人员的施工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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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标准 

《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3-2014） 

 

架空线路架线施工产品标准/《%20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2050233-201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