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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135 

遥控型电缆安全刺扎器 

一、概述 

ZL2135 遥控型电缆安全刺扎器是我公司在总结国内外多家电缆安全刺

扎器的基础上推出的新一代电缆安全刺扎工具，它具有双枪双角度刺扎被测

电缆，功能可遥控、线控自动定时两种控制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电缆刺扎的

安全性、及可靠性。实现了一次刺扎两个角度同时完成，是电缆施工、维护

工作者的必备工具。  

多年以来，电力电缆运行与维护部门对电力电缆刺扎，均按照行业标准

DL409-91 第 234 条要求，采用人工试扎待锯电缆，一旦电缆识别出错，误

刺扎带电运行电缆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ZL2135 电缆安全刺扎器是 ZL2134 电缆识别仪的配套产品，在对多条

电缆识别后针对某条电缆开锯前的安全遥控刺扎设备，它采用了非接触式控

制（遥控、线控自动定时）模式，彻底解决了人工刺扎电缆的人身安全问题。  

ZL2135 电缆安全刺扎器分为射击器和控制器两大部分：射击器前端及

后端两部分由螺母 3 连接而成一体，通过 U 型卡具与电缆牢靠固定。其结构

合理轻巧，安装固定极为方便，可任意角度安装。       

控制器采用先进的数字控制及电子检测电路，将真人语音与液晶显示控

制与一体，实现了人机对话。整机面板设计清晰醒目、操作简单方便。电缆

安全刺扎器采用遥控、线控定时两种模式，工作发射时人不直接接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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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身安全。采用电池供电，刺扎器与电力系统彻底隔离，确保供电安全。 

二、功能特点及技术指标 

   1．功能特点 

（1）适合刺扎各类电力电缆，刺扎安全可靠； 

（2）采用双枪双角度刺扎，一次操作可完成两次不同角度刺扎，保证

操作人员的安全，方便、快捷。 

（3）遥控/线控定时两种工作模式。 

（4）采用双键(B、C 键同时按下)确认进入工作模式，杜绝单键误按，

提高了遥控器的准确安全性，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5）采用真人语音提示与液晶显示功能，在提示下操作，使用更安全、

准确、直观。 

（6）机械、电子多重保护设计，安全可靠。 

（7）专为刺扎电缆而设计，外形美观，直接固定在电缆上，安全方便，

任意角度安装。 

（8）电源采用电池，适合野外无电源使用，同时保证刺扎器与电力（9）

系统的彻底隔离，保证供电安全。 

（10）便携式结构设计，外形美观 

2.技术指标 

（1）遥控距离：无线遥控≤20 米  

               有线遥控≤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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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电缆：≤￠125mm 的各种高压电缆。 

（3）工作电源：控制器为电池供电  

遥控器电池为 23A/12V 车辆防盗器电池。 

（4）使用环境：温度-10c°~ 50 c° 湿度 RH<95% 

（5）重量：约 15kg(含铝合金箱及全套附件)。 

（6）外形尺寸：490×290×200mm³（含铝合金箱及全套附件）。 

三、结构示意及保养 

1.电缆安全刺扎器面板介绍： 

 

（1）.刺扎器信号输出。 

（2）.开关：仪器电源开关。 

（3）.键盘：遥控、线控、启动、复位。开机后，在菜单提示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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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遥控、另一种是线控。按遥控按键后，仪器提示“准

备就绪，请使用遥控器”，（真人语音开始提示）此时按动遥控器上的B、

C俩键即可完成Ⅰ路刺扎，显示屏上提示“第Ⅰ路刺扎完毕，请再按遥控器”。

当再次按下遥控器B、C键后，可完成Ⅱ路刺扎，此时显示屏上提示“第Ⅱ

路刺扎完毕”“两路刺扎完成，谢谢使用”。按线控按键后，仪器提示“准

备就绪，请按启动按键”，按启动按键后，显示屏上提示“十秒后第Ⅰ路输

出”仪器自动倒计时 10 秒（真人语音提示两遍）后刺扎Ⅰ路完成，紧接着

显示屏上提示“十秒后第Ⅱ路输出”，Ⅱ路刺扎完成后，屏幕上显示“两路

刺扎完成，谢谢使用”。在任何状态下，按动复位按键，均可回到工作选择

菜单项。 

（4）电池盒：内置标准电池。 

（5）工作状态指示灯：当仪器电源不足时，欠压灯亮。请及时更换同规

格的电池。开机后，在选择遥控模式后（或选择线控模式并按动启动按键后），

这时面板上的等待指示灯亮，提示仪器已准备就绪，可以刺扎。当按动遥控

器后（或线控操作成功的同时），刺扎灯亮，等待灯熄灭。刺扎完毕后刺扎

灯也自动熄灭。 

（6）液晶屏：人机对话的主要窗口。 

 

2.刺扎器射击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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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刺扎器射击器整体图 

 （1．锁紧螺母   2.前枪管   3.连接螺母   4.枪膛   5.枪栓力度调节螺

母     6.枪栓拉环     7.枪栓     8.Q9 控制插座    9.弹夹   10.后

枪管  11.连接套 ） 

  部分功能说明： 

① 用来将射击器与固定板锁紧固牢；②用来存放射钉；③用于枪管和

枪膛的分合；⑧与控制器连接。⑨安放射钉弹；⑩用来固定活塞杆； 

      

②射击器前端              ③射击器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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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射击器前端（弹夹）                 ⑤射击器装射钉 

     

⑥射击器与卡具连接           ⑦射击器与电缆连接左右对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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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时松开连接螺母 3，将射击器前端和后端分开，然后再将前枪管

和后枪管分开，用专用毛刷清理后，再用棉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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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后将活塞杆复位于后枪管中，

并把后枪管连接好，退出弹壳，将枪管和枪膛连接成一体保存（注：如

发现活塞杆缺油，可用棉纱涂少许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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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试扎实验 

空试验（不装弹与钉） 

     空试扎只是为了验证枪膛 4 是否动作，坚决不能与枪管连接，此步

骤可在固定射钉器前验证，同时熟练一次控制器的操作，如果两个射钉

器都要使用，都应该先做一次空试扎。 

           将枪膛 4 与后枪管 10 连接螺母 3 分开用 Q9 专用导线将射击器序

号 8 插座与控制箱输出口相连。然后把枪栓拉环向外拉到自锁位。 

        若选择遥控模式，按遥控按键后，语音提示请工作人员离开现场，

由一个人操作遥控器并同时按下B、C俩键进行空试扎实验，（这时由

于不连接枪管，只是试枪膛内击针是否动作，对人没有危险，不需要远

离现场）如听到膛内弹簧动作，枪栓拉环已回到原始位置，显示屏上提

示“第Ⅰ路刺扎完毕，请再按遥控器”。当再次按下遥控器B、C键后，

如听到膛内弹簧动作，枪栓拉环已回到原始位置，此时显示屏上提示“第

Ⅱ路刺扎完毕”“两路刺扎完成，谢谢使用”。即完成了两路刺扎，证

明装置正常。 

     若选择线控模式，按线控按键后，在菜单提示下，继续按启动按键

后，显示屏上提示“十秒后第Ⅰ路输出”仪器自动倒计时 10 秒（真人

语音提示两遍），如听到膛内弹簧动作，即刺扎Ⅰ路完成，紧接着显

示屏上提示“十秒后第Ⅱ路输出”，如听到膛内弹簧动作即Ⅱ路刺扎

完成后，屏幕上显示“两路刺扎完成，谢谢使用”，证明装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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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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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卡电缆：将 U 型卡具固定在待扎电缆上，在固定板与电缆之间垫一块

小于 1mm 厚度的铁皮，用左右两蝶形螺母

将电缆与 U 型卡具锁紧。第二把枪的卡槽

应与第一把枪的卡槽偏转 25~40°，以保证

刺扎的可靠

2.固定枪管：用配备的通杆将射钉从连接套口顶入枪管底部（如下图）

然后将装好射钉的射击器前端装入 U 型卡固定板丝孔内，用锁紧螺母 1 锁固

枪管。 

               

3.将子弹装入弹仓内（如下图），然后用连接螺母 3 将射击器前端和后

端两部分连接。 

将射击器后端拉环向外拉开至自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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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所配接地钎可靠接地（或直接打入地内），用接地线与接地片相连。

*接地片放于电缆与枪口之间*（射钉穿过接地片时，达到良好接地）。 

5.用仪器配备的 Q9 专用连接线将射击器与刺扎器控制器连接。 

 

6.刺扎器操作说明 

  做好上述几条款后，操作者应： 

 ①、打开控制器电源开关。 

②、开机后，显示欢迎画面然后进入工作选择，如果选择遥控工作，按

动面板上的遥控按键后，液晶屏显示“准备就绪，请使用遥控器”，真人

语音开始提示操作人员注意安全。这时远离装置≧10 米，同时按下所配

遥控器的两个键（B键和C键）则控制器会接受遥控指令自动刺扎，刺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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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时“刺扎”灯闪亮，如“刺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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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扎完成。完成后控制器显示“刺扎完成，

谢谢使用”，此时关闭电源。 

    如果选择线控工作，请按动面板上的线控按键，在菜单提示下，再

按动启动键后，操作人员应离开现场到安全位置，倒计时 10 秒后，射击

器自动刺扎，此时刺扎灯亮，刺扎完成后，刺扎灯灭。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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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用配备的通条将钉管中的活塞杆重新顶入枪管底部，旋开射击器前

端，按压装弹夹，将弹壳退出镗外，对装置进行擦拭保养以备再用。 

 

六、使用注意事项 

  1.严格按以上说明进行装置的保养、安装、试扎操作 

  2.若在刺扎过程中，出现枪栓动作但射钉弹没有爆炸现象，请检查 5 是

否拧紧，如松拧紧后再试，如果拧紧后还是不爆炸，请与厂家联系。 

   3.若在刺扎过程中，枪膛内弹簧始终不动作，枪栓不能回到原始位置，

而控制箱操作完成，有可能是长时间放置或保养不善造成。请先将弹仓内钉

弹取出，把枪栓力度调节螺母 5 拧松几圈再进行空实验，直至弹簧动作一次

（枪栓回到原始位置）后将其拧紧，继续进行实验。如一直不动，请与厂家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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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电池电压下降，欠压指示灯亮应及时更换电池，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5.此装置的安全性： 

(1) 电子控制保证即使装置电源打开，误按遥控键（或线控键）后，遥

控器必须同时按下B、C俩键装置才会动作（线控时，必须再次按动面板的启

动按键后，控制器 10 秒后自动输出，在 10 秒内，可以按动面板复位按键，

返回工作选择界面）。在按动遥控器按键前，按复位按键可返回工作选择界

面。 

(2) 在遥控模式下，线控键和启动键不起作用。在线控模式下，遥控器

不起作用。保证了操作人员的安全。 

(3) 若欠压指示灯亮，请及时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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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安装刺扎器时一定要将枪头部分的 U 型卡槽和固定板对齐，防止

刺扎器刺扎时产生的冲击力将 U 型槽损坏。 

(6) 在刺扎器使用过程中，如果实弹刺扎后，一定要用毛刷清理枪膛，

防止下次使用时枪膛里有残余碎末卡住枪针，导致仪器不能正常工作。 

(7) 在仪器使用过程中，仪器只能刺扎电缆，不能刺扎木棒等其它物品。

因为仪器在刺扎时冲击力大，如果刺扎木棒等物品容易损坏仪器。 

 

七、运输、贮存 

    ■运输 

    设备需要运输时，建议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木箱和减震物品，以免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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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途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坏，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设备在运输途中不使用木箱时，不允许堆码排放。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

箱时允许最高堆码层数为二层。 

运输设备途中，仪器面板应朝上。 

    ■贮存 

    设备应放置在干燥无尘、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在没有木箱包装的

情况下，不允许堆码排放。 

设备贮存时，面板应朝上。并在设备的底部垫防潮物品，防止设备受潮。 

八、售后服务 

本产品整机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

公司设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

供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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