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您使用贵州长征有载分接开关！

在使用您所购置的有载分接开关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产品的

使用说明书。务必注意以下事项：

1.产品收货时应按装箱清单清点验收。对运输损坏情况应保留证

据，以便向责任方索赔，维护您的权益。

2.产品只能用于在定货合同书中指定的变压器上。若要变更产品

用途应事先与我公司咨询相关事宜。

3.产品的安装、投入运行、维护和修理时，应遵守本说明书的操

作规程，并应遵照相关安全性的规定。

本说明书以四种方式强调一些安全须知上的重要事项

当忽视某条要求会造成操作人员人生伤害时，给出“警告”字样。这是对生

命和健康有一定危险的警示，忽视这种警示可能导致严重的或致命的伤害。

当忽视某条要求会导致对设备的损坏时，给出“当心”字样。这是对本装置

或用户的其他设备有一定危险的警示，但不排除有严重的或致命伤害。

任何时候为了强调时都将引入“注意”字样，提示在使用“警告”及“当心”

要求时应瑾慎从事。

提示

这是对某一事项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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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中的照片、图标及数据可能与交货的分接开关有某些差异。

这些图样仅供参考，我们保留更改权利，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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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ZV 有载分接开关为复合式结

构，把切换开关和分接选择器的功能

复合在一起，组成选择开关，既承担

分接头的选择又承担负载电流的切

换，成整体插入式结构。分接开关借

助开关头安装于变压器箱盖上。

ZV 有载分接开关技术性能符合

GB/T10230.1 《分接开关 第 1部分：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要求。符合

IEC60214.1《分接开关 第 1 部分：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要求。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下列所有

规格的分接开关。

三相分接开关：

ZVIII350Y，ZVIII500Y
ZVIII350D，ZVIII500D
单相分接开关：

ZVI350，ZVI700

1.1产品型号说明

注：

①开关联结方式：D为 D联结，Y 为 Y

联结

②基本接线图说明如下：

10 19 3 W

10------分接选择器每相圆周触头数

19------最大工作位置数

3 ------中间位置数：有 0、1、3 三种，0
表示线性调

W-------转换类别：W正反调、G粗细调

1.2使用环境条件

1.2.1 油的温度不高于+100℃，

不低于-25℃。

1.2.2 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

+40℃，不低于-25℃。

1.2.3 安装平面与垂直平面的倾

斜度不超过 2%。

1.2.4 安装场所无严重尘埃及其

它爆炸性和腐蚀性气体。

1.3基本参数

1.3.1 有载分接开关主要参数见

附录 1、附录 3。

1.3.2 触头各单触点的接触电阻

不大于 500μΩ。

1.3.3 有载分接开关在 1.2 倍最

大额定通过电流下，各长期载流触头

本有载分接开关只能用于在分

接开关订货规范书中指定的变压器

上。

有载分接开关的安装，电气接

线和投入运行必须有合格的熟练的

人员按照本说明书进行。

事先未经我公司咨询不许擅自

更改和改造开关装置。

在有载分接开关的安装，电气

接线和投入运行过程中，不按本使

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作业可能使电

动机构，分接开关和变压器在运行

中产生故障甚至导致人身事故和设

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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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导电部件对油的温升不超过 20K。

2.产品结构

本产品是复合式有载分接开关，

它由选择开关本体和选择开关油室

组成。

2.1选择开关本体

选择开关由储能机构、操作轴、

切换组件(触头系统)、过渡电阻组成。

见图 1所示。

ZVIII500开关 ZVIII350开关

图 1
2.1.1储能机构

选择开关动作由储能机构来实

现。储能机构采用过死点释放原理。

它由储能拉簧、释放曲柄、180°
空闲联轴器、带位置指示盘的棘轮、

选择开关槽轮、槽轮拨槽件、转换选

择器操作曲柄、圆形基板等组成。见

图 2。
储能拉簧一头连在法兰上，一头

与释放曲柄相连，释放曲柄与槽轮拨

槽件由同一根轴相连接，180°空闲

联轴器转动推动释放曲柄，使储能弹

簧拉仲过死点释放，槽轮拨槽件拨动

选择开关槽轮转过一个槽，完成一次

切换动作。180°空闲联轴器在转动

至过死点之前，它的滚轮嵌人棘轮的

槽，使棘轮转过一个槽，位置指示盘

挡位指示变换一次。转换选择器的动

作由转换选择器凸轮和转换选择器

操作曲柄来完成。

图 2

2.1.2操作轴

选择开关操作轴是直径为φ130
的绝缘管(Y接开关下段为钢管)，它

的上端装有一个三爪联轴器，与储能

机构的槽轮相联接，下端装一轴承

座，安放在油室底部轴承中心上。管

内装有均压罩，中心装有抽油管，使

操作轴固定在轴承中心上。

转换选择器和选择开关切换组

件分别装在操作轴上，操作轴既是传

动轴，带动转换选择器和选择开关切

换组件动作，又是开关主绝缘，承受

开关对地的绝缘。

2.1.3切换组件（触头系统)
切换组件，由转换选择器动触头

系统和选择开关动触头系统组成。

转换选择器动触头系统由三块绝缘

弧形板和双开口夹片式动触头组成，

均匀地定位在操作轴上部，它只在需

要极性变换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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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关动触头系统每一相由

一只输出触头、一只主触头、一只主

通断触头、二只过渡触头组成。过渡

触头为铜钨合金制成，以提高触头寿

命。触头均为滚转式。在切换过程中，

触头绕着操作轴中心公转的同时，触

头自转。为双电阻过渡滚柱式切换方

式((500A为二只输出触头，二只主触

头)。
输出触头与导流环长期接触，输

出触头和主触头是选择开关长期通

电的载流导体，主通断触头和过渡触

头只在选择开关切换过程中起作用。

2.1.4过渡电阻

过渡电阻利用电阻管和绝缘骨

架固定在操作轴上，并与过渡触头相

连，随操作轴一起转动，其散热性能

好、热效应低。

过渡电阻采用耐高温镍铬合金

材料，经合理的计算和选用，过渡电

阻能够正确的完成切换过程中的限

流和桥接作用。过渡电阻在正常的使

用情况下，不需要更换和检修。

2.2选择开关油室

选择开关油室由分接开关头、绝

缘筒、筒底组成。

2.2.1分接开关头

分接开关头部法兰、头盖、头部

齿轮传动装置、分接位置观察窗、溢

油螺钉、爆破盖等组成。见图 3

图 3

分接开关头部法兰上有四个连接

法兰，其中三个带有弯管。弯管 R通

过气体继电器与储油柜相连。弯管 S
与开关内抽油管相连，抽油管一直伸

入油室底部，用来吸油。Q用来滤油。

使滤过的油送回开关油室，E2 作为

变压器溢油排气用。

分接开关头盖上有一爆破盖，是

直径为φ204的圆形凸台，头盖上还

有连接水平传动轴的圆锥齿轮传动

装置、分接变换指示观察窗、溢油排

气螺钉。头盖采用0型密封圈来密封。

头部齿轮可按安装位置转动

2.2.2绝缘筒

绝缘筒是一个玻璃纤维筒，其上

端与头部法兰相连，下端与筒底相

连，绝缘筒与头部法兰用铆钉联成一

体，绝缘筒与筒底用 4只吊攀螺钉连

接，上下均采用 0型密封圈密封

绝缘筒上装有转换选择器静触

头和选择开关静触头，导流环及接线

头、触头等与绝缘筒之间的密封，均

采用 0型密封圈。

2.2.3筒底

筒底由塑料压制而成，其上有 4
只均布的耳攀，用来与绝缘筒连接，

筒底中心有一衬套嵌件，既作为操作

轴底部轴承座的固定支撑，又是抽油

管插入的定心孔。衬套下部装一放油

螺钉，拧松螺钉，油即泄出。放油螺

钉与筒底之间用密封圈密封。

2.3 电动机构及其控制器，其它配套

组件

2.3.1 电动机构及其控制器

电动机构详细内容请阅读附

件中相应电动机构的使用说明书。

2.3.2 其它配件

ZV 有载分接开关与电动机构的

连接是通过圆锥齿轮箱和水平、垂直

传动轴（详见附录 12，附录 13）来



- 4 -

连接的。

3.收货须知

有载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经出厂

试验后，整定在规定的工作位置。然

后采取防潮保护包装。

产品收货时应按装箱清单验收；

如果发现有运输损坏，应拍下包装箱

和被包装货物损坏的照片保留证据，

以便向责任方索赔，维护您的权益。

将有载分接开关存放在空气畅

通、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温度不高

于＋ 40℃，不低于-25℃的仓库中，

存放环境不得有腐蚀气体，且不得受

雨雪侵袭。

有载分接开关存于不透气的包

封内，临到安装时才打开。

4.安装

4.1分接开关在箱盖式油箱中的安装

（图 4）

4.1.1安装法兰

开关头在变压器箱盖上安装必

须有一个安装法兰。安装法兰的结构

应按开关头的密封面设计（附录 5）
为使螺杆（M12）位置准确，推

荐使用钻孔样板（附录 6）

4.1.2 开关头在变压器箱盖上的安装

分接开关从变压器箱盖开孔（安

装法兰）落入，借用螺杆将开关头固

定于安装法兰上。

步骤如下：

1. 将分接开关置于水平台面。

2. 擦净开关头和安装法兰密封

面。

3. 在安装法兰上铺放耐油密封

垫。

4. 从开关头处吊起分接开关，谨

慎地落入安装法兰的开孔。

5. 注意不要碰坏接线端子。

6. 检查分接开关所安放的位置

是否正确。

7. 将开关头紧固在安装法兰上。

图 4

4.2有载分接开关在钟罩式油箱中的

安装

有载分接开关安装与钟罩式油

箱时，分接开关需要先安装在一个支

架上。

为此，分接开关在油室上增加了

一个支撑法兰。

首先，把分接开关吊起放到支架

上并与调压绕组接线。此时，分接开

关在支架上的安放要牢固且不能移

动。

支撑法兰上有孔，从而无需其他

措施就可将它临时固定在支架上。同

在对有载分接开关、电动机构和

各种组件进行作业时，这些组件一定

要固定牢靠。

否则可能有翻倒的危险，造成严

重伤害，甚至会发生人身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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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方便在支架和支撑法兰之间放

入临时垫块和在钟罩箱盖扣合前撤

除垫块。

钟罩箱盖扣合后，用水平吊板(附
录 9)向上提起分接开关，把分接开关

和开关头部两者都装到箱盖上。

对于分接开关头在钟罩箱盖上

的固定，仍建议使用第 4.1节所述的

安装法兰。

4.2.1 有载分接开关在变压器身上的

安装

将分接开关吊到支架上。一定要

使分接开关处于准确的安装位置并

将其可靠紧固。

利用在支架和支撑法兰间插入

间距垫块的方法，使分接开关处于在

钟罩箱盖扣合后预计的最终位置，如

此就可以准确的确定到分接开关的

引线长度。

调压绕组和分接开关引出端子

的接线，按第 4.3节的说明进行。

4.2.2 准备

扣合钟罩箱盖前要先拆下分接

开关的开关头。

要拆卸开关头必须先拆下储能

机构。先将有载分接开关调到整定位

置。整定位置标志在随有载分接开关

提供的接线图上

4.2.3 拆卸开关头盖板（图 5）

松开盖板上20个M10×35螺栓。

取下开关头盖，留心盖板的密封

圈（图 6）。

图 5

图 6

接好的引线绝不可在分接开关

上产生任何牵拉力。其次，分接引

线的配置应留有足够的余地，以便

钟罩箱盖扣合后分接开关能提到最

终位置。

一 分接开关吊挂在支架上必须准

确垂直。

二 分接开关的安装要做到在钟罩

箱盖扣合后，把开关提到最终位置

的提升高度必须不大于 5-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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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2.4 拆下储能机构

储能机构支撑板使用 5个M8螺
栓固定在开关头上（图 7）。记下齿轮

机构标记的位置。

松开吸油管处的管螺母（38号扳

手），并将弯管移到一边

松开储能机构的弹簧，拔出 2个
8×32弹性圆柱销

松开支撑板上 5个M8×40螺钉

（图 8）
向上拔出储能机构（图 9）
记住中心定位支撑杆的位置以

便复装（红色三角标志）（图 10）

保存好所有拆卸件以备复装。

图 8

图 9

图 10

要随时避免任何部件落入开关

油室。否则有卡住开关和损坏开关

和变压器的危险。

因此，拆卸和复装时一些小零

件的数量一定要齐全，务必清点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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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2.5 从分接开关油室内吊出开关芯

子

用起吊工具(附录 8)撬起抽油管，

用手取出抽油管（图 11）

用3只M10×25螺钉将起吊工具

联结在分接开关芯子上部的轴承座

上,如果选择开关芯子带有转换选择

器,则起吊工具的爪钩要放入转换选

择器轴承座的凹槽中（图 12）

旋转起吊工具,让转换选择器和

选择开关芯子触头系统处于与油室

静触头不接触的空位置（图 13）

向上小心慢慢吊出选择开关芯

子（图 14）

42.6 从分接开关上拆下开关头

松开开关头与支撑法兰连接的 9
个M8×30圆柱头内六角螺栓及垫圈

保管好拆卸件以利复装。

从支撑法兰上吊起开关头，注意

支撑法兰的密封圈（图 15）

图 12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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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扣合钟罩箱盖

1. 扣合钟罩箱盖前，擦净支撑法

兰的密封面。拆除间距垫块。

2. 把钟罩箱盖吊到变压器身上

方，扣合钟罩箱盖。

3. 安装开关前，擦净密封面。在

安装法兰上铺放耐油密封垫。

按最终高度的不同，在开关头和

支撑法兰之间要留有 5到 15mm间隙.
借助两个定位销（图 15）可以保证开

关头在油室支撑法兰上的装配位置

准确。将开关头紧固于安装法兰上。

4. 将水平吊板放到开关支撑法

兰下（图 16）。向上轻轻吊起分接开

关以便油室的螺栓（9个M8螺栓及

垫圈）都能拧入。均匀拧紧这些螺栓

4.2.8 复装选择开关芯子和齿轮机构

选择开关芯子和齿轮机构的复

装按拆装的相反顺序进行。

4.2.9盖上开关头盖板

安装开关头盖板：

盖上开关头盖板前，先检查密封

圈。均匀拧紧 20个M10×35螺栓（带

垫圈）

图 15

图 16

4.3调压绕组和分接开关引出线的连

接

调压绕组和分接开关引出线的

接线必须按照接线原理图进行联结。

如果引线跨过油室表面，引线和

油室表面之间必须留出至少 50mm
的间距。

所有接线端子都标有和接线图

上的标号一致的代号。接线端子有孔

便于引线的接线片接于一侧上。接线

端子的孔径为：

转换选择器的接线端子（图 17）：
孔径 11mm，用M10螺栓连接。

选择开关 350A（图 18）、500A
（图 19）和单相 700A的接线端子：

孔径 11mm，用M10螺栓连接。

350Y,500Y有载分接开关的中性

点连线已在开关出厂由供方联结好

（图 20）：

通过开关头盖板上的观察窗

检查是否位于整定位置

接到分接开关的所有引线都应

连接可靠、牢固，分接引线的装配应

做到，每根分接引线都不会对分接开

关产生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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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4.4 变压比试验

建议变压器进行干燥前先作变

压比测量。

转动开关头中的驱动轴可以用

一个内径φ25的短管，带一个直径φ

12 的联轴销连结在开关头中的驱动

轴处，短管另一端可以带曲手柄。

对于 ZD电动机构，则转 33圈，

分接开关进行一次切换操作。

分接开关未注油前要尽量减少

分接开关操作次数。

分接开关的终端位置决不可超

越，终端位置在接线图中可以查到。

为此必须从开关头视察窗看已到达

的工作位置 (图 21)。

变压器变压比试验后，分接开关

必须调回整定位置。

4.5 干燥和注油

4.5.1 干燥

必须按下述说明进行最低限度

的干燥处理。这是保证分接开关绝缘

性能的前提条件。

4.5.1.1真空干燥

（1）烘房干燥

在烘房干燥时，必须拆下开关头

的盖板。

升温：分接开关在正常气压的空

气中，每小时升温 20℃直到最终温度

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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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预干燥：分接开关在最高温度

110℃的循环热风中持续干燥 10 小

时。

真空干燥：分接开关在最高温度

110℃下，其干燥时间和变压器的干

燥时间相同。

（2）在变压器油箱中干燥

如果变压器在自身油箱中干燥，

由于整个干燥过程中开关头的盖板

一直要密封，所以开关内部必须用连

管接上真空。

分接开关头盖板可以承受住真

空。

为保证开关油室内部和开关芯

子得到充分干燥，必须在变压器油箱

和开关头上通向油室的管接头之间

接上旁通管（附件）。

旁通管接在开关头上管接头 E2
和弯管 R之间。（图 22）

干燥处理的程序、温度、压力、

和持续时间按上节之说明。

图 22

4.5.1.2气相干燥程序

开始干燥前一定要先打开油室

底的放油螺钉(图 23)，以便从油室放

出冷凝液，干燥处理后一定要将其重

新紧固。

图 23

（1）在烘房内的气相干燥

在烘房干燥时，必须取下开关头

盖板。

升温：通入 90℃左右的煤油蒸

汽，在这个温度上保持 3到 4个小时。

干燥：以每小时 10℃升高气相温

度直到规定的最终温度，即开关的干

燥最大温度 125℃。

干燥时间通常与变压器的干燥

时间相同。

干燥处理完后一定要把放油螺

钉紧固。

（2）在变压器油箱中的气相干燥

变压器在自身油箱中气相干燥

时，分接开关头盖板在整个干燥过程

中，保持密闭。

干燥处理后放油螺钉一定要

紧固，以保证开关油室的油不可

能流入变压器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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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注油

盖上分接开关头盖板。拧紧全部

20个M10盖板螺栓。

分接开关和变压器均应同时在

真空下注入新油。分接开关注油使用

开关头上的管接头 S或 Q，分接开关

抽真空时，要在管接头 E2和 R之间

接上旁通管，使油室和变压器同时抽

真空。

4.6 其它有载分接开关部件安装

4.6.1 连接管的安装

分接开关头上备有三个用途不

同的管接头。松开压圈，这些管接头

都可以转动（图 24）。

图 24

（1）气体继电器管接头 R：
继电器应安装在开关头部与油

枕之间的连接管路中，并尽可能地靠

近开关头部，通常直接连结在弯管 R
的法兰上，并要保持继电器处于水平

位置。

在安装时，继电器上的箭头标志

应指向油枕。

连接管道应向油枕方向抬高至

少 2%
弯管 R 和弯管 Q 位置可以根据

需要互换。

（2）吸油管接头 S：
吸油管接头 S是选择开关检修或

换油时从选择开关油室吸油之用。因

此，在变压器油箱一侧必须安装一根

比选择开关油室底部水平低的管子，

上端连结在吸油法兰上，下端备有一

放油阀门。

此吸油管也可以用作滤油机的

给油管。

（3）注油管接头 Q：
这个管接头用于连接滤油机的

回油管，如果没有滤油机，就用一个

盖板封上管接头。

（4）连接法兰 E2：
这个法兰是用盖板封住的。这个

法兰孔从开关头底下直通变压器油

箱。

4.6.2 电动机构的安装

电动机构具体安装见我公司相

应电动机构使用说明书。

干燥后开关油室未注油不可

操动分接开关，否则将损坏轴承

和密封垫。

分接开关油室及其储油柜的注

油必须使用符合 GB2536 标准要求

的变压器油，使用其它的油会危及

电动机构的出厂编号必须与分

接开关相符。

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必须在相

同的整定工作位置。此位置表示在

随开关提供的分接开关接线图中。

电动机构在变压器油箱侧壁垂

直安装，不得歪斜，并能防止变压

器过度震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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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圆锥齿轮传动箱的安装

圆锥齿轮传动箱用2个M16螺栓

固定在变压器箱盖的支架上（附录

11）。

图 25

4.6.4 传动轴的安装

传动轴是电动机构和开关头之

间的机械连接,通过圆锥齿轮传动箱

将垂直方向的传动转换为水平方向

的传动。

水平传动轴的安装：

松开分接开关头盖板上齿轮盒

的压圈(6 只 M8 螺钉)，使齿轮盒上

的水平轴对准圆锥齿轮传动箱水平

轴。

按圆锥齿轮传动箱和分接开关

上齿轮传动装置两轴之间尺寸，找出

水平传动轴的实际长度，将方型管加

工到符合要求的尺寸，并去掉毛刺，

考虑热胀冷缩，其水平传动轴两端联

结处留有一定间隙(总间隙约 3mm)。

装入水平传动轴，调整好开关头

部上齿轮装置，紧固压圈。

装好水平传动轴后按两连结法

兰上间隙尺寸，截去防雨罩多余尺

寸，并在防雨罩放置后用卡箍夹紧。

垂直传动轴的安装：

按圆锥齿轮传动箱和电动机构

垂直轴之间的尺寸，找出垂直传动轴

方型管实际尺寸，将方管加工到符合

尺寸要求，并去掉毛刺，考虑热胀冷

缩，其垂直传动轴联结应留有一定间

隙〔总间隙约 3mm) 。

安装垂直传动轴，靠近电动机构

的联结销钉待电动机构联结校验后，

方能安装固定。

垂直传动轴长度超过 2米时，为

防止晃动应带中间轴承。

安装传动轴时一定要使将要联

轴的轴端准确处在一条直线上。

4.6.5 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联结效验

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联结校验，

是为了最后调整分接开关和电动机

构之间的传动不同步，使其尽可能同

步。

圆锥齿轮传动箱要与分接开关

配套。打印的出厂序号必须一致。

圆锥齿轮传动箱的水平传动轴

必须和开关头部齿轮盒的轴端在一

条直线上。

拆下头部齿轮盒的压板，并松

开齿轮盒的压圈后，头部齿轮盒便

可以自由转动。

头部齿轮盒的位置调准后必须

紧固压圈(6 颗 M8 螺栓,最大扭矩

15Nm),盖上齿轮盒压板，用琐片翻

起 90 度锁死螺栓;对头部齿轮盒没

有进行调整的也需把琐片翻起 90

度锁死螺栓(图 25)。

特殊设计的伞齿轮和及其垂直

或水平传动轴的中间轴承的安装可

比照上述说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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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动机构及分接开关的整

定工作位置。

用手柄向 1→N方向摇，从选择

开关动作(听到切换响声)到继续旋转

手柄至电动机构分接变换指示轮绿

色区域中红色中心标记出现在观察

孔的中心,记下手柄转动圈数，

反方向 N→1摇动手柄，按上述

方法记录圈数。

若正反方向旋转圈数之差小于

3.75圈，说明联接无误，若正反方向

旋转之差大于 3.75圈，则需要进行旋

转圈数的调整。松开垂直传动轴，然

后用手柄向圈数多的方向摇动约

3.75 圈，然后把垂直传动轴再联起

来。

按上述方法进行调整直至正反

圈数小于 3.75圈。

4.7分接开关在变压器制造厂的试运

行

4.7.1 机械运转试验

变压器通电前，必须进行一些机械

运转试验操作以检查开关和电动机构的

机械性能。

在机械运转试验中，分接开关必

须进行完整的操作循环。

检查在每个操作位置上电动机

构和分接开关（开关头）的位置指示

牌是否都显示相同位置。

在两个极限位置上检查电气与

机械的终端限位功能。

4.7.2 最终注油

开关油枕与变压器油枕的油面

高度应基本相等

经储油柜将分接开关注满变压

器油并在管路中下述部位放气：

给开关头放气：卸下盖板上M16
螺丝盖帽。用螺丝刀拧开M6排气溢

油螺钉（图 26）

给吸油管(S)放气：卸下吸油弯管

上M16螺丝盖帽。用螺丝刀拧开M6
排气溢油螺钉（图 27）。

4.7.3 接地

将分接开关的接地螺钉(M12，最
大力矩 60N.M)接到变压器箱盖上

（图 28），电动机构的接地螺钉((M12,
最大力矩 60N.M)接到变压器箱盖

上。

4.7.4 变压器的电气试验

上述操作完成之后即可进行变

压器验收所需的电气试验。

4.7.5 分接开关的整定工作位置

所有试验结束后，应将分接开关

和电动机构旋转到交货时的整定工

作位置。

放气一定要彻底，直到排气溢

油螺钉溢出变压器油,才能旋紧螺

钉,否则会显著减弱分接开关对地

的绝缘能力。

干燥后没有油润滑切不可以操

动分接开关。否则将会损坏轴承和

密封垫。

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的耦合位

置必须相同，否则将导致分接开关

和电动机构发生严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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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图 27

图 28

4.8变压器连同分接开关运送使用单

位

如果变压器到安装工地是拆下

电动机构运输，则应将电动机构置于

整定位置再拆卸联轴。

电动机构的复装应按第 4.6.2 和

4.6.4节说明进行。

对于不带油枕的情况下，2 到 4
周的短期贮存，分接开关的油应放出

5升左右，使油面降低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变压器的油全部放出，分接

开关的油亦应全部放出。

但是，分接开关油室内部必须具

有与变压器本体相同方式的保护。

如果打算较长时间贮存，电动机

构的加热器接上电源并投入运行。

4.9 在运行现场投入运行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必须按 4.7.1
节进行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的操作

试验。同时检查保护继电器的功能。

气体继电器必须接到断路器的

跳闸回路上,在气体继电器受到激励

时,能马上将变压器从线路上切除,通
过按气体继电器上“变压器断开”试

验按钮来检验气体继电器的功能

分接开关未联轴时不准操动

电动机构

如果变压器是注满油但不带

油枕贮存与运输，则切换开关油

室内部和变压器油箱之间一定要

装上旁通管，以补偿油膨胀产生

的静压。该旁通管安装在开关头

的管接头 E2 和 Q 之间。

检查油枕和分接开关头之间

的所有截止阀是否都是打开的。

变压器在工作地点安装及投

入使用之前，应拆除旁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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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压器合闸后即可进行负载

下的分接变换操作。然后，切换产生

的气体将积聚在开关头盖板下面会

排除少许油或经油枕逸出。

5.运行监视

分接开关的电动机构的运行监

视仅限于对开关头，保护继电器和电

动机构作非经常性的外观检查。

要特别注意的是：

开关头，保护继电器和各接头的

密封是否有漏油；

电动机构箱的密封是否良好；

电动机构中电加热器的功能是

否正常；

电动机构中各控制电器的外观

状态。

如果分接开关或电动机构出现

严重故障，而在运行现场又不容易修

理，或者保护继电器发生动作，这时

请与变压器制造厂联系，或者直接与

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6.保修

从安装使用之日起 12个月内或

制造厂发货给用户之日起 18 个月

内，若产品因制造质量问题不能工

作，制造厂给予免费修理，如果分接

开关或电动机构等开关配套部件在

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故障，而在运

行现场又不容易修理，或者保护继电

器发生了动作，这时请与我公司商务

部或技术服务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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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修维护

重要说明：有载分接开关必须定期检修，以保持高度的运行可靠性。

建议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应对分接开关进行检修。原则上是由本公司的

售后服务部门进行检修,这样可以保证检修的专业性包括对特定部件进行更新。

如果检修不是由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进行的，一定要保证从事维修的人员接受

过我公司的培训或者具有承担维修的合格的资格。对于不是由我公司售后服务

部门进行的维修，请寄送一份合适的检修报告以便我公司更新维修记录。如果

需要检修备件，请说明出厂序号(见有载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铭牌)和己进行的

操作次数。

6.1 下表 1 所列作为判定检修周期的分接开关操作次数，是基于使用常规油质

的经验数据。即使未达到表 1的操作次数，但运行 6-7年后也必须进行检修

表 1 推荐的检修次数

有载分接开关
变压器

额定电流

分接开关操作次数

不用滤油机 使用滤油机

ZVIII350Y/D 、

ZVI350、ZVI700
200A以下 100000 150000

350A以下 70000 140000

ZVIII500Y/D
350A以下 70000 140000

500A以下 50000 100000
该有载分接开关第 1次检修应在投入运行两年或 20000次（以先到为准）后进

行。

6.2 如分接开关每年操作次数超过 15000次，建议增配滤油机。如果开关未使

用我公司滤油机，后期检修周期不宜超过 4年，如果开关使用我公司滤油机，

后期检修周期不宜超过 7年，后期检修年限与表 1次数以先到为准。

6.3 建议有载分接开关应定期检查。

6.5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中油质要求标准数值如表 2：

表 2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中油质要求

调压方式 含水量 介电强度

中性点调压 ＜40ppm ＞30kV/2.5mm
除中性点调压以外 ＜30ppm ＞40kV/2.5mm

无视检修周期将会给分接开关和变压器的无故障运行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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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录

附录 1 分接开关技术参数

附录 2 分接开关安装尺寸

附录 3 分接开关绝缘水平

附录 4 分接开关基本接线图

附录 5 安装法兰

附录 6 钻孔样板

附录 7 钟罩式法兰安装图

附录 8 开关芯子起吊工具

附录 9 水平吊板

附录 10 带转换选择器开关整定图

附录 11 线性调开关整定图

附录 12 CX10 圆锥齿轮传动箱外形和安装尺寸图

附录 13 水平、垂直传动轴安装示意图

附录 14 气体继电器的外形及安装尺寸

附录 15 旁通管结构图

附录 16 分接开关头部法兰安装尺寸图

附录 17 接线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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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分接开关的基本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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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分接开关的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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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分接开关绝缘水平

开关内部绝缘按开关的结构分为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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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分接开关基本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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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安装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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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钻孔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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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钟罩式法兰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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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开关芯子起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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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水平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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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带转换选择器开关整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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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线性调开关整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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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CX10 圆锥齿轮传动箱外形和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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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 水平、垂直传动轴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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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 气体继电器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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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5 旁通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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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 分接开关头部法兰安装尺寸图

注意：弯管 R与弯管 Q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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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弯管 R与弯管 Q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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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7 分接开关头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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