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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朋友：

     您好！感谢您独具慧眼选择晨诺电气产品，我谨代表晨诺全体员工向您致谢！

     十余载风雨兼程，心怀电业梦想，晨诺电气依托先进军工城市洛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步一个脚印，穿越征途，奋

力前进，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产业链得到不断完善，企业的生命力和综合竞争力得到不断提升。在晨诺发展历程

中，离不开全国的采购和供应商朋友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晨诺具备了不断

发展壮大、不断锐意进取的决心与勇气！

      当今国家电力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和行业快速变革的时期，全面而迫切地显现出对高品质和高性能电力设备的市场需求，

晨诺将秉承"诚信、责任、奉献、共赢"的经营理念，持续创新与改进产品，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愿为您搭建一个

拓展事业、不断提升商业价值的理想合作平台。我们期待与您携手共同续写新的辉煌！期待与您相聚、共同举杯的一天！更期

待您给予晨诺更大的支持和厚爱！

      谢谢大家！

                                                                                                                                             董事长：

董事长致辞
Chairman 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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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晨诺电气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十三朝古都、丝绸之路起点--洛阳，是国内专业的配网输配电设备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公司始创于2005年，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技术创新和发展，现已成为集技术研发、生产、销售、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现主要产品有户内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真空负荷开关、六氟化硫开关、智能型预付费计量装置、分支箱、

配电箱、智能型外施信号发生装置、故障指示器、智能型环境监测装置、隔离开关、避雷器、熔断器等配网自动化设备，现与

中国西电集团、平高集团、许继电气、森源电气、荣信股份、中国中车、中国中核工业等国内知名电力装备制造企业有着紧密

的战略合作，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为电力，石化，冶金，煤炭，新能源，轨道交通等行业提供安

全、稳定、可靠的配网输配电设备，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好，深受用户好评。 

     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根基，以产品质量为立业之本，以品牌战略为导向，所生产的产品先后均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和国家

级试验机构的检测鉴定，公司质量体系通过IS0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8001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占地30余亩，建筑面积15000多平方米，拥有员工150余人，其中来自国内各大科研院校50余人，

技术人员40余人。公司固定资产8000余万元，拥有大型的激光切割机，数控转塔冲床，剪板机，折弯机，数控机床，卷板

机，铣床等精密加工设备近40余台，并配备有完善的检验检测设备，雷电冲击，局部放电，工频耐压，精密示波器，电能质量

分析仪等，为客户的满意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国内外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被省科技厅授予河南省科技型企业，

市科技局认定为洛阳企业研发中心，河南省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优秀企业等荣誉。

     服务全球电力，尽显节能价值。晨诺电气致力于中国智能化配网输配电系统建设，力求成为专业的配网输配电系统设备服

务商，随时为您提供专业可靠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

企业概况
Brief Introduction

Luoyang chennuo electric Co., Ltd., located in luoyang, which is a famous ancient city with thirteen dynasties history,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of China. It’s a professional high-tech vacuum switches smart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system solution provider.

Founded in 2005, after many yea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hennuo has become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market, e-commerce, services of integrated power device.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s high and low voltage vacuum contactors, vacuum circuit 

breakers, vacuum load break switches, pre-paid smart metering boxes, automatic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devices, box-type substation and 

cable branch boxes. Nowadays, we have cooperated with “Pinggao group”, “Xuji Electric”, “Senyuan Electric”, “Rongxin company”, 

“CRRC”, “China Unclear Industry”and others well-known domestic power equipment manufacture. Meanwhile, established long-term strategy 

with the “State Grid” and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We devoted for the electric power, petrochemical, metallurgy, coal, new energy, rail 

transportation. Also provide safe, stable, reliable power switching equipment, 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first-class service, well praised by customers.

Luoyang chennuo electric Co., Lt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foundation”, “product quality as enterprise confidence”, 

“brand strategy as guide”. All of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national mandatory 3C certification, IS0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1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passed the national quality inspection center for testing. The company occupies more than 20 acres, building area of 15,000 square meters, around 120 

employees. Of which, more than 30 employees from domestic well-know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wn more than 40 technicians. Fixed assets of 50 

million, with large guillotine shears, bending machines,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rolling machine, presses, milling machines and other precision 

processing equipment nearly 20 sets, and equipped with impeccable test equipment. Kindly providing a widely guarantee of customer’s satisfaction, 

highly win the brand recognition in the world.

Service for global power, filling the switch value. Chennuo electric Co., Ltd., is committed to intelligent grid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strive to as most 

professional high and low voltage vacuum switch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system equipment suppliers in China, ready to provide you 

with professional and reliable overall solution to meet your individual requirements .

晨诺电气 高端真空开关智造及

配网自动化设备系统解决服务商!
High quality vacuum switch smart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system solution provider.

/BRIEF INTRODUCTION
企业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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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诺愿景

   引领行业发展，

成为全球真空开关最佳供应商

Leading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become the best vacuum switch suppliers

晨诺使命

   服务全球电力，尽显开关价值       

Global electricity service, switch value

晨诺精神

勇于奉献，勇于承担，

永不放弃，全力以赴。

Dedicated, accountable, 

never give up, go all out.

晨诺文化

   军队+学校+家庭

The army + school + family

晨诺情感

   有情的老板，无情的管理

Sentient beings, 

owner of relentless management

晨诺作风

   快速反应，马上行动

Rapid response, immediate action

晨诺团队

   奉献、感恩、凝聚力、执行力

Dedication, gratitude, 

cohesion and execution

晨诺品质

价 值 观
   诚信 责任 奉献 共赢

Dedication and integrity

win-win integrity responsibility

   认真、快、坚守承诺

Careful、fast、keep the promise

晨诺电气
高端真空开关智造及配网自动化设备系统解决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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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企业概况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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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32-12型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一二次融合柱上成套断路器
High voltage permanent magnet vacuum circuit breaker

●故障录波功能

通过每周波128点的采样并完整的记录故障前4个周波和故障后8个周波的各通道波形以及开关位置等遥信信息，上送至主站供分析故障产生

的原因。并支持64条故障录波的循环存储。

一二次融合成套装置包含柱上真空断路器开关本体、智能配电终端、电压互感器各单元之间采用军品级航空接插件通过户外型全绝缘电缆连

接而成,可根据用户需求采用不同方案进行定制。

● 柱上真空断路器

ZW32-12系列真空断路器为外置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结构,产品为三相支柱式结构,不锈钢喷漆外壳内装低功耗弹簧机构或永磁机构,真空

灭弧复合绝缘,结构紧凑,尺寸小，便于用户安装。防护等级达到IP65。

ZW20-12系列真空断路器为内置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结构,产品为金属外壳全密封结构设计,采用低功耗弹簧机构，真空灭弧、SF6气体

绝缘 ,内绝缘主要是通过三相独立绝缘盒及六氟化硫气体来实现,外绝缘为高压复合套管,主回路采用电缆头引出或拐角套管。结构精巧紧凑,免

维护,可采用柱上吊装或坐装安装方式,产品防护等级达到IP67。

● 智能配电终端

智 能 配 电 终 端 是 针 对 于 3 5 K V 以 下 柱 上 开 关 系 统 应 用 而 设 计 。 可 以 适 配 多 种 开 关 机 构 , 包 括 永 磁 机 构 、 弹 簧 操 动 机 构

( DC24V、DC48V、DC220V以及 AC220V )。内部集成线损采集功能、故障录播功能、小电阻接地定位功能、支持双4G全网通。可应用

于多种配电自动化解决方案,并且广泛在配电防火墙系统中使用。

● 电源电压互感器

采用国内知名品牌电源PT , APG复合绝缘工艺,局放小于20pc , 500VA容量输出,带熔丝保护，可有效抗击系统谐振。为智能控制单元提供两

侧电压信号和电源。

● 连接电缆

采用RVSP和RVVP型户外电缆两端分别焊接26芯、14芯和10芯航空插头用于柱上真空断路器、CLS51配电智能终端及电压电压互感器之间

连接。航空插头为全密封军工级,插针和插孔镀金处理,减小了插拔电阻,增加了连接的可靠性。

● 电流传感器

LPCT低功率线圈原理制成,小信号输出无需二次转换,可同时满足计量、测量和保护等二次设备的需求。含轻载小铁芯:频响范围宽、测量范围

宽、线性度好,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重量轻;组合式互感器:可同时实现三相电流和零序电流的测量、保护信号采样,简化了系统结构,减少误

差源。

● 电压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采用一次电压通过电阻分压,获得与一次电压成比例的小电压信号。直接输出小电压信号简化了系统结构,减少了误差源,提高了整

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

不含铁心,不会饱和,频率范围宽,测量范围大,线性度好,抗干扰能力强,在系统故障状态下使保护装置可靠动作;电压输出端二次短路时不会产生

过电流、铁磁谐振,根除了电力系统中的重大故障隐患,保障了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功能多,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减少了铁磁污染。

柱上一二次融合断路器成套装置是响应国家电网最新标准《配电一二次成套设备技术标准》要求推出的智能化成套设备,融合行业领先的电子电

压传感器、电子电流传感器、 电能计量模块、高速故障暂态录波等先进技术的柱上成套设备。

柱上一二次融合断路器成套装置由柱上真空断路器、配电终端、电源电压互感器及连接电缆组成。该成套装置能够采集三相电流、三相电压、

零序电流及零序电压,具备线损计量、电能量计量、相间故障处理和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处理功能,实满足配网自动化需求。

●保护功能

三段式过流保护、三次重合闸、后加速、方向性零序保护、就地馈线自动化-电压时间型方案、就地馈线自动化-电压电流型方案；

●信号量采集

采集三相电流、三相电压、零序电流、零序电压的能力;

8路开入量采集;

8路模拟量采集包括4路电压信号4路电流信号;

配电线损采集包括四象限功率并支持双向计量。

●通讯功能

GPRS/3G及4G全网通和双4G通讯、以太网通讯、光纤通讯。

●故障定位及录波功能

优化原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及经小电阻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故障选线的判别功能,完善故障录波上传主站及64条存储的功能板块。

以电子式互感器的高精度采样和对模拟信号量波形的高保真为基础,控制单元在传统FTU的功能基础上增加了计量级的配电线损采集功能,优化了

小电流接地故障的判别和定位功能。并提高了采样频率使得故障录波的波形更加接近真实波形。

●配电线路线损采集功能

通过电子式互感器对模拟信号的高精度采样特性,实时计量线路上的电能量数据包括正反向有功无功及四象限无功从而实现双向计量的功能,并支

持通讯上送。

●小电流接地故障的判别和定位功能

依托电子式互感器对模拟信号在高频谐振时不饱和的特性使得一些小电流接地发生点的位置特征量得以保留,控制单元对这些特征量通过多种算

法进行判别,从而精准的定位故障发生的区域。

产品功能
Product function

产品方案
Product programme

序号   

1   

2   

3   

4   

5   

参数名称      

额定变比   

准确级(含15m线缆）

实现方式

温度范围

负载阻抗

数值

电流传感器

序号   

1   

2   

3   

4   

5   

6   

7   

参数名称      

额定电压比   

准确级(含15m线缆）

实现方式

温度范围

局部放电

与开关组合后绝缘电阻（开关相对地）

负载阻抗

数值

相电压：0.5/3P级 ; 零序电压:3P

电压传感器

电容分压式

-40℃-70℃

10pC,14.4kV

≥25M

终端输入阻抗> 10M ，配电线损采集模块输入阻抗> 10M

相电压：（10kV/√3）/（3.25V/√3），零序（10kV/√3）/（6.5V/√3）

相：600A/1V,零序：20A/0.2V

不小于20k

-40℃-70℃

低功耗电磁式

相：保护5P10级、计量0.5S级三合一兼容    零序：＜1%(1%-120%In,保护10P10级



序号   

1   

2   

3   

4   

5   

参数名称      

额定变比   

准确级(含15m线缆）

实现方式

温度范围

负载阻抗

数值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相：600A/1V,零序：20A/0.2V

不小于20k

-40℃-70℃

低功耗电磁式

相：保护5P10级、计量0.5S级三合一兼容    零序：＜1%(1%-120%In,保护10P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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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次深度融合柱上成套断路器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ZW32-12型
3、产品创新

》采用高精度、宽范围的电子式传感器取代传统电磁式互感器，实现测量/保护/监测三合一兼容；

》传感器与本体极柱整体固封工艺、实现深度融合；

》取电方式解决了电源PT；

》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支持热插拔，安装简便；

4、智能程度高

》设备不依赖主站，线路故障时，能准确快速隔离短路或单相接地故障最小的故障区域；

》终端可独创算法自行研判短路或单相接地故障，并发出隔离指令。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位

KV   

A

A   

KA   

KA   

KA   

KA   

次   

次   

KV   

KV   

参数名称      

额定电压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额定电流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峰值）     

额点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开断次数     

工频耐受电压(1min):（湿）  （干）相间、对地/断口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相间、对地/断口   

机械寿命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参数值

24

25

30

42/48

75/85

630/1250

20/25

50/63

20/25

50/63

20000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全面集成断路器本体、馈线终端FTU、电源PT、连接电缆，一二次设备深度融合一步到位，解决了配网的遥信抖动、终端线损采集等问题；实

现了配电网分段线损管理、就地馈线自动化、单相接地故障检测、工厂化预装、即插即用等功能要求。

功能特点：具备自适应就地馈线自动化，通过短路或接地故障检测技术、无压分闸、故障路径自适应延时来电合闸等控制逻辑，实现单相接地

故障的就地选线、区段定位与隔离；配合变电站二次合闸，实现永久性故障的就地自动隔离以及故障上游区域供电恢复。

总体要求：新型电子式传感器与柱上断路器深度融合、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方便现场运维，满足就地馈线自动化功能需求，实现设备互联、

状态感知、资源利用、智能决策功能。

1、安全可靠

》重量较轻（85kg），避免安装后带来的意外风险；

》减少了一次辅助设备，降低设备的故障风险；

》杜绝了因自动化造成误遥控的安全隐患；

2、运行功能

》实现配网架空线路短路故障的选择性跳闸（多级精准级差配合）；

》实现配网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的选择性自动隔离（级差配合）；

》解决配网架空线路的线损考核问题；

序号   

1   

2   

3   

4   

5   

6   

7   

参数名称      

额定电压比   

准确级(含15m线缆）

实现方式

温度范围

局部放电

与开关组合后绝缘电阻（开关相对地）

负载阻抗

数值

相电压：0.5/3P级 ; 零序电压:3P

电容分压式

-40℃-70℃

10pC,14.4kV

≥25M

终端输入阻抗> 10M ，配电线损采集模块输入阻抗> 10M

相电压：（10kV/√3）/（3.25V/√3），零序（10kV/√3）/（6.5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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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Intelligent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ZW20t-12智能型高压真空断路器，又称户外柱上真空开关，采用真空灭弧和SF6气

体作为绝缘介质，是ZW20型柱上真空断路器的改进产品。

    

该柱上真空断路器主要用于开断、关合10KV电力系统的负荷电流及短路电流，适用

于变电站及工矿企业配电系统中保护和控制作用，更广泛用于电网频繁操作的场

合。另外本产品与智能控制器配套，具有良好的分断/联络断路器功能，满足配电自

动化系统的要求。

    

本产品主要符合以下标准：GB1984高压交流断路器，GB/T11022高压开关设备及

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1、本产品成套装置由开关本体、控制单元、电源PT、连接电缆等组成。

2、开关本体可内置高精度、宽范围的电压/电流采样装置，满足故障检测、测量、

      计量等功能和计算线损的要求。

3、开关采用可内置一组电子式电压传感器，提供Ua、Ub、Uc、Uo(测量、计量）

    号 电 压 信 号 和 零 序 电 压 信 ， 内 置 一 组 电 子 式 电 流 传 感 器 ， 提 供 Ia、 Ib、 Ic、

      Io(保护、测量、计量）电流信号，可外置1台或2台电源PT安装在开关两侧，线

      路有压信号取自电源PT。

4、具备采集三相电流，三相电压，零序电流，零序电压的能力，满足计算有功功

      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频率和计量电能的功能。

5、具备相间故障处理和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处理功能，可直接跳闸切除

      故障，具备自动重合闸功能，重合次数及时间可调。

40

20-60

20-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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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高压真空负荷开关
Intelligent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load switch

12.5、16、20/4s

31.5、40、50

42

42

49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FZW28-12户外高压真空负荷开关，适应于额定电压12kv、额定频率50Hz的户外三相交流配

电系统中，作为开、合负荷电流和关合短路电流之用。适合在变电站、工矿企业及城、农网作

保护和控制之用，尤其适用于城、农网自动化配电网络以及频繁操作的场所。

    

该产品成套装置由开关本体、控制单元、电源PT、连接电缆等组成，符合国家电网分段/联络

/分界负荷开关成套功能要求。

1、开关至少内置A、C相CT和零序CT，满足相电流和零序电流应用要求。

2、具备自动隔离用户侧相间短路故障、自动切除用户侧接地故障，满足非速断电闭锁应用要求。

3、由于采用零表压SF6气体绝缘，开关体积精巧紧凑，同时又尽可能避免漏气隐患，具有手动和自动操作，使开关操作灵活，配电磁操作机       

      构，电保持有电关合，失电分闸，结构简单可靠。

4、具备正向闭锁合闸功能，若开关合闸之后在设定时间内失压，则自动分闸并闭锁合闸，正向送电开关不关合。

5、具备反向闭锁合闸功能，若开关合闸之前在设定时间内掉电或出现瞬时残压，则反向闭锁合闸，反向送电开关不关合。

6、具备集中控制模式和就地重合模式（电压时间型）选择开关，选择开关遥信状态，可主动上报主站。

额定关合短路电流（峰值）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10000

符合标准

6
3

5

4-Φ17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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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序号   单位名称 参数

1   额定电压   kV   12

2   额定电流   A    630/1250

3   额定频率   Hz 50

4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有效值）     kA     20/25

5   额定短路电流开断次数 30

6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峰值）     kA     50/63

7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kA   20/25

8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50/63

9   1min工频耐受电压（相间、对地/断口）   kV   42/49

10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相间、对地/断口）   kV   75/85

11   机械寿命  次   20000

12   额定操顺序     分-0.3s-合分-180s-合分

13   触头开距     mm       9±1

14   触头超行程     mm       2.5±0.5

15   平均合闸速度      m/s     0.6±0.2

16   平均分闸速度     m/s       1.1±0.2

17   合闸触头弹跳时间     ms     ≤2

18   各相回路电阻     μΩ     ≤80

19   合闸时间   ms     20～60

20   分闸时间   ms     20～50

21   三相不同期性  mm     ≤2

22   相间中心距   mm     340±2

ZW32-12型   

ZW32-12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又称户外柱上真空断路器，主要用于开断，

关合电力系统中的负荷电流、过载电流及短路电流。适用于变电站及工矿企

业配电系统中，起保护和控制作用，还适用于农村电网频繁操作的场所。额

定电压为12KV，三相交流50HZ的户外配电设备。

该款真空断路器也可采用永磁操作机构进行操作，可实现手动分闸。由于永磁

操作机构由永磁体提供保持力，使开关保持在分合闸位置，其机械零件数量少、

机械传动链短，从而大大提高了开关的可靠性和机械寿命。是10KV线路中常

用的分段、分界控制开关。

ZW32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由三相支柱和机构箱组成，结构简单明了，三相支柱及电流互感器采用户外环氧树脂固体或硅橡胶绝缘，具有耐高

低温，耐紫外线，耐老化等优点；采用小型化的弹簧操动机构，合分闸能耗低，机构传动运输采用主轴滑动方式，无扭力损耗，分合传动件少，

可靠性高；电流互感器安装于动端出线，二次采用插拔结构，维护更换方便。

该真空断路器的合分闸可手动或电动操作及远程操作。可与控制器配套实现配电自动化，也可与重合控制器配合组成重合器。操作机构新颖，简

单，动作可靠，体积小，机械寿命达两万次。该高压真空断路器的安装方式可采用单杆或双杆座装方式。

Z       W     32-12  (G)/T  

隔离开关

-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920

高压真空断路器(弹簧型和永磁型)



ZW32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由三相支柱和机构箱组成，结构简单明了，三相支柱及电流互感器采用户外环氧树脂固体或硅橡胶绝缘，具有

耐高低温，耐紫外线，耐老化等优点；采用小型化的弹簧操动机构，合分闸能耗低，机构传动运输采用主轴滑动方式，无扭力损耗，分合传

动件少，可靠性高；电流互感器安装于动端出线，二次采用插拔结构，维护更换方便。

装有真空灭弧室的高压真空断路器，开断性能稳定可靠，具有无燃烧和爆炸危险，安全免维护，体积小重量轻（＜100KG）和使用寿命长的

优点。该断路器采用全密封机构，密封性能好，由防潮、防凝漏性能，适用于高温潮湿地区使用。

该真空断路器的合分闸可手动或电动操作及远程操作。可与控制器配套实现配电自动化，也可与重合控制器配合组成重合器。操作机构新颖，

简单，动作可靠，体积小，机械寿命达一万次。该高压真空断路器的安装方式可采用单杆或双杆座装方式。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值

1   额定电压   KV   24

2   额定频率   HZ   50

3   额定电流   A   

4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5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峰值）     KA   

6   额点短时耐受电流   KA   

7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8   

9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开断次数     次   

次   

30

10   工频耐受电压(1min):（湿）  （干）相间、对地/断口   KV   65/79

11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相间、对地/断口   KV   125/145

12   二次回路1min工频耐压   KV   2

机械寿命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630/1250

20/25

50/65

20/25

50/65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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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ZW32-24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ZW32-24型户外真空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为额定电压24KV，三相交流50Hz

的户外配电设备，主要用于开断、关合电力系统中负荷电流、过载电流及短路电流。

适用于变电站及工矿企业配电系统中作保护和控制作用，及农村电网频繁操作的场

所。本断路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防凝霜、免维护等特点，能适应恶劣的气候条

件和污染环境。

型号及含义：

ZW  32 - 24 / T - G -

S手操.D电操

带隔离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KA）

额定电流（A）

弹操机构

额定电压（KV）

设计序号

户外真空断路器

周围空气温度：+60℃~-40℃ 日温差：25K

风速不大于35m/s

机箱防护等级为IP64

考虑凝露和降水

地震烈度不超过8级

超出本技术条件的要求，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定

正常使用条件
Normal conditions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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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W     8-12  (G)/T  (M)  -

隔离刀闸

永磁机构

ZW8-12型

该款真空断路器也可采用永磁操作机构进行操作，可实现手动分闸。由于永磁操作机构由永磁体提供保持力，使开关保持在分合闸位置，其机械零件数量

少、机械传动链短，从而大大提高了开关的可靠性和机械寿命，是10KV重合器常用的一种配套开关。

25 

63

63

25

    20KA 25KA 31.5KA

12

630(1250)

20   31.5

50   80

50   80

20   31.5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590
480

4-Φ15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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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高压真空断路器
(Miniaturization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ZW32-40.5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Z       W     32-40.5  (G)/T/M

隔离开关

-
ZW32-40.5型户外高压智能(永磁)真空断路器主要由集成固封极

柱、电流互感器、操动机构及箱体组成。可加装隔离开关，该型号

断路器为小型化设计，外壳采用优质钢箱体。电流互感器可根据用

户需要选择。该装置主要应用于中压架空线电网，作为分、 合负荷

电流过载电流、短路电流之用。

电压组合

额定频率 Hz   

630/1250

50/60

工频耐压1min（湿）（干）相间、对地/断口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4s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操作循环

额定短路电流开断次数

机械寿命

机构控制电压

二次回路1min工频耐压

触头开距

触头超行程

分闸速度

合闸速度

触头合闸弹跳时间

相间中心距离

三相分合闸不同期性

各项导电回路电阻

合闸时间

KV

雷电冲击耐受电流（峰值）相间、对地/断口

分闸时间

重量

KV

KA

KA

KA

KA

次

次

V

KV

mm

mm

m/s

m/s

ms

mm

ms

ms

ms

KG

80 95/95

185

20/25/31.5

63/80

63/80

25/31.5

分-0.1s-合分-6s合分-60s恢复

30

10000

AC/DC220

2

18±1

4±0.5

1.4-1.8

0.4-0.8

≤5

560±2

≤2

＜80

≤100

≤50

不带隔离300 带隔离380

/永磁机构



晨诺电气

3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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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ZW7-40.5型

侧装式 中置式

中置式（Z)

侧装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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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

FTK、FTU型

分界开关智能控制器（看门狗）
Dividing line switch intelligent controller (guard dog)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控制器与电网负荷开关合成配电网看门狗，专门解决10KV用户分支接地及短路故障的智能控制器，为了避免配电网用户支线故障或保护配

合不当而波及整条馈线停电，减少供电部门和用户之间责任纠纷，构建基于用户分界负荷和用户分界开关测控单元组成的用户分界测控

系统，俗称配电网“看门狗”。

控制器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the controller

◆相间保护；

◆零序保护；

◆实时时钟；

◆事件记录；

◆实时状态查询。

分合闸采用了防止误动设计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ler

◆绝缘阻抗>100M Q/DC500V；

◆工频耐压2000V/1 min；

◆冲击耐压12/50uS正负各三次。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项目   规定值   备注

输入工作电压   AC220V±20% 

整机功耗   <15W 

输出电压（分合闸操作）   DC220V 

采样相电流输入值（二次）   0~100A   二次电流100A以上允许饱和

采用零序电流输入值（二次）   0.01A-1A   零序二次电流允许1A以上饱和

电量输入值允许采样误差 ±3%   饱和区不作要求

相见保护电流整定值范围（二次）   1A~50A   设0时关闭对应保护功能

零序保护电流整定值范围（二次）   0-0.5A   设0时关闭对应保护功能

环境温度   -40℃~85℃ 

分界开关控制器（钟罩式） 负荷开关控制器（钟罩式）

馈线终端（箱式） 一二次融合智能控制器（箱式）

控制器的特点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ler

◆可带485/232通讯接口，或通过GSM短信；

◆无线实现远距离监控；

◆跳合闸回路采用防误设计；

◆零序电流可以区分区内和区外故障，遥控。

◆PDA掌上电脑通讯，可实现“四遥功能”；

◆GSM短信通讯，可实现“四遥功能”；

◆可由手机直接控制也可组网后由后台集中控制；

◆GPRS无线通讯，可实现“四遥功能”，可组网并由后台集中控制。

可选通讯方式
Optional communication way

一二次融合智能控制器特点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ler

      我公司一二次融合FTU采用双核高性能ARM芯片的新型高压开关控制装置，能快速稳定的完成对开关本体的监控，集保护、测量、控制、监

测、通讯、远动等功能于一体，集成度高、配置灵活、界面友好 ，支持自适应综合型、电压时间型、电压电流时间型馈线自动化逻辑，智能判

定界内界外小电流接地故障，灵活选择就地FA方式和集中型FA方式，具备分段线损管理，故障录波功能，满足Q/GDW-514《配电自动化终端

子站功能规范》及《配电自动化终端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广泛应用于辐射型供电及环网供电系统。

     我公司一二次融合FTU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能，功耗低，工作温度范围宽，防震、防潮、防雷，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与一次设备

电压、电流传感器完美配合，电源采用电容取电或太阳能取电，实现“可靠性、小型化、平台化、通用性、经济性”。

1、电源可灵活配置电容取电型式、太阳能取电型式、传统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取电型式。

2、具备四遥功能：遥信、遥测、遥控、遥调。

3、通讯功能：产品具有标准的 RS—232/485（默认为 RS-232）通讯接口，可与相关设备配合实现无线、有线、光纤等远动控制，通讯方式

可选择GPRS无线网络方式、光纤通信、以太网等， 通讯协议有101协议、104协议，可扩展，可通过显示屏调整规约相关可变参数，适应不同

厂家主站要求。

4、保护功能：自适应综合型、电压时间型、电压电流时间型；配分界开关可智能判定界内界外小电流接地故障。

5、故障录波：线路失压、过流、零压零流突变均可启动录波。录波可包括故障发生时刻前5个周波，故障发生后9个周波，录波点数为每周波

128点,可循环录波80组并遵循Comtrade1999格式要求存储。可随时调故障阅波形进行事故分析。

6、配置配电线损模块，可实现正反向有功电量（0.5S级）计算和四象限无功电量（2级）计算 ；功率因数计算（分辨率0.01）；具备电能量冻

结功能。

7、逻辑功能齐全，灵活配置分界、分段、联络型断路器/负荷开关。

8、电缆配置：按一二次融合技术方案配置标准连接电缆，实现即插即用，防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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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单位      数据

1   额定电压 kV     12/24/40.5

2   额定频率 Hz   50/60

3   

 额定绝缘水平

（所充SF6气体0.15

 Mpa/20℃时）  

雷电冲击耐压      

kV     

185

215

     工频耐压1min     

相间,相对地     

kV     

95

110

4   额定电流          A       630

5   额定开断负荷电流（0.15Mpa/20℃时）  A       630

6   零表压下开断电流 A   630

7   峰值耐受电流 kA   50

8   额定短时关合电流 kA   50

10   电流互感器参数 A   600/5

11   电压传感器参数 V     5770/0.6

断口

相间,相对地     

断口

9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s   20/4

户外六氟化硫负荷开关

LWF-12/24/35KV 型  

Outdoor SF6 load break switch

该系列户外柱上负荷开关，是我公司针对35KV及以下终端供电用户、电容无功补偿、小型发电企业开发的一种新型配电装置。本产品适用于三

相交流35KV及以下配电网络中开断、关合电力系统中的负荷电流、过载电流。具有占地少，安装快捷，工程造价低，使用方便等优点。

该负荷开关因结构特殊，内部空间大，可方便安装多只电流互感器、电压传感器。配合专用控制装置作为35KV及以下等级的看门狗，可以有效

地区分界内界外的接地故障。

负荷开关和熔断器配合时，采用电动机构，配合专用进口控制装置，自行判断熔断器熔断，然后负荷开关分闸，及时隔离故障线段，有效防止电

器设备缺相运行造成的事故。同时，跌落式熔断器又可以作为明显断开点使用。

负荷开关采用三相共箱结构，主回路和机构封闭在一个箱体内，从而保证开关实现终生免维护。外壳采用优质不锈钢冲压而成，焊缝使用机械手

焊接。内部充置低压力SF6气体，且配置低气压保护传感器，以防低气压操作开关造成的事故。为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开关可以配置不同的出

线方式（瓷套端子型；复合套管端子型；瓷套电缆型；复合套管电缆型）。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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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12/24型

一二次融合柱上SF6负荷开关
Outdoor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负荷开关解决了配电自动化建设中面临的遥信抖动、一二次接口的兼容性和扩展性、终端新增计量功能等迫切问题，为电网

产品的可靠运行、智能维护提供一种好的技术方案和产品。

一二次融合负荷开关由开关本体、控制单元、电源PT、连接电缆组成。具备采集三相电流、零序电流、零序电压的能力，具备相间和接地故障隔

离功能。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 成套柱上负荷开关电源、电流、遥信、遥控等回路采用标准化接口设计，通过二次航空插头汇总于FTU单元的航插室；电压互感器通过二次航空

插头汇总于FTU单元的航插室。

● FTU单元整体实现三遥、线损采集、相间及接地故障处理、通信、二次供电等功能；线损采集采用独立模块，FTU核心单元与其通信采集电能量

数据。

● FTU单元柜与柱上负荷开关的连接电缆双端预制，设备支持热插拔，可互换；FTU单元柜与柱上负荷开关成套供货，开关可整体更换。

LWF型SF6柱上负荷开关为第三代压气式负荷开关，主要用于故障区域自动隔离、线路分段等，具有高寿命、体积小、结构简单、灭弧能力强等优

点。

多段过流、零序过流、过负荷、电压（电流）-时间FA等功能；

断路器和负荷开关模式；

IEC101、IEC104、IEC61850；

远程运维：定值查看、修改，终端配置，升级软件等；

无线通信离线配置及在线监测，内置无线调试；

电池/超级电容后备电源；

不锈钢箱体、航插接口；

配电终端（FTU）功能特点
Product overview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据

1   额定电压 kV     12/24/40.5

2   额定频率 Hz   50/60

3   

 额定绝缘水平

（所充SF6气体0.15

 Mpa/20℃时）  

雷电冲击耐压      

kV     

185

215

     工频耐压1min     

相间,相对地     

kV     

95

110

4   额定电流          A       630

5   额定开断负荷电流（0.15Mpa/20℃时）  A       630

6   零表压下开断电流 A   630

7   峰值耐受电流 kA   50

8   额定短时关合电流 kA   50

10   电流互感器参数 A   600/5

11   电压传感器参数 V     5770/0.6

断口

相间,相对地     

断口

9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s   20/4

柱上负荷开关功能特点
Product features

● 采用压气式SF6灭弧

主回路采用梅花触头连接，电接触性能优越；

采用压气式灭弧，灭弧性能较强；

● 采用高性能绝缘传动材料

材料强度较高，具有较高的机械寿命；

传动部件较少，传动性能可靠等特点；

● 壳体采用304不锈钢，机器人焊接，防护等级为IP67

● 一二次融合负荷开关使用弹簧操作机构

机构可进行弹簧预储能，分合闸采用线圈脱扣；

机械寿命可达10000次；

● 套管绝缘性能优越

外绝缘相间距为300mm；

最小爬电距离为437mm；

● 套管采用屏蔽网设计

零件局放（1.2Um）小于3PC；

开关整机局放（1.2Um）小于5PC；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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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12/24型

一二次融合柱上成套SF6断路器
Intelligent controller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项目   规定值   备注

输入工作电压   AC220V±20% 

整机功耗   <15W 

输出电压（分合闸操作）   DC220V 

采样相电流输入值（二次）   0~100A   二次电流100A以上允许饱和

采用零序电流输入值（二次）   0.01A-1A   零序二次电流允许1A以上饱和

电量输入值允许采样误差 ±3%   饱和区不作要求

相见保护电流整定值范围（二次）   1A~50A   设0时关闭对应保护功能

零序保护电流整定值范围（二次）   0-0.5A   设0时关闭对应保护功能

环境温度   -40℃~85℃ 

户外一二次融合柱上成套SF6断路器是我司相应国网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入网新要求而开发的新一代产品，开关配置完全符合国

网一二次融合成套要求，便于国网统一采购和批量化生产。开关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各项指标均符合国网一二次融合要

求；采用统一参数的保护CT、零序CT和零序电压传感器，具有测量范围宽，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的特点，模拟量齐全便于准确判定线

路各种故障。

断路器额定电流-开断电流 630A-20kA，配电动弹簧操动机构，操作电压DC24V。对地绝缘电阻大于1000M Ω。

断路器箱体材料采用3mm304不锈钢，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壳体上有位于在地面易观察的、明显的分、合 闸位置指示器，指示器与操

作机构可靠连接，指示动作可靠。应采用直径12mm的防锈接地螺钉，接地点标有接 地符号。壳体表面凸起，不会长期存水。壳体具备

搬运把手，避免拽拉出线套管。配置吊用的吊环，可使悬吊 中的开关设备保持水平，吊链与任何部件之间没有摩擦接触，避免在吊装过

程中划伤箱体表面喷涂层。铭牌采 用304不锈钢制作，能耐风雨、耐腐蚀、保证使用过程中清晰可见，铭牌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

求。

输入工作电压   AC220V±20% 

整机功耗   <15W 

输出电压（分合闸操作）   DC220V 

断路器配置三相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变比：相电流600/1；零序电流20/1。准确级：一次相电流：测量准确度等级

为0.5级，保护5P10；零序一次侧输入电流1A~额定电流时，误差小于等于3%，一 次电流100A时，误差小于等于10%。零序电压精度

等级为3P。容量要求：容量要求：相：≥1VA（600A/1A），≥ 2.5VA（600A/5A） 零序：≥0.5VA，满足配套需求（按照电缆12米长

度考虑，与FTU和线损模块配合，满足线损 计量及故障判定要求）。

配置及接口采用共箱式结构、弹簧机构。断路器内置1组电流互感器，提供Ia、Ib、Ic、I0电流信号；断路器内置1套零序电压传感器。航

空插座，航空插头及电缆应采用全密封防水结构，焊线侧需用绝缘材料进行密封处理。

出线端子要求：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采用端子出线方式，按下图尺寸要求预留开关进出线接线端子。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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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8-40.5型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系列

Outdoor High Voltage SF6 Circuit Breaker

L       W     8  -  40.5  

六氟化硫

LW8-40. 5型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是三相交流50赫兹的户外高压电气设备，适

用于35KV输配电系统的控制和保护，也可用于联络断路器及开合电容器组的场合。

LW8- 40.5型断路器配用CT14型弹簧操作动机构。

断路器符合国家GB1984-89《交流高压断路器》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出版物

《高压交流断路器》的要求。

机械寿命

1600/2000

六氟化硫气体额定压力(20℃时表压)

额定电流

雷电冲击耐压（峰值）

闭锁压力（20℃时表压）

最低使用温度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额定短路耐受电流（热稳定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动稳定电流）

额定失步开断电流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合闸时间（额定操作电压下）

分闸时间（额定操作电压下）

额定操作顺序

额定开合单个电容器组电流

六氟化硫气体重量

断路器（包括操作机构）重量

A

次

Mpa

Mpa

℃

KA

KA

KA

KA

KA

S

S

S

A

kg

kg

3000

0.45

0.42

-30

20/25/31.5

50/63/80

20/25/31.5

63/80/100

63/80/100

4

≤0.1

≤0.07

0-0.3s-Co-180s-CO

400

8/5

1400/1000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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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1(ZN63A)-12型

VS1-12型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又称ZN63A-12型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该真空断路器用于12KV电力系统的户内开关设备，作为电网设备、工矿

企业动力设备的保护和控制单元。由于此款真空断路器的优越性，尤其适用于要求额定工作电流的频繁操作，或多次开断短路电流的场所。

该款VS1型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采用操动机构有弹簧机构和永磁机构两种，既可作为固定安装单元，也可配作专用推进机构，组成手车单元使用。

固定式 手车式

侧装式 固封极柱式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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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NR(F)-12型

手车式高压真空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Handcart type  load switch - fuse combination electric appliance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1、户内使用，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25℃。

2、安装地点的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米。

3、空气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90％，月的平均最低温度为25℃，并考虑到因湿度变化发生的产品表面上的凝露。

4、无明显摇动和冲击振动的场合。

5、耐空气污秽等级Ⅱ级，场所中无明显的腐蚀性可燃性气体、烟、蒸汽、盐雾与尘埃。

6、电磁干扰的幅值不超过1.6kV。

VCNR(F)-12型户内高压真空负荷开关及其熔断器组合电器(以下简称真空负荷开关) , 是根

据独特的设计概念并结合市场需求而研发的最新一代真空开关设备，它广泛应用于户内铠

装式空气绝缘开关柜中。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只要在真空开关的技术参数范围内，它就可

以保证安全、可靠地运行于相应电压等级的电网中。

VCNR(F)-12型户内高压真空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的制造遵循以下标准和规范所规定的内容:

●GB 3804-2004 3.6 kV~40.5 kV高压交流负荷开关

●GB 16926- 2009高压交流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技术标准
Product overview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负荷开关系列

负荷开关

额定电压 KV

KV

KV

HZ

A

KA

KA

KA

KA

A

KVA

A

次

KG

12

75

42

50/60

630

-

50

20

50

16

1250

-

M2级

额定绝缘水平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1min工频耐受电压

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开断空载变压器

额定开断交流电流

额定短路电流的断开次数

机械寿命

重量

13

14

15

12

75

42

50/60

125（熔断器）

50（熔断器）

-

-

-

-

-

3150

M2级

125

VCNR(F)-12/T630-20

真空负荷开关

VCNR(F)-12/T125-50

真空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R



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主要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单位   参数

1   额定电压   KV   7.2    12

2   额定频率   HZ   50

3    额定工作电流    A    315    160

4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10

5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50

6    预期短路关合电流    KA      130

7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A-s    4000-4

8   使用类别    AC-3 AC-4

9   

绝缘水平   

KV   32   421min工频耐压   

  雷电冲击耐压   KV   60   75

10  

机械寿命  
J型机   万次   30

  D型机  万次  50

11   额定工作制    长期工作制

12   额定操作频率   万/h   300

13   主回路电阻   µΩ   ≤300（不含熔断器）

14   辅助及控制回路额定电压   V   AC/DC 110/220 

高压熔断器主要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单位   参数

1   额定电压   KV   7.2    12

2   额定电流   A   ~315   ~160

3   预期短路开断电流   KA   40、50

4   撞击器形式    弹簧撞击器

5   撞击器能量   J   ＞1

VCNR中置式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是我公司引进欧洲技术，结合当前电力行业发展，

自主研发的智能型节能开关设备。该产品利用能够开断大范围短路故障电流的高压熔断器与

可频繁操作的真空接触以及综合继电器保护装置的配合。可用于电动机的频繁起动或变压器、

电容器的频繁切换。VCNR产品可装配在650mm或800mm宽的中置式开关柜内。

     VCNR手车式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是一种环氧树脂绝缘（或固封绝缘）的新型户内

开关设备，适用于额定电压3.6KV~12KV、额定功率50Hz的三相交流电力系统。具有寿命长、

可频繁操作、运行稳定、功能合理、造价低、噪音小、占地面积小等优点。产品应用于火力发

电厂、冶金、石化等工矿企业，作为控制和保护高压电动机、变压器、感应炉等负载的开关设

备。产品满足以下标准：

      GB/T 14808-2001  交流高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机启动器

      GB  16926-1999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GB/T 11022-1999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同条件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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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车式高压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
Handcart type high voltage vacuum contactor - fuse combination electric appliance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负荷开关系列

 VCNR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采用环氧树脂绝缘（或固封绝缘）技术设计，三相分体固封，核心部件真空灭弧室和一次回路主导电件用环氧树脂APG(自动压力凝胶注射)

工艺固体绝缘。因而彻底杜绝了过去产品因灭弧室外露，容易在安装调试、运输过程中的机械冲撞而引起的灭弧室漏气、破损，以及因灭弧室外露，其表面因静电易吸附尘埃，

尤其在不利的运行环境，如灰尘、潮湿、高海拔或小动物进入等，其外绝缘水平降低而引起闪络等绝缘故降。熔断器模块亦采用环氧树脂APG注射工艺的绝缘安装座，杜绝了

熔断器及其支座等导电件的绝缘隐患。

VCNR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在合闸位置时主回路电流路径：上梅花触头经高压熔断器到与其连接的导电支架、软连接，经真空灭弧室内部动触头 至下触臂到下梅花触头。

VCNR真空接触器-熔断器组合电器为中置柜手车式结构，以适应当前的主流开关柜中置式机构的形式。VCNR与配650mm或800mm宽中置柜的ABB公司VD4或VS1断路器手车

外形尺寸完全一致，因此不必对开关柜进行任何改动便可装配、使用该产品。

注：括号内为柜宽650mm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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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ZN85-40.5型户内高压真空断器（以下简称断路器），适用于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40.5KV电力系统中，可供工矿企业、发电厂及变

电站作为分合负荷电流、过载电流、故障电流之用。断路器与操动机构采用上下布置结构，有效地降低了断路器的深度。

　　

三相灭弧室和相联带电体由三只独立的环氧树脂绝缘筒相隔离，构成复合绝缘结构，断路器满足正常运行条件下的空气距和爬电距要求，并

有效地减小了断路器的体积。主导电回路真空灭弧室和动静导电联接安装在绝缘筒内，使相间距仅为300mm。主回路电气连接全部采用固

定式连接，具有很高的可靠性。绝缘筒安装在断路器框架上方。为这种新型断路器专门设计的弹簧操动机构，安装在断路器框架内，其结

构特点更适合断路器的上下布置形式，并成为断路器整体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机构设计简单，输出曲线及其性能更适合40.5kV真空断

路器的特点和要求。总体布局合理、美观、简洁。体积小巧、操作灵活，具有电气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检修方便、机构免维护的特点。　　

该断路器适用于频繁操作及多种场合和运行条件比较苛刻的场所。

户内手车式高压真空断路器
Indoor handcart type high voltage vacuum circuit breaker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负荷开关系列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序号   项目   单位     FKN12-12D/630-20   FKN12-12R.D/125-31.5

1   额定电压     KV 12

2   额定频率     HZ     50

3   额定电流     A     630     125

4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      对地及相间75、隔离断85

5   1min工频耐受电压     KV     对地及相间42、隔离断48

6   额定热稳定电流  KA   20（4s）

7   额定动稳定电流   KA   50

8   额定关合电流（峰值）   KA   50 

9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31.5

10   额定转移电流    KA    1.5

11   最大开断电流（参考值）       KA   1.8

12   开断空载变压器容量     Kva     1250

13   额定电缆充电电流     A     10

14   额定有功负载电流开断次数     次   >100

15   撞击器触发负载电流开断次数     S    >0.06

16   接地开关热稳定电流      KA    20(2s)

17   接地开关热稳定电流（峰值）     KA   50  50

18   电动机操作电源电压   V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20

 AC/DC 2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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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N12-12D压气式负荷开关、FKRN12A-12D系列压气式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适用于12kV及以下三相配电系统中，作为变压器、

电缆、架空线路等电力设备的控制和保护之用；特别适用于城网、农网的终端变电站及箱式变电站。并适用于环网、双辐射供电单元的控

制和保护。

FKN12-12D系列压气式负荷开关可以分合负载电流和过载电流。

FKRN12-12D系列压气式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可以分合负载电流，过载电流，开断线路短路电流。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使用环境条件
Using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1、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度，下限：-25度；

2、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3、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4、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5、无火灾、爆炸危险，化学腐蚀及据烈振动的场所；

6、污秽等级：Ⅱ级；

7、周围空气应不受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及水蒸汽等明显污染。

FKRN12-12型

户内压气式负荷开关
Indoor air type load switch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负荷开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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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真空负荷开关
Indoor vacuum load switch

1.真空灭弧室灭弧，性能稳定可靠，电寿命长，开断次数高，关合、 开断能力强；

2.融开关本体与操动机构于一身，集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接地开关于一体，结构紧凑，体积小；

3.直动式隔离断口和真空灭弧室串联，独特的操作程序联动，一次性完成操作；

4.负荷开关、接地开关、活门及开关柜按"拔宸"辣机械联锁，防止误操作，安全可靠；

5.弹簧储能操作机构，可电动分合闸，也可手动分合，便于实现遥控要求；分合闸操作电源可交直流两用。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31.5

4

80

125

125

20

50

FZN25-12D/T125-31.5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负荷开关系列



暘 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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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ZW-12Y型

整体式预付费计量箱（售电管理装置）

结构特点
Design feature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Monolithic type prepaid meteri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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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ZW43-12Y型

真空断路器组合式预付费计量装置
Combined type prepaid metering device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结构特点
Design feature

，有二元件和三元件两种计量型式。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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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断路器组合式预付费计量装置
Combined type prepaid metering device

JLZW8-12Y型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是电力系统大负载用户的理想预付费计量产品。

或三元件（三只电压和三只电流组合）。

送至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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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ZW13型

落地式高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箱）
Floor type prepaid metering box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电压技术参数

电流技术参数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本产品由高压真空断路器+环氧树脂浇筑计量互感器+预付费控制器组合在密闭的金属壳体里，适

用于交流 电力系统中做高压电缆进线用户的电能计量用，可安装在公园、居民小区、工50HZ, 10KV

矿区的路边草坪，或其他不便建高压配电室的电力计量场所。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智能型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

户外高压落地式预付费计量柜（开关柜型）
Outdoor High Voltage Metering-Box

JLZW23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户外落地式高压费控装置是本公司根据目前市场需求而设计的一款新型免维护电力计量产品。产品安装于交流

50Hz、额定电压10（6）kV三相电力线路，即可以通过与电能表配合，实现有功、无功的电能计量，也可以通过与采集

终端配合，实现用户低电量告警、零电量断开用户主供电线路的功能。特别适用于农村变电站、工业小型变、配电所、厂

矿等10（6）kV供电高压计量场所。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1、 装置的构成：

本装置分为高压计量部分和仪表控制部分；其壳体材料为304不锈钢壳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仪表控制室，

下部分为高压室。高压室内装有一台高压真空负荷开关（控制高压线路的通断）、一组计量电压互感器和一组计量电流互

感器（为电能表提供计量信号）,一只独立电压互感器（为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提供220V交流电源）。计量电压互感器采

用V/V接线方式；一组计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串联接入高压线路A相和C相；电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输出适应于三相三线

、相电压为3×100V的电能表和具有预付费功能的采集终端。仪表室预留三个挂表支架、接线盒、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

2、工作原理：

本装置由计量单元、计量互感器、独立电压互感器、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及高压真空负荷开关等组成。

计量互感器的作用：为计量单元提供计量信号和计量电压；

独立电压互感器的作用：为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提供工作所需要的220V交流电源；

计量单元包括电能表和专变采集终端，其作用：一是采集用户用电量，给售电系统反馈用户用电信息；二是接收售电

系统的跳闸和告警指令。

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是接受计量单元的指令实现报警、允许合闸、分闸命令及状态显示。

高压真空负荷开关是接受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的合闸、分闸命令后实现10kV线路的通断。

当用户用电量达到设定的阀值时，采集终端发送报警信号，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接收到告警信号，控制相应指示灯发

出灯光报警，提示用户及时购电。

若用户用电量达到零电量时，采集终端接收到售电系统发出的跳闸指令，并通过高压电子表盘控制器控制高压真空负

荷开关分闸，停止给用户供电，此时分闸灯亮；用户交费成功后，售电系统向专变采集终端解除跳闸指令，允许合闸指示

灯亮，由用户自行手动合闸，用户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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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浇注一体式组合互感器
Resin pouring one-piece combined transformer

JLSV2-10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本系列10KV产品采用进口户外树脂全真空浇注成型，由电

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组合为一体，适用于额定频率为50HZ，

额定电压10KV及以下电力系统中配三相三线电能表作电能计量

用。具有爬电比距大，过载能力强、绝缘性能好、计量准确度

高、防窃电等优点，是实现高供高计最佳选择。本型号产品电流

互感器采用高导磁优质超微晶铁心。电压互感器采用日本Z11高

导磁优质取向硅钢带R型铁心。互感器优化排列真空一次浇注成

型：底部有安装槽钢及接地螺栓，还设有供吊装的吊环栓。高压

线通过一次导排接入，二次可由铠装电缆直接接入表箱。具有结

构紧凑、体积小、免维护、安装方便、美观大方等优点。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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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SV3-12型

户外高压干式计量箱
Outdoor high voltage dry-type metering box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树脂浇注一体式组合互感器
Resin pouring one-piece combined transformer

JLSV2-35KV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本系列 产品采用进口户外树脂全真空浇注成型，由电35KV

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组合为一体，适用于额定频率为 ，50HZ

额定电压 及以下电力系统中，有二元件和三元件两种。本35KV

型号产品电流互感器采用高导磁优质超微晶铁心。电压互感器采

用日本 高导磁优质取向硅钢带 型铁心。互感器优化排列真Z11 R

空一次浇注成型：底部有安装槽钢及接地螺栓，还设有供吊装的

吊环栓。高压线通过一次导排接入，二次可由铠装电缆直接接入

表箱。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免维护、安装方便、美观大方等

优点。

元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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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变采集终端（负控终端）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产品技术指标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产品主要功能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专变采集终端（负控终端）
Specially variable acquisition terminal

低压整体式预付费计量箱(售电管理装置)
Low voltage prepaid metering box

YJKW-0.4型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1、额定电压：0.38kV。

2、额定频率：50Hz。

3、

本产品适合用于额定频率50Hz、变压器容量20-315KVA、额定电

压400V及以下低压配电线路中做预付费控制及计量控制之用。本产品

采用GPRS/GSM传输方式，可远距离控制，亦可微机监控、抄收、打

印，是理想的自动化预付费计量控制装置。本机为一体化机构，内置

GPRS采集终端、过流保护装置、电能表、永磁真空接触器或一体化电

动开关、低压电流互感器、报警器等组合而成。

高低压预付费计量装置系列

座装式

壁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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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FW6-12型

高压电缆分支箱
High voltage cable branch box

电缆分支箱、端子箱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DLF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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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JXF型

户外不锈钢端子箱/配电箱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不锈钢端子箱，箱体材料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和优质不锈钢板两种，箱体结构按户外防水设计，防护等级按用户的不同要求可达到 IP54或

IP55。该端子箱可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候条件和运行环境。

 

接线端子箱是一种转接施工线路，对分支线路进行标注，为布线和查线提供方便的一种接口装置。在某些情况下，为便于施工及调试，可将

一些较为特殊且安装设置较为有规律的产品如短路隔离器等安装在接线端子箱内，接线端子就是用于实现电气连接的一种配件产品，工业上划分

为连接器的范畴。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和工业控制要求越来越严格、，接线端子的用量逐渐上涨。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接线端子的使

用范围越来越多，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

 

端子箱内部还设计安装有一个单相三孔220V、 16A电源插座和一个维修照明灯，以方便用户在日常检查维护时使用。同时还设计安装有转

换开关，用户可根据现场实际运行情况需要，对箱体内加热器可任意转换手动、自动控制方式。

 

端子箱是将建筑物内的保护干线，能够在水煤气金属管道，采暖和冷冻、冷却系统中使用，建筑物金属构件等部位进行联结，以满足规范要

求的接触电压小于50V的防电击保护电器，保护电器的良好作用。端子箱是现代建筑电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高层建筑。

端子箱具有良好的作用和功能，可以辅助电位联结，将两导电部份用导线直接作等电位联结，使故障接触电压降至接触电压限值以下。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1、本结构由钢板弯曲焊接而成。箱内有通用的活动架板，安装板可以在其上固定并能做上下及前后调整，因而元件安装极为灵活。

2、箱体前后有门，可离墙安装并能在前后同时进行维护。箱体底部有￠60的穿线孔，并有密封橡胶圈起密封和绝缘作用。箱体下部

200mm高的基座上开有通风孔，可用于潮湿地区安装，也可去掉底座直接安装在基础之上。 

电缆分支箱、端子箱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JXF系列配电箱是一种根据元件型号、规格、数量设计组装成各种控制功能的配电装置。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及民用建筑中，额

定电压380V及以下，频率为50Hz的电力系统中作动力配电、照明配电及自动化控制。JXF系列产品为封闭式结构，挂墙明装或暗装

于墙内。箱体采用冷轧钢板折弯焊接而成，表面采用静电喷塑处理，既美观又具有防护性能，箱门与箱体都焊有接地螺钉并用多股软

线连接，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产品外壳防护等级达到IP65，符合GB7251-1及IEC60439-1等标准。

端子箱

配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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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C型

智能型环境监测装置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CNHC-10智能型环境监测装置是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和雨量六种气象要素全数字输出的复合型智能气象监测产品。

产品采用先进工艺制备的各项气象要素测量模块，具有可靠性高、测试范围广、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

产品的设计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性能已通过国家法定计量部门的计量检定。

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军事、核电、专业气象、环保、水利、海事、海洋等行业。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集成度高；

b) 超声测风速风向，精度高，无机械损耗；

c) 环境适应性好，耐盐雾腐蚀材质，防护等级IP66；

d) 支持太阳能供电和无线数据传输，可免线安装；

e) 多普勒雷达测雨，稳定、可靠；

f )安装方便，免维护。

智能环境监测装置

a) 军事、海洋、海事气象观测；

b) 电力、交通、环保、通讯气象观测；

c) 水利、农业、林业气象观测；

d) 城市、公园、湿地、生态环境监测；

e) 野外考察、气象与环境科学研究。

产品用途
Product overview

可监测要素

温 度

湿 度

气 压

风 速

风 向

雨 量

尺寸（直径×高）

重 量

电 源

功 耗

通讯接口

工作环境

储存环境

防护等级

测量性能

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雨量

测量范围：-50～60℃

分 辨 率：0.1℃

测量精度：±0.2℃(-20～50℃)，±0.5℃(其他)

测量范围：0～100%RH

分 辨 率：1%RH

测量精度：±2%RH

测量范围：300～1200hPa

分 辨 率：0.1hPa

测量精度：±0.5hPa(0～40℃)

测量范围：0～60m/s

分 辨 率：0.1 m/s

测量精度：±0.3m/s 或±3%V (0～35m/s) 取较大值

±（0.5+3%V）m/s (＞35m/s) V为风速

测量范围：0～359.9°（全方位，无死角）

分 辨 率：0.1°

测量精度：≤±3°（风速＞1.0m/s）

测量范围：0～200mm/h

分 辨 率：0.1mm

测量精度：±5%

物理规格

150mm × 285mm

1.15Kg

电气指标

+12VDC（9～30VDC）

≤1.1W（风扇关闭）

≤2.5W（风扇常开）

RS485/RS232

环境适应性

-50℃～+70℃、0～100%

-50℃～+70℃、0～100%

IP66

a)系统集成度高，可实现6种气象要素观测和多种天气现象的反演；

b)具有出色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尤其针对西北气候环境进行器件、材料

选型和设计，机械强度高、具有良好的抗风性和防雹性；

c)数据输出符合电力系统协议要求，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的数据格式进

行修改，从而实现无缝对接任何客户的数据平台；

d)针对西北的气候特点，传感器采用了超声波测风和多普勒雷达测雨的

技术，从而实现无人值守免维护，并保证了所监测气象数据的准确性。

产品功能
Product overview

六要素传感器

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雨量

九要素传感器

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雨量、PM2.5、PM10、噪声

十二要素传感器

温度、 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雨量、

PM2.5、PM10、 SO2、NO2、C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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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信号发生装置（不对称电流源装置）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目前国内大多数配电网采用的是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系统，这类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因故障电流较小，故障特征复杂，因而故障点的查

找非常困难。

可变负荷法检测单相接地故障的原理，是针对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的特点，通过检测施加在故障线路上的不对称电流信号，来实现

故障选线和故障点定位。当线路上任何一点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装在线路上的外施信号发生装置检测到故障信息后,对故障相施加特定信号，

安装在线路上的故障检测装置检测流过本线路的特定信号，若满足故障特征则故障检测装置给出报警，从而指示出故障位置。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可以作为变电站接地选线装置为变电工区服务，也可以作为配电网故障定位设备为配电工区服务，一举两得；

●采用真空接触器作为开关元件，磁电操作机构，限流措施，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进线安装方便，可以单独安装。

●硬件标准化

  采用模块化设计, 电路原理简单、易于掌握。

●高可靠性

 所有元件均采用工业级芯片,抗干扰能力强,故障率极低；

 具有上电闭锁和故障闭锁（包括接地线断线、PT断线、接地电流超限、接触器合位持续时间超限等）功能，可有效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低功耗设计

装置电源：AC220V，静态功耗不大于15W；

●后备电源

采用超级电容作为后备电源，持续供电时间持续供电时间不少于2分钟。

外施信号发生装置

1.该装置配合故障指示器使用，可以准确的检测单相接地故障信息，解决了单相接地故障定位的难题。

2.具有熄弧功能，当线路发生接地时，装置首先控制接地相进行熄弧操作，消除非稳定性接地故障。

3.具有故障录波功能，可记录三相电压压、零序电压、接地电流、接触器分合状态等。

4.可与主站实现通信，并支持多种规约。

5.具有短信功能，可将接地故障信息发送到设定好的手机上。

产品主要功能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一次额定电压：(6～10)kV

工作电源电压：AC220V

功耗：正常工作时<15W，外施信号发生装置投入时<800W

工作温度范围：-30℃～70℃

绝缘水平：一次接线端对外壳耐压42kV/1min，特高型耐压达60kV/1min

                  二次接线端对外壳2kV/1min     

接地启动：

采用电子PT检测接地信号，安全方便，也使得现场安装更加容易。

寿命：开关可动作次数：大于200000次。

重量：小于300kg。

详细技术参数
Detailed technical parameter

不对称电流源装置

CN-GZWX型



详细技术参数
Detailed technical parameter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1.在电气设备检修时，提供一个电气间隔，并且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断开点，用以保障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2.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不能带额定负荷或大负荷操作，不能分、合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但是有灭弧室的可以带小负荷及空载线路

操作。

3.一般送电操作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断电操作时：先断开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后断开隔离开关。

4.选用时和其它的电气设备相同，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动稳定电流、热稳定电流等都必须符合使用场合的需要。

隔离开关的作用是断开无负荷电流的电路.使所检修的设备与电源有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检修人员的安全,隔离开关没有专门的灭弧装置

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所以必须在电路在断路器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才可以操作隔离开关。

型号                     额定工作电压(KV)                     最高工作电压(KV)                     额定工作电流(A)                     动稳定电流(峰值)(KA)                     2S热稳定电流(KA)

GN19-10/400-12.5

GN19-10/630-20

GN19-10/1000-31.5

GN19-10/1250-40

GN19-10C1/400-12.5

GN19-C110/630-20

GN19-10C1/1000-31.5

GN19-10C1/1250-4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400

630

1000

1250

400

630

1000

1250

31.5

50

80

100

31.5

50

80

100

12.5

20

31.5

40

12.5

20

31.5

40

GN19-12系列户内高压隔离开关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6,10kv,额定工作电流400,630,1250A的电力系统中,作为有电压无负荷情

况下的分断,闭合电路的户内开关设备使用。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1.分闸后，建立可靠的绝缘间隙，将需要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与电源用一个明显断开点隔开，以保证检修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根据运行需要，换接线路。

3.可用来分、合线路中的小电流，如套管、母线、连接头、短电缆的充电电流，开关均压电容的电容电流，双母线换接时的环流以及电压

互感器的励磁电流等。

4.根据不同结构类型的具体情况，可用来分、合一定容量变压器的空载励磁电流。

高压隔离开关按其安装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户外高压隔离开关与户内高压隔离开关。户外高压隔离开关指能承受风、雨、雪、污秽、凝露、

冰及浓霜等作用，适于安装在露台使用的高压隔离开关。按其绝缘支柱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单柱式隔离开关（single-column disconnector)、

双柱式隔离开关（double-column disconnector)、三柱式隔离开关（three-column disconnector)。其中单柱式隔离开关在架空母线

下面直接将垂直空间用作断口的电气绝缘，因此，具有的明显优点，就是节约占地面积，减少引接导线，同时分合闸状态特别清晰。在超

高压输电情况下，变电所采用单柱式隔离开关后，节约占地面积的效果更为显著。

隔离开关在低压设备中主要适用于民宅、建筑等低压终端配电系统。

产品作用
The product function

高压隔离开关系列

GN19-12系列

户内高压隔离开关
Indoor high-voltage isolating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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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GN24-12D(|、‖)，GN24-12D(|、‖)C系列户内高压隔离开关为额定电压10kV，三相交流50Hz的户内装置。

结构形式：

  a、GN24-12D(| 1.2、‖1.2)Q型隔离开关为动(或静)触头侧接地形式；主刀和接地刀组合在一整体框架上；1型为左边操作；2型为右边操作

；Q型为全工况产品，并可根据用户定货要求附装带电显视装置。

  b、GN24-12SD |、‖(C1．2．3)型隔离开关为动，静触头两侧接地形式，并可把动(或静)触头侧改为穿墙套管；(或两侧都改用穿墙套管)主

刀和两组接地刀结合在同一框架上，其中一组接地刀可单独操作，也可同时用一台机构操作。

  a．海拔：1000m；

  b．周围空气温度；

  c．周围环境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d．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e．没有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

GN24-12系列

户内高压隔离开关
Indoor high-voltage isolating switch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高压隔离开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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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30-12系列

户内旋转式高压隔离开关
Indoor rotary high pressure isolating switch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使用环境条件
Using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GN30-12型户内旋转式高压隔离开关是一种旋转触刀式的新型隔离开关，主要 结构是在三相共底架上，下两个平面上，固定两组绝缘子及

触头，通过旋转触刀，从而实现开关的分合闸。

GN30-12D型开关是在GN30-12型开关基础上增加带接地刀的形式，可满足不同电力系统的需要，本产品设计紧凑占用空间小 绝缘能力强。

易于安装调整，其性能符合GB1985-89《交流高压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的要求，适用于额定电压12千伏交流50Hz及以下户内电力系统中，

作为在有电压无负载情况下，分合电路之用。可与高压开关柜配套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下限-10℃；

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最大于90%；

地霸烈度不超过8度；

无严重粉尘 化学腐蚀性和爆炸性物质的场所；

无经常性剧烈振动的场所在地。

高压隔离开关是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系统中重要的开关电器，需与高压断路器配套使用，其主要功能是：保证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

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

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

主要技术参数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GN30-12/400-12.5

GN30-12D/400-12.5

12

12.7

400

12.5

31.5

GN30-12/630-20

GN30-12D/630-20

630

20

4

50

GN30-12/1000-31.5           GN30-12/1250-31.5

GN30-12D/1000-31.5            GN30-12D/1250-31.5

1000 

31.5

80

1250

产品型号规格
参数

项目

额定电压（KV）

最高电压（KV）

额定电流（KA）

热稳定电流（KA）

热稳定时间（S）

动稳定电流（KA）

相间 相地75 断口85

相间 相地42 断口48

雷电冲击电压（KV）

1min 工频耐压（KV）
额定绝缘水平

高压隔离开关系列



产品结构特点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技术数据
Technical data

外型及安装尺寸图
Outline and installation dimension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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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系列
避雷器、熔断器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氧化锌避雷器是采用了非线性伏-安特性十分优异的氧气锌电阻片，故而避雷器的徒坡，雷电波，操作波下的保护特性均比传统的碳化硅避雷器

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氧化锌电阻片具有良好的徒坡响应特性，对陡坡电压无迟延，操作残压低，没有放电分散性等优点。从而克服了碳化硅

避雷器所固有的因陡坡放电迟延而引起的陡坡放电电压高，操作波放电分散性大而导致操作波放电电压高等缺点，使得陡坡，操作波下的保护裕

度大大地提高，而且在绝缘配合方面，能够作到陡坡，雷电波，操作波的保护裕度接近一致，从而对电力设备提供最佳的保护，进而提高了保护

的可靠性。氧化锌避雷器同时具有吸收雷电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和工频暂态过电压的能力。

复合氧化锌避雷器是采用整体硅橡胶模压成型，密封性能好，防爆性能优异，耐污秽免清洗，并能减少雾天湿闪发生，耐电蚀抗老化，体积小重

量轻，耐碰撞，便于安装和维护。是瓷套避雷器的更新换代产品。

1. 环境温度为-40℃~+40℃；

2.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3. 电源频率为48Hz~62Hz；

4.最大风速不超过35m/s；

5. 地震裂度7度及以下地区。

长期施加的电压不超过其最高持续运行电压。

技术标准
Product overview

产品生产执行的标准为GB11032-2000（eqv IEC60099-4:1991）《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JB/T8952-2005《交流系统用复合外

套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1.体积小、重量轻，耐碰撞、运输无碰损失，安装灵活，特别适合在开关柜内使用；

2.特殊结构，整体模压成型，无气隙、密封性能好，防潮防爆；

3.爬电距离大，增水性好，耐污能力强，性能稳定，减少运行维护；

4.独特配方的氧化锌电阻片，高容量，低泄露；

5.实配直流参考电压、方波通流容量和大电流耐受能力都高于国家标准。

产品特点
Product overview

配电型避雷器：

用于保护相应电压等级的电力主变、开关柜、箱式变、电力电缆出线头、柱上开关等配电设备免受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的危害。

电站型避雷器：

用于保护发电厂、变电站的交流电气设备免受大气过电压和操作电压的损坏。

用途
Product overview

避雷器系列
Lightning arrester series

HY1.5W-0.28/1.3

HY1.5W-0.6/2.6

Y1.5W-0.28/1.3

Y1.5W-0.5/2.6

FYS-0.22

HY5WS-17/50（L）
HY5WZ-17/45 HY5WZ-5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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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断器系列
避雷器、熔断器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跌落式熔断器及拉负荷跌落式熔断器是户外高压保护电器。它装置在配电变压器高压侧或配电线支干线路上、用作变压器和线路的短路、过载保

护及分、合负荷电流。跌落式熔断器由绝缘支架和熔丝管二部分组成，静触头安装在绝缘支架两端，动触头安装在熔丝管两端，熔丝管由内层的

消弧管和外层的酚醛纸管或环氧玻璃布管组成。拉负荷跌落式熔断器增强弹性辅助触头及灭弧罩，用以分，合负荷电流。

跌落式熔断器在正常运行时，熔丝管借助熔丝张紧后形成闭合位置。当系统发生故障时，故障电流时熔丝迅速熔断，并形成电弧，消弧管受电弧

灼热，分解出大量的气体，使馆内形成很高压力，并沿管道形成纵吹，电弧被迅速拉长而熄灭。熔丝熔断后，下部动触头失去张力二下翻，锁紧

机械，释放熔丝管，熔丝管跌落，形成明显的开断位置。当需要拉负荷时，用绝缘杆拉开动触头，此时主动、静动触头仍然接触，继续用绝缘杆

拉动触头，辅助触头也分离，在辅助触头之间产生电弧，电弧在灭罩狭缝中被拉长，同时灭弧罩产生气体，在电流过零时，将电弧熄灭。

1.适用于环境温度上限40℃，下限-30℃之内。

2.海拔不超过1000m，风速不大于35m/s

3.熔断器不适用于下述场所

3.1有燃料或爆炸危险的场所。

3.2有剧烈震动或冲击的场所。

3.3有异电化学气体作用及严重空气污秽，烟雾地区。

结构简介
Product overview

熔断器是由基座和消弧装置两大部分组成，灭弧管下端装有可能转动的弹簧支架，始终使熔丝处于紧张状态，以保证灭弧管在合闸位置的自锁，

线路与变压器过载或短路中，熔丝熔断，熔丝迅速从灭弧管中抽出，灭弧管设计为逐级排气式解决在同一熔断器上开断大小电流的矛盾。

户外跌落式熔断器适用于35kv及以下电压频率50Hz电力系统中，作输电线路、电力变压器过载和短路保护，分合额定负荷电流只用，机械寿命

≥2000次。

用途
Product overview

序号 名称 保证值

1

2

3

型号规格

系统额定电压（kV）

熔断器额定电压（kV）

RW12-12/200A

10

12

200A

25-200A任选

50Hz

4

5

6

额定电流（A）

额定频率（Hz）

熔断器底座

熔断件

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峰值）

1min工频耐受电压

（kV）

1min工频湿耐受电压

（kV）

断口

相对地

断口

相对地

断口

相对地 115

125

42

65

38

55

12.5kA

215

800

219

300

217

300

75N

A级

K型

375mm

180mm

单柱式结构

380×340×480

22

3/1

7

8

9

10

11

额定开断电流（kA）

熔断器最小相间距离

机械稳定性（连续合分操作次数）

最高允许温度（℃）

允许温升（K）

熔体

其他零件、材料及介质

熔体

其他零件、材料及介质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承受静拉力（N）

熔断器等级（A级或B级）

熔断件类型（K型或T型）

复合外套外表面泄露距离（mm）

复合外套干弧距离（mm）

结构型式

包装尺寸（mm）

运输重量（kg）

运输包装（支/箱）

检验报告

序号 名称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海拔高度（m）

最高环境温度（℃）

最低环境温度（℃）

覆冰厚度mm

最大风速m/s

年平均雷电日

污秽等级

耐震能力

水平加速度

垂直加速度

参数值

≥4000

50

-40

15

45

45

Ⅲ

8度设防

0.3

0.15

RW型熔断器系列
Fus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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