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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提供可靠电力输送方案



客户至上

 ●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  向客户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

 ●  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

创业者精神

 ●  克服官僚主义、追求速度与效率；

 ●  勇于开拓，永远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  联系个人和企业，尊重团队的价值，

   承诺个人的责任；

 ●  有激情，有梦想，重执行，讲成果。

善用科技、创新发展

 ●  坚持科技创新，塑造一流广电电气品牌；

 ●  让科技资源成为公司的宝贵财富；

 ●  让每一次变革都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

提供可靠电力输送方案

前言

产品执行以下标准：

●  GB3906  《3.6~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  GB/T1102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  GB311.2 《高电压试验技术》

●  DL/T404 《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

●  IEC62271-200《额定电压1kV以上52kV及以下交流金属封闭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AEG合作生产的ZSG-40.5交

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适用于额定电压40.5kV，额定频率50Hz的单母

线或单母线分段系统，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并对电路实行控制、

保护和监测的供配电设备。

ZSG-40.5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采用中置式结构，基本骨架由

优质敷铝锌钢板弯制后用螺栓栓结而成，并在数控柔性生产加工线

上加工生产，除具有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同的结构、技术参数、制造

技术外，为更好的满足国内运行的实际情况，产品还加大了空气绝

缘净距，是目前最先进的开关设备。

开关柜配装AEG Galaxy VL-40.5真空断路器，构成各种变配电

系统。

ZSG-40.5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是技术先进、性能稳定、结

构合理、使用方便、安全可靠的配电设备。已在发电、变电、机场

码头、钢铁、石化、轻工以及宾馆、广场及大型建筑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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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使用条件

●  环境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不低于-15℃，且在24小时内测得的平均值不超过35℃。

●  环境湿度： 在24小时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的平均值不超过95%；

 在24小时内测得的水蒸气压力的平均值不超过2.2KPa；

 月相对湿度平均值不超过90%；

 月水蒸气压力平均值不超过1.8KPa。

●  海拔不超过1000米。

●  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  周围空气没有明显的受到尘埃、烟、腐蚀性和/或可燃性气体、

  蒸汽或烟雾的污染。

●  凝露和污秽运行下的严酷度：按GB3906中II级规定。

注：① 相对湿度大于70%时应接通加热器，用以防凝露。

    ② 当用于海拔高于1000米的地区，须与厂家协商采取必要的加强绝缘措施。

    ③ 当其他使用条件不能满足要求时，应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名 称 单 位 参 数

技术参数

提供可靠电力输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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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技术参数

注：“*”在风冷的条件下；“**”括号内数据用于架空进出线。

VL-40.5真空断路器技术参数

名 称 单 位 参 数

主回路电阻

1250A

1600A

2000A

2500A

VL-40.5真空断路器操作机构

储能电动机功率(VA/W)额定电压(V) 合闸脱扣器电流(A) 分闸脱扣器电流(A)

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40.5

1250、1600、2000、2500、3150*

 3150

50

25、31.5

4

63、80

31.5

4

80

185

215

95

115

2

25、31.5

63、80

分-0.3s-合分-180s-合分

IP4X/IP2X

1200x2500(2900)**x2400

kV

A

A

Hz

kA

S

kA

kA

S

kA

kV

kV

kA

kA

mm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主母线额定电流（max)

额定频率

接地开关动

热稳定

主回路额定

绝缘水平

主回路动热

稳定

辅助回路工频耐压(1min)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操作顺序

防护等级（外壳/内部）

外形尺寸（宽x深x高）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雷电冲击耐压（峰值）

工频耐压(1min)(有效值)

相间、相对地

隔离断口

相间、相对地

隔离断口

40.5

1250、1600、2000、2500

 50

90

185

25、31.5

63、80

25、31.5

63、80

20

分-0.3s-合分-180s-合分

10000(M2级)

≤70

≤50

275±1.5

≤45

≤40

≤40

≤30

kV

A

Hz

kV

kA

次

 

次

ms

mm

μΩ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频率

额定绝缘

水平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有效值)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4s)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额定短路电流开断次数

操作顺序

机械寿命

合闸时间

分闸时间

相间中心距离

1min工频耐受电压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交流

直流

110

220

110

220

120

120

120

120

2.5

1.7

2.5

1.7

2.5

1.7

2.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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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G-40.5开关柜内部结构图 可抽出部分

ZSG-40.5开关柜由固定的柜体和可抽出手车两大部分组成。柜体的外壳和各功能单元的隔板均采用优质敷铝锌钢板

组成，每一个功能单元均独立。其基本框架经多层折弯增加强度后用紧固件栓接，柜体包括基本框架和安装在该框架上

的前门、顶盖板、侧板和后盖板。手车采用中置式锁定结构，避免了落地式手车因柜底盘不平造成车柜主回路隔离插头

配合不到位而引起的一系列弊端。

开关柜圆管母线的联接方法：将圆管母线的连接头部分进行特殊工艺处理，通过转换装置，在不改变母线截面积的

前提下，把圆管母线的联接转化为矩形母线的联接，使母线联接简单化，提高了效率和联接的可靠性。

此联接技术获国家专利，专利号：ZL200620044011.0

可抽出部分根据具体的用途，分为真空断路器手车、电压互感器手车、隔离手车、避雷器手车等。相同类型及规格

的手车可完全互换，手车在柜内有隔离/试验位置、工作位置，每一个位置均设有定位装置，确保了手车处于以上特定位

置时才允许进行相应的操作。

AEG Galaxy VL-40.5真空断路器装在可移动的小手上组成可抽出断路器手车。设备检修时借助专用的升降车可方便地

将断路器移至柜外。断路器配弹簧操作机构，采用全封闭绝缘设计，高性能真空灭弧室和超小型模块化操作机构，具有

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和免维护的特点，可以满足最严酷的使用要求。

结构特点

主母线联接专利技术

隔离小室

A. 母线室

B. 断路器室

C. 电缆室

D. 低压室

1. 压力释放板

2. 管形主母线

3. 分支母线

4. 母线套管

5. 隔离触头装置

6. 电流互感器

7. 绝缘子

8. 联锁机构

9. 接地开关

10. 防护活门

11. 二次插头

12. 真空断路器

2

3

4

5

6

7

8

9

12

11

10 A

BD

C

1

VL-40.5真空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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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车室

手车室位于柜前中部，室顶有独立的泄压通道，室后

装有一次触头盒及金属折叠式防护活门，利用链条带动链

轮开启或者关闭。当手车从试验位置向工作位置运动过程

中，可以通过前门的玻璃视窗观察手车移动情况，手车位

置由位置开关指示。手车室的右上部为64芯的二次插座，

和断路器二次插头相连并由机械联锁控制，当断路器在工

作位置时二次插头不能拔出。手车室两侧均设有二次电缆

通道直通仪表室，手车室门上有供关门操作的紧急分闸及

手车摇柄开孔，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电缆室

电缆室位于柜后下方，顶部有独立的泄

压通道，其底部有电缆夹和电缆盖板供穿越

和固定一次电缆用。电缆室底部的变径密封

圈可按实际穿越的电缆直径开孔，以确保电

缆室与电缆沟的隔离。电缆室内按需求可配

装接地开关和氧化锌避雷器，接地开关与后

盖板有可靠的机械联锁。

低压室

低压室位于开关柜前上方。内部设有网

格式元件安装板，便于继电仪器的安装。小

室底部有可以上下翻转的端子安装板，用于

安装接线端子和小母线端子，左右侧板与端

子对应处开有供柜间小母线穿越的圆孔。小

室门装有表明断路器、手车、接地开关实际

状态位置的主回路电子模拟指示装置，还可

安装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及其他控制和操作器

件，实现系统的遥控、遥测、遥信和就地监

控等功能。

母线室

母线室位于柜后上方。小室顶部设有独立的泄压通

道，邻柜间均有金属隔板及供主母线穿越的环氧体穿墙套

管和橡胶垫。采用管形铜母线，最大电流为3150A。管形主

母线呈三角形布置，使相和相，相对地电场分布均衡，采

用复合绝缘，其搭接面采用绝缘包覆，结构简单，绝缘性

能好。穿墙套管采用环氧浇注，内部有专门设计的屏蔽层

和均压层，提高了绝缘强度。此屏蔽技术获国家专利，专

利号:200620044010.6。

节能 高效 可靠



本开关柜具有可靠的闭锁装置，为操作人员和设备提供可靠的安全和保护，其作用如下：

●  只有当接地开关在分闸位置时，手车才能从断开/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

●  只有当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时，手车才能在柜内移动；

●  接地开关在合闸位置时，手车不能从断开/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

●  手车只有在断开/试验位置或柜外时，接地开关才能合闸；

●  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拔除；

●  只有当断路器手车处于断开/试验或工作位置时，断路器才能进行分、合闸操作；

●  允许利用提示性或强制性的高压带电显示器监视电源的带电状态；

●  后门和接地开关的联锁装置，确保当接地开关分闸时不能打开后门或者后门打开时不能分接地开关，

  更好的避免误入带电间隔。

防止误操作的闭锁装置

提供可靠电力输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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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的接地装置

整台开关柜采用金属铠装结构形成一个整体，并通过

接地母线可靠接地。开关柜排列就位后，应可靠连接柜与

柜之间的接地母线，在开关柜内部连接所有需要接地的引

线，并将接地母线与配电室的接地系统可靠联接。

开关柜配装JN型接地开关，它为三相共底架，手力弹

簧储能结构形式，靠弹簧能量释放实现快速合闸，设计先

进，关合能力强。开关配备分合闸指示器，操动机构连杆

上安装机械联锁装置，还可另加闭锁用电磁铁，实现电气

联锁。开关带有辅助接点，供二次回路指示和遥测使用。

压力释放装置

在手车室、母线室、电缆室上方均设有压力释放装

置。当手车室、母线室或电缆室发生内部故障时，伴随电

弧的出现，开关柜内部的压力升高，由于装设在门上的密

封圈把柜体前部完全封闭，因此顶部装设的压力释放金属

板被自动打开，释放压力和排泄气体，以确保操作人员和

开关柜的安全。 节能 高效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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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墙安装开关柜的基础宽架的结构示意图

安装开关柜的地面基础施工应符合“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中的柜与槽钢连接的规定，以保证安装质量。

●  基础槽钢构架安装的技术要求为允许误差不大于1mm/m总长偏差±3mm。

●  开关柜的安装基础一般分为二次浇灌混凝土。第一次为开关柜的安装基础，第二次为地面补充层。

  一般厚度为60mm，补充层高度应低于基础槽钢1~3mm.

基础形式

Power Cable Trench

Basic Channel Steel Frame
NO.8. Channel Steel

Primary Cable Hole

Φ13 (Installation
Holes on the Chassis

of Cubicle)

Secondary
Cable Hole

Control Cable Trench

手车从柜内外移时借助于升降小车，压动杠杆手柄能使车斗平稳提升及下降。升降车自身带有锁定机构，具有操

作方便、省力、平稳、安全之优势。

升降小车

离墙安装电缆沟示意图

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  结构紧凑，造型美观

●  模块化设计，最少的机械构件

●  低震动、低噪音的弹簧操动机构

●  电磁磁场对称均布，绝缘强度高

●  中置螺旋式推进，操作简单方便

●  额定电流630~3150A（3150A带风冷）

●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31.5kA

输配电产品

VL-40.5系列真空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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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保护测控为一体

●   系列完善，功能强大

●   可就地及远方显示

   I, V, W, Var, VA, Varh, Wh. PF, Hz

●   变送器功能

●   脉冲输入功能

●   开关量输入/输出功能

●   大屏幕中文显示

●   在线软件升级

Galaxy系列微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

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节能 高效 可靠

其他附件

运输与储存

开关柜在运输与储存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   不许倾翻、倒置和遭受剧烈震动；

●   应防止雨淋，以免产品受潮；

●   不得随意拆卸电器元件与附件。

文件和附件

●   产品合格证；

●   产品使用说明书；

●   排列图及二次接线图；

●   断路器、接地开关的操作手柄，断路器储能手柄，

   门钥匙等专用工具适量；

●   转运平台车适量；

●   其他备件由用户根据需要向制造厂订货。定货须知

定货时，用户应提供下列资料：

●   一次线路方案及单线系统图；

●   开关柜的排列图和配电室的平面布置图；

●   每台开关柜内部需装配的各种电器设备详细的

   规范及数量；

●   二次回路展开图。



广电电气16 广电电气 17

提供可靠电力输送方案Deliver Reliable Power Solutions

合作生产

一次主接线方案 一次主接线方案

方案应用举例

VL

VL

VL

VL

VL

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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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接线图

VL-40.5 真空断路器手车内部接线图

说明：

1. 接线图表示断路器处于分闸及未储能状态，手车处

  于试验位置。

2. 当操作电源直流时，需保证虚线框中的极性一致。

ZSG-40.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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