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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力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开

关柜。开关柜包括柜体和安装在柜体内的电气部

件，柜体内有环保绝缘气体，电气部件包括绝缘

件以及固定安装在绝缘件上的高压带电件，开关

柜内在绝缘件和高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还固定

有与绝缘件分离、与高压带电件电性连接的均压

环，均压环遮挡在绝缘件、高压带电件以及环保

绝缘气体的交汇位置处。均压环与高压带电件电

性连接，因此二者具有同等电位，将均压环遮挡

在绝缘件、高压带电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的交汇

位置处，可以利用均压环屏蔽掉高压带电件与绝

缘件连接位置处的电场畸变，均匀该处电场，使

开关柜整体绝缘性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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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开关柜，包括柜体和安装在柜体内的电气部件，柜体内有环保绝缘气体，电气部

件包括绝缘件以及固定安装在绝缘件上的高压带电件，其特征是，开关柜内在绝缘件和高

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还固定有与绝缘件分离、与高压带电件电性连接的均压环，均压环遮

挡在绝缘件、高压带电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的交汇位置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柜体内设有密封绝缘气箱，密封绝缘气箱

内充满环保绝缘气体，均压环处于密封绝缘气箱内的绝缘件和高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密封绝缘气箱内充满的环保绝缘气体

为氮气、二氧化碳或干燥空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通过螺钉

连接，均压环也通过该螺钉实现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均压环包括环形管体，环形管体的环

内设有固定板，固定板上设有螺钉穿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项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高压带电件为导流板，均压

环处于导流板端部并遮挡绝缘件和导流板接触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高压带电件为导流板，均压环处于

导流板端部和密封绝缘气箱的箱壁之间，且处于绝缘件和导流板连接位置的靠近密封绝缘

气箱箱壁的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均压环包括两个U形管，两个U形管的

开口侧对接从而围成所述环形管体。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均压环包括两个开口相对的U形管以

及连接在两U形管之间的直管，两U形管与直管共同围成所述环形管体。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关柜，其特征是，所述均压环处于绝缘件的背向高压带电

件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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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开关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开关柜。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气体绝缘开关柜主要采用SF6气体，由于SF6气体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

环保型气体绝缘开关柜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开关柜内部一般安装有套管、固封极柱、绝

缘子等绝缘件，各绝缘件构成高压开关柜不可缺少的部分。由于环保型气体绝缘开关柜所

使用的绝缘气体与SF6气体、固体绝缘件的介电常数相差很大，因此，在导电体、固体绝缘件

以及绝缘气体三种介质交汇处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电场畸变。通常的解决办法主要包括增大

绝缘距离和屏蔽掉电场畸变。如果单一的增大绝缘距离，那么开关柜的整体体积势必增大，

从而失去了气体绝缘开关柜尺寸小、节约空间的优势。如何在不增大开关柜整体尺寸的同

时提高开关柜的整体绝缘性能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5244798B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该环

网柜包括气箱、隔离操动机构、断路器操动机构和隔离开关，气箱上部左右两侧设有母联

座，隔离开关的绝缘轴与隔离操动机构的输出轴连接，隔离开关下方设有断路器极柱，三个

极柱后出线端通过上馈线与隔离开关的导电板连接，极柱下出线端通过下馈线与套管连

接，隔离开关的主连接板通过竖排导电件与母联座连接；为了优化电场分布，导电性连接件

与各元器件的连接均采用了均压件，均压件包括均压圆环和位于均压件中部的螺钉孔、螺

帽沉孔，将螺钉穿过均压件上的螺钉孔，螺帽沉入螺帽沉孔，螺帽低于均压圆环面。

[0004] 前述专利所涉及的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中所采用的均压件在使用过程中仅仅将

螺钉头包围，实现了对连接螺钉周围电场的均匀，而不能够对高压带电件与绝缘件连接位

置的电场起到均匀作用，环网柜在高压带电件与绝缘件连接位置处电场分布不均匀，整体

绝缘性能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开关柜，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开关柜在高压带电件与

绝缘件连接位置处电场分布不均匀、整体绝缘性能较差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开关柜的技术方案是：

[0007] 开关柜包括柜体和安装在柜体内的电气部件，柜体内有环保绝缘气体，电气部件

包括绝缘件以及固定安装在绝缘件上的高压带电件，开关柜内在绝缘件和高压带电件的连

接位置还固定有与绝缘件分离、与高压带电件电性连接的均压环，均压环遮挡在绝缘件、高

压带电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的交汇位置处。

[0008] 均压环与绝缘件分离、与高压带电件电性连接，因此均压环与高压带电件上具有

同等电位，高压带电件、绝缘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三种介质交汇处电场畸变严重，电流容易

击穿环保绝缘气体而对柜体放电，将均压环遮挡在绝缘件、高压带电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

的交汇位置处，可以利用均压环屏蔽掉高压带电件与绝缘件连接位置处的电场畸变，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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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电场，使开关柜整体绝缘性能得到提高。

[0009] 进一步地，柜体内设有密封绝缘气箱，密封绝缘气箱内充满环保绝缘气体，均压环

处于密封绝缘气箱内的绝缘件和高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处。高压带电件、绝缘件以及环保

绝缘气体三种介质交汇处电场畸变严重，均压环设在该位置能够起到更好的绝缘效果。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绝缘气箱内充满的环保绝缘气体为氮气、二氧化碳或干燥

空气。成本较低且对环境影响小。

[0011] 在上述任意一种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通过螺钉连接，均压环

也通过该螺钉实现固定。固定连接方便，而且能够实现高压带电件与均压环的电性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均压环包括环形管体，环形管体的环内设有固定板，固定板上设有

螺钉穿孔。螺钉穿过固定板上的螺钉穿孔从而将均压环与高压带电件固定连接。

[0013] 在上述任意一种方案的基础上，所述高压带电件为导流板，均压环处于导流板端

部并遮挡绝缘件和导流板接触位置。导流板端部电场畸变严重，将均压环设在导流板端部

能够更好的均匀该处电场，均压环遮挡绝缘件和导流板接触位置则能够避免因导流板端部

电场畸变严重而导致该处电流击穿环保绝缘气体后向柜体放电，提高开关柜绝缘性能。

[0014] 当柜体内设有密封绝缘气箱时，所述高压带电件为导流板，均压环处于导流板端

部和密封绝缘气箱的箱壁之间，且处于绝缘件和导流板连接位置的靠近密封绝缘气箱箱壁

的一侧。避免电流击穿环保绝缘气体后向箱体放电。

[0015] 所述均压环包括两个U形管，两个U形管的开口侧对接从而围成所述环形管体。

[0016] 或者，所述均压环包括两个开口相对的U形管以及连接在两U形管之间的直管，两U

形管与直管共同围成所述环形管体。两U形管与直管配合使用可以根据需要提供不同范围

的均匀电场。

[0017] 所述均压环处于绝缘件的背向高压带电件的一侧。均压环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灵

活改变，以均匀特定范围的电场。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1中高压带电件端部固定有均压环的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1中绝缘件的背向高压带电件的一侧固定有

均压环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1中均压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2中均压环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1-绝缘件；12-高压带电件；13-螺钉；14-密封绝缘气箱；15-环保绝缘气体；

2-均压环；21-U形管；22-直管；23-固定板；230-螺钉穿孔；3-均压环支撑架；4-均压环支撑

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4] 本发明的开关柜的具体实施例1，如图1至图3所示，包括柜体和安装在柜体内的电

气部件，柜体内有环保绝缘气体15，电气部件包括绝缘件11以及固定安装在绝缘件11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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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带电件12。柜体内设有密封绝缘气箱14，密封绝缘气箱14内充满环保绝缘气体15，位于

密封绝缘气箱14内的绝缘件11和高压带电件12的连接位置处固定有均压环2，均压环2与高

压带电件12电性连接，与绝缘件11分离，均压环2遮挡在绝缘件11、高压带电件12以及环保

绝缘气体15的交汇位置处。绝缘件11与高压带电件12通过螺钉13连接，均压环2也通过该螺

钉13实现固定，这样不仅固定连接方便，而且能够实现高压带电件12与均压环2的电性连

接。如图3所示，均压环2包括两个开口相对、横截面为圆的U形管21以及连接在两U形管21之

间的直管22，两U形管21与直管22共同围成环形管体。环形管体的环内设有固定板23，固定

板23上设有螺钉穿孔230，螺钉13穿过固定板23上的螺钉穿孔230从而将均压环2与高压带

电件12固定连接。固定板23与环形管体焊接连接，当然，也可以一体成型。

[0025] 高压带电件12、绝缘件11以及环保绝缘气体15三种介质交汇处不可避免的会发生

电场畸变，为避免放电现象发生，将均压环2通过均压环支撑架3固定到高压带电件12上，使

高压带电件12与均压环2具有同等电位，使均压环2遮挡在绝缘件11、高压带电件12以及环

保绝缘气体15的交汇位置处，利用均压环2屏蔽掉三种介质交汇处的电场畸变，均匀该处电

场，提高开关柜整体绝缘性能。本实施例中高压带电件12为导流板，导流板、绝缘件11以及

环保绝缘气体15三种介质交汇处发生电场畸变，尤其在导流板端部电场畸变更为严重，因

此，优选地，将均压环2设置在导流板端部和密封绝缘气箱14的箱壁之间，且处于绝缘件11

和导流板连接位置的靠近密封绝缘气箱14箱壁的一侧，均压环2遮挡住绝缘件11和导流板

接触位置，以更好的均匀该处电场，避免电流击穿环保绝缘气体15后向箱体放电。本实施例

中，环保绝缘气体15采用的是氮气，当然，还可以采用干燥空气、二氧化碳等其他环保绝缘

气体。

[0026] 高压带电件12与绝缘件11通过螺钉13固定连接，如图1所示，当螺钉13与高压带电

件12直接接触，而与绝缘件11不直接接触时，高压带电件12、绝缘件11以及环保绝缘气体15

三种介质交汇处发生电场畸变，将均压件2设置在高压带电件12端部和密封绝缘气箱14的

箱壁之间，以更好的均匀三种介质交汇处产生的电场。

[0027] 当螺钉13先穿入绝缘件11，后穿进高压带电件12内时，如图2所示，螺钉头位于绝

缘件11的背向高压带电件12的一侧，此时，螺钉13与高压带电件12不直接接触，而与绝缘件

11直接接触，且螺钉13上具有与高压带电件12上同等的电位，这样，带电螺钉13、绝缘件11

以及环保绝缘气体15三种介质交汇处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电场畸变。为均匀三者交汇处产

生的电场，避免三者交汇处的电流击穿环保绝缘气体15后向密封绝缘气箱14箱体放电，在

带电螺钉13与绝缘件11的连接位置处设置了均压环2，并通过均压环支撑套4将均压环2与

绝缘件11隔离开一定距离。利用均压环2将带电螺钉13、绝缘件11以及环保绝缘气体15三种

介质交汇处产生的电场畸变屏蔽掉，均匀该处电场。

[0028] 上述实施例1中，均压环2包括两个开口相对的U形管21以及连接在两U形管21之间

的直管22，两U形管21与直管22共同围成环形管体，两U形管21与直管22配合使用可以根据

需要提供不同范围的均匀电场，环形管体的环内设有固定板23，固定板23上设有螺钉穿孔

230。在实施例2中，当需要保证较小范围的均匀电场时，如图4所示，还可以不设直管，将两

个U形管21的开口侧对接围成环形管体；当然，两U形管21还可以一体成型。

[0029] 上述实施例1中，开关柜内设有密封绝缘气箱，密封绝缘气箱内充满有环保绝缘气

体，在位于密封绝缘气箱内的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处设有均压环，利用均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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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掉高压带电件、绝缘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三种介质交汇处产生的电场畸变，均匀该处

电场。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以同时在柜体内处于密封绝缘气箱外的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

的连接位置处设置均压环；当开关柜内不设密封绝缘气箱时，柜体内有环保绝缘气体，此时

还可以在柜体内的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的连接位置处设置均压环，利用均压环屏蔽掉高压

带电件、绝缘件以及环保绝缘气体三者交汇位置处的电场畸变，均匀该处电场。

[0030] 上述实施例1中，绝缘件与高压带电件通过螺钉连接，均压环也通过该螺钉实现固

定。在其他实施例中，均压环还可以采用焊接或者铆接的方式固定。

[0031] 上述实施例1中，高压带电件为导流板。在其他实施例中，高压带电件还可以为导

电排等其他导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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