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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

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系统，包括

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35kV主母线、35kV  GIS母

线和总断路器间隔。35kV主母线下方设有35kV 

GIS母线，35kV  GIS母线一端与500kV变电站主变

压器低压侧套管相连，另一端通过总断路器间隔

与35kV主母线相连。总断路器间隔采用GIS设备，

且总断路器间隔设置在35kV主母线下方。35kV 

GIS母线具有实现主变压器低压侧三角形接线的

功能，布置于35kV主母线下方。由以上技术方案

可知，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前期未给35kV汇流母线

和总断路器间隔预留位置且主变压器为分相变

的500kV变电站，利用35kV  GIS母线和GIS设备尺

寸小、安全可靠的优势，为500kV变电站低压侧加

装总断路器提供了解决方案，降低了500kV变电

站主变停电甚至全站全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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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系统，包括500kV变电站

主变压器和35kV主母线；其特征在于：所述35kV主母线下方设有35kV  GIS母线，所述35kV 

GIS母线一端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相连，另一端通过总断路器间隔与35kV主

母线相连；所述总断路器间隔采用GIS设备，且总断路器间隔设置在35kV主母线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35kV  GIS母线上设有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所述35kV  GIS母线进

线套管通过软导线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总断路器间隔的主变侧与35kV  GIS母线相连，另一侧通过出线套管

和软导线接至35kV主母线。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的数量为6只，分别对应3台单相500kV主变

压器的6只低压侧套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35kV  GIS母线平行设置在35kV主母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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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500kV变电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

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500kV变电站的主变压器35kV主回路是否装设总断路器，长期以来存在不同

看法。由于不装设总断路器间隔可以节省占地和工程投资，经济效益显著，因此，具有相当

数量的已建500kV变电站均未装设总断路器，且未给35kV汇流母线和总断路器间隔预留远

景安装位置。但是，对于未装设总断路器的变电站，当发生故障而分支断路器拒动时，需要

切除主变三侧，而且当  35kV主母线与分支断路器之间的设备故障或者需要停电检修时，相

应主变压器需要停电。若装设总断路器，上述情况仅需主变压器低压侧停电，主变压器高中

压侧可以正常运行。

[0003] 另外，经过多年的运行经验及数据统计，35kV母线隔离开关的缺陷率较高，未设置

低压侧总断路器的变电站，由于低压母线与主变低压侧死接，检修母线隔离开关需要主变

陪停，增加了主变停电概率。为改善这一现象，多个省电力公司要求对前期未装设低压侧总

断路器间隔的500kV变电站，逐步完成总断路器间隔的加装工程。因变电站布局紧凑，若前

期未给35kV汇流母线和总断路器间隔预留安装位置，常规设备难以满足现场空间布置要

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  侧总断

路器间隔系统的解决方案，该方案适用于前期未给35kV汇流母线和总断路器间隔预留位置

且主变压器为分相变的500kV变电站，满足500kV变电站35kV侧加装总断路器间隔的要求，

具有结构紧凑、运行安全可靠等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系统，包括500kV变电

站主变压器和35kV主母线。所述35kV主母线下方设有35kVGIS  母线，所述35kV  GIS母线一

端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相连，另一端通过总断路器间隔与35kV主母线相连；

所述总断路器间隔采用GIS设备，且总断路器间隔设置在35kV主母线下方。

[0007]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上设有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所述35kV GIS母线

进线套管通过软导线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相连。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总断路器间隔的主变侧与35kV  GIS母线相连，另一侧通过出线套

管和软导线接至35kV主母线。

[0009]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的数量为6只，分别对应3台单相500kV主变

压器的6只低压侧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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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与35kV主母线平行设置。

[0011]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前期未给35kV汇流母线和总断路器间隔

预留位置且主变压器为分相变的500kV变电站，利用35kV  GIS母线和GIS设备尺寸小、安全

可靠的优势，为500kV变电站低压侧加装总断路器提供了解决方案，降低了500kV变电站主

变停电甚至全站全停的概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变进线断面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总断路器间隔断面图。

[0015] 其中：

[0016] 1、35kV  GIS母线，2、总断路器间隔，3、35kV主母线，4、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5、

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6、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至35kV  GIS母线进

线套管间的软导线，7、出线套管，8、GIS  总断路器间隔至35kV主母线间的软导线，9、500kV

变电站主变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图3所示的一种基于35kV  GIS设备的500kV变电站35kV侧总断路器间隔系

统，包括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9、35kV主母线3、35kV  GIS母线1  和总断路器间隔2。本实用

新型采用35kV  GIS母线1作为35kV汇流母线，  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接至35kV  GIS

母线，并在35kV  GIS母线1内部完成主变压器低压侧的三角形接线。所述35kV  GIS母线1一

端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9低压侧套管5相连，另一端通过总断路器间隔2与35kV主母线  3

相连。所述总断路器间隔2采用GIS设备，且总断路器间隔2和35kV  GIS  母线1分别设置在

35kV主母线3下方。

[0019] 现有技术中加总断路器方案采用敞开式设备，其中汇流母线采用管型铝合金导

体，总断路器间隔包含瓷柱式断路器、油浸式电流互感器、水平开启式隔离开关和设备间导

线。敞开式设备存在外露高压带电部位，为避免设备接地、短路故障以及危害人身安全，在

布置时需采取拉大设备间距离、抬高设备安装高度等措施，因此常规加总断路器方案需占

用变电站较大空间。针对一期工程中未预留加总断路器的场地，而目前又具有加总断路器

必要性的变电站，常规加总断路器方案不具有可行性。GIS母线和GIS设备采用SF6作为绝缘

介质，本实用新型GIS母线将A、B、C三相导体密封在壳体内，代替35kV管型铝合金作为汇流

母线实现主变压器低压侧三角形接线的功能，GIS设备将断路器、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和

导体密封在壳体内，代替瓷柱式断路器、油浸式电流互感器、水平开启式隔离开关和设备间

导线实现总断路器间隔的功能。GIS母线和GIS设备占地空间小，且其无外露高压带电部位，

在布置时不需要考虑与其他非带电体的电气安全距离，可以根据已建变电站配电装置的间

隙进行布置，为现场空间有限的500kV已建变电站低压侧加总断路器提供解决方案。

[0020]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1上设有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4，所述  35kV  GIS母

线进线套管4通过软导线6与500kV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  5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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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进一步的，所述总断路器间隔2的主变侧与35kV  GIS母线1相连，另一侧通过出线

套管7和软导线8接至35kV主母线。

[0022]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进线套管4的数量为6只，分别对应3台单相500kV主

变压器的6只低压侧套管6。

[0023] 进一步的，所述35kV  GIS母线1与35kV主母线3平行，且布置在35kV  主母线3下方。

对于前期未考虑设置总断路器间隔的变电站，现场空间有限，而35kV管型母线下方存在狭

长型的空余空间，满足35kVGIS设备的布置需求。为实现主变压器低压侧的三角形接线，GIS

母线配置6只进线套管，并通过导体介质接至主变压器低压侧的6只出线套管，主变压器低

压侧6只出线套管分布在3台分相变压器上，3台分相变压器与35kV管型母线平行布置。

35kVGIS  母线平行布置于35kV管型母线下方，一方面最大程度缩短35kVGIS设备的进线套

管与主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套管之间的连接距离，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35kV  GIS母

线对其他在运设备的影响。

[0024] 本实用新型充分利用GIS设备尺寸小的优势，35kV  GIS母线和GIS总断间隔布置于

35kV主母线下方位置，实现了在现有场地有限的情况下为500kV  变电站35kV侧加装总断路

器的可能。本实用新型能够在500kV变电站35kV  加总断工程中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已建设备

和设施的影响，减少施工工程量、停电范围和停电时间。

[0025]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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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212784490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