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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

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进

出线联合构架横向长度较大，用钢量及占地面积

大的问题。包括：GIS组合设备的出线间隔布置在

两个主变间隔中间位置，联合构架为单列构架，

构架梁上设置共9个绝缘子串挂接点，其中相邻

两个绝缘子串挂接点的距离为2米；构架梁上中

间三个挂接点用于挂接三相出线导线以及对应

的出线绝缘子串，构架梁上左右两边各三个挂接

点用于挂接至主变的三相进线导线以及对应的

主变绝缘子串，其中，主变绝缘子串最外侧边串

挂接于构架梁的端头位置。有益效果为优化进出

线构架形式，减小进出线联合构架梁的跨度，将

联合构架的占地面积减小，以节约土地，减少用

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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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GIS组合设备的出

线间隔布置在两个主变间隔中间位置，联合构架为单列构架，构架梁上设置共9个绝缘子串

挂接点，其中相邻两个绝缘子串挂接点的距离为2米；构架梁上中间三个挂接点用于挂接三

相出线导线以及对应的出线绝缘子串，构架梁上左右两边各三个挂接点用于挂接至主变的

三相进线导线以及对应的主变绝缘子串，其中，主变绝缘子串最外侧边串挂接于构架梁的

端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GIS组合

设备的两个主变间隔、一个出线间隔以及一个母线设备间隔之间的各段主母线呈一字型连

接，其中出线间隔与两侧主变间隔的距离皆为6米，母线设备间隔位于一个主变间隔和出线

间隔中间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联合构

架的构架梁上，中间三个挂接点下方还各设置有悬垂绝缘子串挂接点，GIS出线套管引出A、

B、C三相出线导线，三相出线导线通过连接于构架梁上的悬垂绝缘子串过渡到出线绝缘子

串后出线，出线绝缘子串位于构架梁上远离GIS组合设备的一侧。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GIS出线

套管引出A、B、C三相出线导线挂接的悬垂绝缘子串下方各设置一避雷器，悬垂绝缘子串至

GIS出线套管之间的引下线接入避雷器，电压互感器与三个避雷器并排设置，并靠近A相出

线，A相出线接至电压互感器上。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主变A、

B、C三相进线导线通过主变绝缘子串挂接在构架梁上，主变绝缘子串位于靠近GIS组合设备

的一侧，三相进线导线通过各自的引下线连接至下方GIS组合设备的主变套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联合构

架的构架柱上设置有爬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其特征在于，联合构

架的构架梁长度共1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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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气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

进出线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近年来用电需求的不断增长，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变电

站的建设是其中重要的环节之一，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区内，变电站的选址越来越困难，征地

费用也逐年增高，变电站如何更有效的节约用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0003] 变电站构架常规采用一间隔一榀梁或两间隔一榀梁方式布置。在新能源升压站

中，110kV配电装置规模多为一回出线两台主变，一共三个间隔，考虑进出线采用单列构架

的方案，若一间隔一榀梁，需要三榀梁，构架横向总长度约为23m；若两间隔一榀梁，需要一

榀双间隔梁、一榀单间隔梁，构架总长度为21m。这样的结构不仅占地面积大，由于梁的跨度

大，用钢量也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用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110kV配电装置采用的进出线联合构架，横向长度较大，用钢量大，且占地面积

大的问题。

[0005] 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包括：  GIS组合设备的出线间隔布

置在两个主变间隔中间位置，联合构架为单列构架，构架梁上设置共9个绝缘子串挂接点，

其中相邻两个绝缘子串挂接点的距离为2米；构架梁上中间三个挂接点用于挂接三相出线

导线以及对应的出线绝缘子串，构架梁上左右两边各三个挂接点用于挂接至主变的三相进

线导线以及对应的主变绝缘子串，其中，主变绝缘子串最外侧边串挂接于构架梁的端头位

置。

[0006] 较佳的，GIS组合设备的两个主变间隔、一个出线间隔以及一个母线设备间隔之间

的各段主母线呈一字型连接，其中出线间隔与两侧主变间隔的距离皆为6米，母线设备间隔

位于一个主变间隔和出线间隔中间位置。

[0007] 较佳的，联合构架的构架梁上，中间三个挂接点下方还各设置有悬垂绝缘子串挂

接点，GIS出线套管引出A、B、C三相出线导线，三相出线导线通过连接于构架梁上的悬垂绝

缘子串过渡到出线绝缘子串后出线，出线绝缘子串位于构架梁上远离GIS组合设备的一侧。

[0008] 较佳的，GIS出线套管引出A、B、C三相出线导线挂接的悬垂绝缘子串下方各设置一

避雷器，悬垂绝缘子串至GIS出线套管之间的引下线接入避雷器，电压互感器与三个避雷器

并排设置，并靠近A相出线，A相出线接至电压互感器上。

[0009] 较佳的，主变A、B、C三相进线导线通过主变绝缘子串挂接在构架梁上，主变绝缘子

串位于靠近GIS组合设备的一侧，三相进线导线通过各自的引下线连接至下方GIS组合设备

的主变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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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较佳的，联合构架的构架柱上设置有爬梯。

[0011] 较佳的，联合构架的构架梁长度共16米。

[0012]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包括：为110kV一线两变的规模提供了构架解决方案，整体采

用一榀构架及梁，构架梁的长度约为16米，将出线间隔布置在两个主变间隔中间，主变间隔

耐张串边串挂于构架端头，节省出耐张串到构架柱的距离，实现了三个间隔采用一榀梁的

方式布置。优化进出线构架形式以及进出线结构，减小进出线联合构架梁的跨度，将联合构

架的占地面积减小，以节约土地，减少用钢量，缩短了新能源升压站的建设周期，可有效保

证新能源项目并网发电时间要求，同时保证了线路连接顺畅。减少GIS主母线长度，降低建

设项目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收益。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俯视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另一俯视结

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主变间隔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出线间隔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联合构架的透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给出一种结合新能源升压站的特点，对进出线联合构架进行优化整合，降低

成本，减小新能源升压站占地面积的实现方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110kV配电装

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

[0020] 参阅图1和图2所示，一种110kV配电装置单榀联合构架进出线结构，包括：  GIS组

合设备的出线间隔布置在两个主变间隔中间位置，联合构架为单列构架，构架梁1上设置共

9个绝缘子串挂接点101，其中相邻两个绝缘子串挂接点101的距离为2米；构架梁1上中间三

个挂接点用于挂接三相出线导线2以及对应的出线绝缘子串3，构架梁1上左右两边各三个

挂接点用于挂接至主变的三相进线导线三相进线导线4以及对应的主变绝缘子串5，其中，

主变绝缘子串5最外侧边串挂接于构架梁1的端头位置。

[0021] 具体的，将联合构架设置为一榀组合型门型构架形式，构架梁1长度为16米，构架

梁1的两个端头，都各设置一个挂接点，其他挂接点均匀分布于构架梁1上，构架梁1设置在

离地面10米高的位置上。在至少9个挂接点的设计要求下，压缩了构架跨度，单纯从跨度计

算，压缩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从构架用钢量计算，节约钢材约百分之三十四左右。GIS组合设

备的两个主变间隔、一个出线间隔以及一个母线设备间隔之间的各段主母线呈一字型连

接，其中出线间隔与两侧主变间隔的距离皆为6米，母线设备间隔位于一个主变间隔和出线

间隔中间位置。

[0022] 参阅图3所示，主变A、B、C三相进线导线4通过主变绝缘子串5挂接在构架梁1上，主

变绝缘子串5位于靠近GIS组合设备的一侧，三相进线导线4通过各自的引下线6连接至下方

GIS组合设备的主变套管7。图1中，左右两侧的主变间隔，其主变A、B、C三相进线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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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间隔两米，其通过绝缘子串挂接在构架上，并通过引下线6连接在GIS主变套管7上。

[0023] 参阅图4所示，联合构架的构架梁1上，中间三个挂接点下方还各设置有悬垂绝缘

子串8绝缘子串挂接点101，GIS出线套管引出A、B、C三相出线导线2，三相出线导线2通过连

接于构架梁1上的悬垂绝缘子串8过渡到出线绝缘子串3后出线，出线绝缘子串3位于构架梁

1上远离GIS组合设备的一侧。图1中，向上的A、B、C三相出线导线2之间的距离皆需要间隔两

米，出线绝缘子串3和主变绝缘子串5分别位于构架梁1的两侧，A、B、C三相出线导线2通过出

线绝缘子串3挂接到构架梁1上，再通过对应的悬垂绝缘子串8过渡，通过引下线6接到出线

套管上，悬垂绝缘子串8是竖直连接在构架梁1下方的。

[0024] 参阅图5所示，GIS出线套管10引出A、B、C三相出线导线2挂接的悬垂绝缘子串8下

方各设置一避雷器9，悬垂绝缘子串8至GIS出线套管10之间的引下线6接入避雷器9，电压互

感器11与三个避雷器9并排设置，并靠近A相出线，A相出线接至电压互感器11上。这样布置

为出线单相电压互感器11与避雷器9布置在同一水平线上提供条件。

[0025] 参阅图6所示，联合构架的构架柱102上设置有爬梯，其中，爬梯位置设置在构架柱

102上标识有圆圈斜杠处。

[0026] 综上所述，上述GIS组合设备的进出线结构，在保证安全近距、接线顺畅的情况下，

大大缩短了构架跨度，将GIS组合设备布置的更加紧凑，节省了母线长度，有效降低工程初

期投资，也保证了安全可靠性。新能源升压站占地面积减小，节约土地资源，使升压站整体

布局合理、紧凑，方便运行。同时，结合工艺要求，利用站内零星空地就近布置事故集油井，

临时站用变等零散布置的设备及建构筑物。

[0027]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新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

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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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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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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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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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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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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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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