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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N-40.5(Z)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C-GIS) 
一、综述 

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灵）专业从事中

低压开关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始建于 1987 年，注册资本

10200 万元，厂区占地 108 亩,建筑面积 35000m2，员工 460 人左

右，年销售产值 6 亿元。公司拥有引进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全自

动板材柔性生产线、三维五轴激光焊接机、氦检漏系统等全套生

产、检测气体绝缘开关装置的设备，并建有工厂高压试验站，具

备 40.5kV 及以下各型开关设备的制造和出厂检验和除容量试验

外的型式试验能力。 

我公司以低碳经济为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期致力于环境友好

型中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从 2004 年开始研发

生产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至今已有 10 多年历史，已

陆续生产4600面左右N2S/N2X-12~40.5kV环保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并投入运行国内外市场。 

为响应国家发改委在 2010 年国家重点支持研发项目推荐目

录中将 40.5kV 无 SF6 的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研发列入其中，上海

天灵 N2N-40.5(Z)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在

N2S/N2X-12~40.5kV 系列环保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研发、生产、制

造、检验技术基础上，利用气体密封箱体技术、气体复合绝缘技

术、界面绝缘技术以及大电流载流散热技术，首创 40.5kV 电压等

级低压力无 SF6 大电流开关柜，且额定电流高至 2500A，真正实



2 
 

现绿色环保理念，并兼具气体绝缘开关柜占地面积小、免维护的

特点，特别适用于土地资源紧张的大中城市、地下、高层地区等

环境恶劣的中压系统或变配电站的重大项目工程使用中，在有碳

排放要求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更具经济性。 

本项目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完成 1250A 电流等级

全套型式试验报告，2500A 电流等级正进行工厂试验。该产品大

部分加工设备及工艺采用工厂成熟的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制造工

艺、生产流水线和质保体系及营销网络和理念，结合产品本身小

型化优势并主打环保理念，因此推广前景好。具体尺寸见下表 1： 

表 1  N2N-40.5(Z)环保气体绝缘开关柜金属封闭开关设备(C-GIS） 

项目 Isc kA 主要特点和图例 
序 Ur kV Ir A 20 25 31.5 SF6 % N2 % 柜宽 典型图例 
1 

40.5 

1250    0 100 800 

 

2 2500    0 100 900 

上海天灵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在引进传统开关板

数控冲、剪、弯、柔性自动生产线等加工工艺设备的基础上，2003

年就在国内率先引入了德国先进的气体绝缘加工制造关键工艺： 

（1）飞行光路激光切割机和激光焊接机实现了三维五轴全自

动不锈钢薄板箱体切割和焊接工艺流程，包括专用焊接工装，交

换工作台等设备，达到国际先进的切割和焊接工艺水平，并取得



3 
 

R 角焊、气箱装配后密封焊接等两项焊接工艺方法国家发明专利，

确保产品达到 99.99%不漏气。 

（2）气箱的全自动薄板双真空抽气密封检漏技术和全自动气

体快速充气流程，氦质谱仪定量检漏工艺，每台检验在 15 分钟，

理论上泄漏到零表压需要 200 年，从而保证了气箱 30 年不漏气，

确保实现有效的规模化生产。 

（3）在德国专家技术指导下的气箱装配工艺流程，包括欧米

伽悬吊式气箱装配流水线，专用装配夹具等，确保产品装配的质

量要求达到技术水平要求。 

（4）零部件微量水分处理工艺，确保低压力条件下的元器件

和成套设备整机微水量达到用户要求的标准； 

（5）局部放电检测设备和工艺使每个高压元器件及其整柜得

到测试，确保整柜局放保证在 10pc 以内，以保证产品的电气寿命

达 30 年。 

上海天灵所有产品经工厂例行试验严格测试，确保产品达到

国家及行业标准质量要求。 

工厂还配置有冷热循环、冷热冲击、盐雾试验、抗拉强度试

验、计算机监控温升试验室、3D 尺寸测量机、工频冲击试验室、

直读式金属材料分析仪等等各种确保工艺质量的工艺工装设备，

具备了规模生产环保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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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原理简述 

上海天灵 N2N-40.5(Z)系列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采用低压力 N2 气体作为绝缘介质，将高压元器件如主母线及母线

连接套管、母线、三工位开关、断路器以及出线套管等密封于气

室内，电缆终端、固体绝缘母线、避雷器、电压互感器均为插接

式结构，从气室外部通过气室预留的插座连接。N2N-40.5(Z)系列

开关柜气室为双气室结构，分为母线气室和断路器气室，可在主

母线带电情况下进行电缆室、断路器气室的调试等工作。气室采

用 3mm 不锈钢薄板经三维五轴激光设备切割和焊接而成，并经同

步抽真空充气设备高精度氦气检漏，确保年泄漏率低于 0.1%。每

个气室均设置专门的泄压装置和独立的气体密度监视系统。开关

柜柜架由 2mm 高强度敷铝锌钢板螺栓栓接而成，分为控制室、机

构室、电缆室和泄压通道。 

为实现 N2N-40.5(Z)系列开关柜的环保性，采用绝缘性能低的

低压力 N2 气体作为绝缘介质取代 SF6 气体，完全避免高温室效应

SF6 气体的使用，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基于如下技术和方法： 

（1） 低压力氮气绝缘技术 

通过对零表压 N2 进行棒-棒、棒-板电极以及绝缘子的工频和

雷电冲击放电试验，形成典型电极间隙结构击穿电压的计算公式

和典型绝缘子绝缘结构的设计导则，作为环保型气体绝缘开关柜

的绝缘设计和加工质量控制的理论依据。根据理论依据结合电场

计算，对 N2N-40.5(Z)环保型开关柜气体间隙、气固沿面电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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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化，并采用局部固体介质辅助绝缘原理，设计适用于低压力

环保型氮气气体绝缘的母线系统、直动式三工位开关、固封断路

器、绝缘子、母线套管、内置高压电流互感器等高压元器件。在

N2N-40.5(Z)开关柜中，机械和电气的联锁保证了所有工作电流和

故障电流的开断和关合仅由断路器执行，电弧限制在真空灭弧室

内，环保型气体仅作为绝缘气体。因此，低压力环保气体绝缘技

术是环保型开关柜最低功能压力低至零表压的保障，低压力的设

计实现了即使漏气发生，也无需紧急停电维护，可按计划组织停

电检修的功能。 

（2） 固体界面绝缘插接技术 

通过对环氧树脂和硅橡胶插接式界面电场分布耦合以及界面

压强影响的试验研究，确定环氧树脂-硅橡胶插接式绝缘结构的优

化设计方案，设计 N2N-40.5(Z)插拔式避雷器、电压互感器、绝

缘母线、母线连接器等。插拔式高压元器件从气箱外部直接插拔

安装，不涉及开关柜气体的处理，简化了气箱内接线和电场分布，

灵活安装组合；气室间采用母线连接器实现电气连接，开关柜工

厂内模块化生产装配，现场装配也无需进行气体系统的处理，工

作量少，且中间开关柜可直接抽出更换，无需拆卸相邻柜电缆。 

（3） 低压力绝缘气体的散热技术 

由于氮气气体的热对流和热传导性能远低于 SF6 气体，

N2N-40.5(Z)环保型气体绝缘开关柜从发热源和外壳散热能力进

行设计，并提高发热源至散热外壳的热量传输效率。在发热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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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母线载流密度、接触电阻、合理电流路径减小回路电阻；

在散热外壳上，设置开关柜壳体的风道设计，增加散热面积，增

加散热性能。在发热源至散热外壳见的传输上，通过增加发热体

的散热面积和吸热体的吸热面积，并根据温度梯度下底上高的原

则，合理布置气室内部的高压元器件，形成气体对流，最终提高

气体的热传输效率。 

（4） 小型模块化结构优化技术 

产品的使用面向的是最终用户，用户的使用体验性是环保型

开关柜高性能、免维护、环保性的根本。在对同类产品和用户需

求的调研基础上， N2N-40.5(Z)开关柜结构布局，实现小型、模

块化设计。N2N-40.5(Z)开关柜界面友好，组合灵活方便，方案齐

全，可以最少的开关柜数量为用户提供电缆上进、下进，PT 主母

线侧、PT 电缆侧等等各种应用组合方案，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上海天灵 N2N-40.5(Z)系列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安全性、环保性、实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

简要分析如下： 

1.技术先进性 

① 环保型不锈钢薄板气箱焊接设计，无需酸洗喷漆处理，生产工

艺环保性强。尽量减少生产过程的有害物质的产生。产品生命周

期后材料可回收率达 90%以上。 

②气体绝缘模块式气箱插接技术及免维护设计，组合拼接方便，

并灵活实现各种电气结线方案。双气箱母线位于下部或上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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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气箱设计外，具有主母线不停电可维修断路器气箱或电缆间隔

的功能。上下气箱之间和柜与柜拼接采用硅橡胶母线连接器插接，

不用现场处理气体。 

③ 采用低压力氮气气体绝缘，额定工作气压 0.02MPa（相对值），

零表压下达到额定绝缘水平；该功能实现了即使漏气故障发生，

也无需紧急停电维护，可按计划组织停电检修的功能。设备的环

境适应性强，可适应潮湿、盐雾、灰尘、凝露、高原等各种恶劣

环境下长期运行。 

④ 直动三工位隔离接地开关手动调试、电动操作，方便实现远动

控制和智能化变电站。利用真空灭弧室多次关合主回路或接地回

路短路故障，达到真正的免维护功能。 

⑤ 可在不移动相邻柜的情况下更换气箱或柜体，缩短故障抢修时

间。除单气箱结构外也可在主母线不停电下维护断路器气室或电

缆间隔。 

⑥ 电压互感器为外插可触摸式式，PT 内可带高压熔断器，PT 柜

具有隔离开关以方便更换熔断器，防止谐振和过电压对开关柜的

危害。电流互感器为低电压穿心式线圈设计，置于电缆终端与断

路器之间，可有效地检测和保护电缆终端应力锥区域故障，将事

故风险降到最低。 

⑦大电流开关在额定电流下自然风冷。 

2.安全性 

① 环保气体绝缘，维护人员无需担心 SF6 泄漏下沉及开断后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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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的危害； 

② 全气体封闭不锈钢接地外壳设计可触摸、可触摸式电缆终端、

可触摸式电压互感器、可触摸式避雷器、低压电流互感器、可触

摸式母线连接器等欧洲现代理念的设计，更换维护方便，设备免

于清洁和大修，降低了运行维护人员接触高压带电体的风险。 

③ 三工位隔离接地开关的设计，采用真空灭弧室多次关合短路以

替代接地开关的免维护设计理念，避免了接地开关不能多次快速

关合接地电流，关合短路后需要维修的常规接地开关的缺点，实

现真正的免维护。 

3.环保性 

环保气体绝缘开关设备，无论从设备的制造生产过程，还是

从用户的运行使用过程，人们都无需担心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危害

和有毒物质产生和处理过程对人体和环境的伤害。 

本项目产品完全避免高温室效应 SF6 气体的使用和排放，兼

顾了材料消耗和现时技术进步水平和未来的发展。 

 零部件严格控制材料的化学成分，保证电镀、热处理加工工

艺等可实现欧盟 RoHS、Reach 有害元素成分的控制。 

4.实用性（适用性） 

设计采用欧洲模式的不锈钢薄钢板气箱、内充干燥的环保气

体绝缘、三工位隔离接地开关、真空断路器开断和关合主回路短

路电流，关合接地回路短路电流的设计模式，大大简化了电力系

统的一次设备结线方式，本着简单就是可靠，以及实现真正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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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的思想方式设计气体绝缘开关柜，这是开关柜对环境适用性

技术的一大进步。 

早先的设计从用户方便维护的角度出发，要求制造商设置断

路器的上下三工位使断路器退出运行以安全检修，以及电缆检修

或试验时采用三工位开关使电缆退出运行，电缆具有快速接地开

关等功能设计，增加了开关设备操作和联锁的复杂程度，也增加

了设备的制造成本，降低了设备的安全性。现代真空断路器的频

繁操作能力和机械电器寿命，已大大超过电力用户实际的短路发

生概率，而且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增长，频繁维护和维修设备成

本越来越高昂，免维护、不用定期清洁和维修设备一定是将来的

发展趋势。另外，简化设计同时降低了制造成本，为设备和用户

在国际市场带来了强的竞争力。 

5.经济性 

N2N-40.5(Z)氮气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柜成本比 SF6 气体

绝缘金属封闭开关柜略增加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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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式试验报告 

1、N2N-40.5(Z)/T1250-31.5(委试 201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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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Q-40.5(Z)/T1250-31.5(委试 2012-847) 
 

 

 
 



14 
 

 

 
 
 
 
 



15 
 

 

 
 
 
 
 



16 
 

四、新产品新技术鉴定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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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利证书 

1、用于气体绝缘开关柜套管拉力试验的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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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充气柜用线路接地和电缆室门之间的机械连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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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于气体绝缘开关柜三工位开关装配的哈夫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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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行业绩(部分) 

无 

七、用户报告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