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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技术交流会 

会议综述 

为落实《国家电网公司新技术目录（2014）版》中针对环保气体

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推广应用，经电力科学研究院配合实际调研

沈阳华利电器集团、平高集团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苏州朗格电

气有限公司、北京 ABB高压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研制单位研发的 12kV、

40.5kV、72.5kV 电压等级的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均已通

过国家能源局认可的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的产品型式试验检测，并有

千余台产品已在电网中运行长达 4-10年的经历，从实际调研结果看，

目前此类产品从技术和工艺上都已渐成熟，现已初步具备推广应用条

件，全国输配电技术协作网（简称 EPTC）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组织

召开挂网试运行技术评审会。 

会议由徐勇、李化强主持，国网科技部、国网运检部、国网物资

部、国网基建部、EPTC专家、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北京电力

科学研究院电网技术中心、上海市电力公司、辽宁省电力公司、河南

省电力公司、北京市电力公司、沈阳供电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株

洲供电公司、义乌供电公司，以及制造商沈阳华利电器集团、平高集

团上海天灵、苏州朗格电气、北京 ABB、北京思威驰等派出代表参加

了会议，参会人员共 50人，参会代表名单见附件二。 

会议纪要 

国家电网科技部、运检部、物资部、基建部分别对 2015年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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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应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介绍：科技部罗雪军处长解读《国家电

网公司新技术目录》、《国家电网公司重点推广新技术目录》以及国

家电网[2014]421号《新技术推广实施细则》等通用制度、管理办法、

全过程流程控制措施、以及成立新技术应用协调小组等国家电网正在

逐步完善和实施有关新技术征集、评估、挂网试运行制度等内容；彭

江处长就新技术发展方向对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给与肯定，从

运维使用角度提出要求，关注设备的可靠性、易操作、免维护等；物

资处王培龙处长发言，强调物资采购设备必须保证质量，只要满足省

(市)网公司使用需要，总部支持申报采购事宜；基建部已在基建技术

[2014]48号变电站通用设计开关柜选型技术原则中明确体现在选用

气体绝缘开关柜时应优先环保气体作为绝缘介质。  

一、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EPTC开关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兰剑解

读《环保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报告》； 

二、 上海市电力公司、沈阳供电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等运行单位

代表汇报新产品实际运行情况； 

三、 沈阳华利电器集团、平高集团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苏州

朗格电气有限公司、北京 ABB高压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等各研制

单位介绍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技术方案； 

四、 全体与会人员互动讨论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新技术推

广应用具体实施计划及推广建议； 

会议结论与建议 

通过会议交流与实地调研，将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与 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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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空气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各项性能

指标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对比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性能指标 
空气绝缘金属封

闭开关设备 

SF6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

备 

无/低 SF6 气体绝

缘开关设备 

1 灭弧介质 真空 真空/SF6 气体 真空 

2 绝缘介质 空气 SF6 气体 
干燥空气/N2/混

合气体 

3 体积、占地 体积大、占地大 体积小、节约占地 
体积小、节约占

地 
4 环境适应性 易受环境影响 不受环境影响 不受环境影响 

5 维护性 维护量大 
维护量小，但需 SF6 泄漏检测

与防护 
免维护 

6 制造工艺 工艺成熟 简单成熟 简单成熟 

7 制造成本 成本低 成本较低 
规模化生产后成

本较低 

8 
温室气体排

放 
无 对环境有危害 无 

9 安全性 较为安全可靠 
SF6 易泄漏，若开断过电弧，

会有毒性。 
安全可靠 

10 
寿命终结后

的回收利用 
可回收利用 

SF6 回收费用大，其他材料可

回收 
可回收利用 

从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空气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无温室气体

排放，成本低，但体积大、占地大，且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为非免

维护型产品； SF6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虽然体积小、节约占地，

环境适应性强，但是其温室气体的排放对环境有危害，并且在设备的

运行中需要对 SF6气体进行泄漏检测与防护；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

设备与前两者相比较，绿色环保，环境适应性强，体积小、节约占地，

无需 SF6气体检测与防护，安全可靠，免维护，并且规模化生产后成

本较低，是现阶段比较理想的中压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因此，与会专家领导对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品做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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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已经具备批量生产及 安全使用的

条件;  

（2） 为该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大力推广及出口国外市场提供政策上支

持； 

（3） 为该类产品在电力系统的推广应用，在管理机制及价格上给予

支持，保证企业后续持续改进创新； 

（4） 进一步加强该产品的研制力度，在市场逐步扩大的同时，需要

修制定规范/标准等，确保健康有序发展； 

（5） 更深层次加强企业、用户和管理部门的交流与沟通，推进对该

产品的认识。 

会场照片 

 

 

 

 

 

    

    

 

 

 

附件一：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品介绍 

附件二：参会人员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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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品介绍 

一、 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SF6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之一，SF6气

体的削减和替代是电力开关行业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也是电力开关

设备研究和制造领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确保电网运行安全、

可靠性水平的不断提升，积极适应新型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及优化电网

资源配置，建设更加符合经济社会要求的节能、环保型电网，持续提

升智能电网建设水平，全面落实电网建设、运行全寿命投资最省理念，

需要持续、广泛地开展电网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国内已有设备

制造企业研制出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部分产品通过了型式试

验并挂网运行。 

二、 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品优势 

无/低 SF6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优势除了绿色环保外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体积小。采用无/低 SF6气体绝缘保留了气体绝缘

开关设备尺寸上的优势，柜体尺寸小，节约占地；②维护量小。高压

绝缘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易老化，用户在现场无需处理气体等，

可降低设备的全寿命周期成本；③高模块化。灵活组合，拼接方便；

④安全可靠。所有高压元件密封在充气的金属壳体内，金属壳体可靠

接地，保证了运行维护人员的安全。 

三、 技术难点 

1. 绝缘优化 

采用新型环保气体后，如干燥空气或 N2，由于绝缘性能低于 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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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N2，其绝缘性能仅为 SF6气体的 1/3，因此需要对开关设备的

绝缘进行重新研究。为确保绝缘强度，在检漏补气以及焊接工艺等方

面应加强研究，如采用自动检漏及充气设备以及机器人焊接设备等。 

此外，还应进行电场的优化设计，使场强尽量均匀，并采用降低

电场的元器件，如金属屏蔽等。 

同时要考虑采用无/低 SF6气体作为开关设备的绝缘介质后，如何

使之与 SF6气体绝缘产品的外形尺寸和制造成本基本保持不变、用户

界面和操作方式基本类同等问题。 

2. 开断能力的保证 

对于环网柜中的负荷开关单元，如采用无/低 SF6气体，其开断能

力会受到影响。采用真空灭弧室来增强开断能力是一个成熟的替代方

案。但是用真空灭弧室作为隔离断口目前还很难被接受，因为真空断

口在高电压作用下存在 NSDD 的可能，真空触头的冷焊现象也容易导

致冲击水平的下降，直接威胁人身安全。所以，现有的真空负荷开关

需要与三工位隔离/接地开关相匹配，但成本高，产品尺寸大。 

因此，研究新型的开关结构，使无/低 SF6气体既可以做绝缘介质

又可以做灭弧介质。 

3. 温升与散热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特点就是将高压元件密封于不锈

钢气箱内，密闭的气箱对于负载电流产生的热量只能通过有限的对流、

传导和辐射方式进行散热，因此它的设计电流密度相对于传统式（或

敞开式）空气绝缘需要适当降低。不同气体相同的设计，其温升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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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条件下 SF 6 与 N2 或干燥空气相差 10K 以上。

因此，温升控制在紧凑的环保气体绝缘开关柜设计中是一个挑战。 

4. 混合气体的回收 

设计时不同比例的混合气体回收装置的研发，漏气发生时如何补

气措施，产品维护维修措施，产品废弃后的有害物质的处理等都应在

理论上加强研究，制度上加以规范。 

5. 无/低 SF6气体的工业化生产 

无/低 SF6 气体已有研究单位研究，绝缘性能与 SF6 基本相当，

对环境没有污染，其研究成果需要工业化。能够工业化提供这种气体

后，开关设备制造企业可研制使用无/低 SF6气体的开关设备。 

四、 国内外发展现状 

1、 国外现状 

国外很多公司早年就研究开发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按结构

特征主要分为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欧洲模式是将真空灭弧室作为快

速合接地以达到免维护功能，并取消空气绝缘柜通常下接地开关快速

接地的设计模式，以简化设计，依据简单就是可靠的原理，提高产品

的可靠性和竞争力；日本模式是断路器上下和电缆侧均具有三位置隔

离刀，且电缆侧具有快速接地开关，并具有电缆试验套管。断路器上

下刀具有检修断路器功能，即 LSC-2B 的运行连续性，电缆侧三工位

具有电缆试验功能。电缆试验套管为电缆高压试验引入端。日本的设

计安全性更高，但整机设计和机械联锁过于复杂，产品经济性差。在

箱体设计上，欧洲普遍采用激光焊接的 3mm不锈钢薄板；日本则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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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氩弧焊接涂漆防腐处理的 8mm 及以上厚碳钢板。 

2、 国内现状 

国内开关设备制造企业从 2004 年开始研制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

设备，到目前为止，完成产品型式试验以及挂网运行的企业非常有限。

国内起步比较早的企业如沈阳华利电器集团、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

司、江苏朗格电力科技集团苏州朗格电气有限公司、北京 ABB高压开

关设备有限公司等已有产品通过了型式试验和挂网运行。此外，已有

十余家企业的产品正在研制中。 

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从研制到运行只有几年时间。由于人们

对 SF6气体绝缘的根深蒂固认识，加之环保气体与 SF6 气体在绝缘性

能上的差距，故而，到目前为止应用较少。 

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不使用 SF6，不需要气体回收及防护装

置，充气简单，不存在有毒电弧分解物，是真正的环保产品。环保型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不受大气条件限制，也特别适合于污秽和

潮湿环境，是免维护产品。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进程，从产品的设计制

造到运行经验的积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得到用户和市场的初

步认可。 

3、 使用单位调研情况介绍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新技术目录及基建部[2014]228 号文件以及南

网科技成果新技术应用管理办法，推广使用节能环保产品的需求，全

国输配电技术协作网组织报告编写组成员和专家对设备制造企业和

使用单位进行了函调和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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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较强的参考性，通过前期对设备制

造企业和使用单位的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根据设备制造企业的产品结

构特点、工艺水平、测试手段、通过型式试验等因素以及产品使用数

量的多少、使用环境的不同等确定调研对象。此次调研共走访 5家设

备制造企业，7家使用单位。对沈阳华利电器集团、上海天灵开关厂

有限公司、江苏朗格电力科技集团苏州朗格电气有限公司、北京 ABB

高压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思威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等设备制造企

业开展了函调和实地走访；对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沈阳供电公司、沈

阳三一重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巴州敦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城区供电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山供电公

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内江供电公司、国网福建省公司厦门供电局

等使用单位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得到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大力支持。 

从实际调研的情况看，目前已有上千台无/低 SF6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在运行单位使用，运行时间长达十年、高寒、高海拔、高盐雾、高凝

露等运行环境下运行情况良好，质量可靠，且体积小、占地小、功能

全、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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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参会人员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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