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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 我们可靠

山东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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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ADHB6-12型环保气体绝缘环网柜系12KV，三
相交流50HZ,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系统的成套配电
装置。
     该产品具有结构简单、操作灵活、联锁可靠、
安装方便等特点，对各种不同应用场合，不同用户
坎能提供满意的技术方案。
     传感技术、信息化技术的采用，加上优良的
技术性能及简便灵活的配置方案，可以满足市场不
断。

产品型号

ADHB 6-     /     /630-2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电流

开关型号（C、F、V等）

额定电压

企业型号

备注：C负荷开关单元；F组合电器单元；V断路器单元

产品概述<<<

执行标准

GB3804-2004 3.6-40.5KV高压交流负荷开关
GB1984-2014  高压交流断路器
GB16926-2009 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GB/T3906-2020  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JB/T10840-2008 3.6KV~40.5KV高压交流金属封闭电缆分接开关设备
GB/T11022-2011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S582-1993 高压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
GB9969.1-199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311.1-2012  高压输配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使用环境

1.海拔高度：≤4000m(当设备运行在海拔高度1000m以上时请
特别注明以便制造时对充气压力进行调整）。
2.环境温度：最高气温：+55℃；最低气温-40℃；24h内平均
气温不超过35℃。
3.环境温度：24h相对温度平均不超过95%；月相对温度平均
不超过90%。
4.安装环境：周围空气没有爆炸性和腐蚀性气体，安装场所
无剧烈震动冲击，污秽级不超过GB/TS582中的Ⅲ级。
5.抗震烈度：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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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1.模块化设计   
    包括负荷开关单元(C)、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单元(F)、断路器单
元(V)、计量柜单元(M)、母线PT单元( PT)等，不同模块可任意组合形成环
网柜。
2.全绝缘全密封设计
    开关设备的一次带电部分(主母线)和开关本体均密封在不锈钢板焊接而
成的气箱当中，主回路通过气箱上安装的符合DIN47636标准的套管与外部连
接，可通过全绝缘、全屏蔽全密封的可分离连接器与进出线电缆连接，气箱
防护等级达到IP67，气箱内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具备短时抗洪水和抗凝露
功能。
3.灵活扩展化设计
    开关设备可通过各种标准单元模块组合成共箱式不可扩的固定式环网开
关设备(在同一个SF6绝缘气箱内，最多可做到6单元共箱)，也可以将不同模
块组合设计成可扩展单元，通过专用的全绝缘全屏蔽母线连接件，实现多形
式的组合，达到全模块化，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不同
客户的需要，提供多样化的供配电设计方案。

产品概述<<<

6.先进的焊接密封技术
  开关设备对动密封(开关操作轴)、密度表、高压套管、防爆阀等涉及弹性密封的元件，
严格控制材料的强度、硬度、压缩变形等性能，通过一系列的试验、检测手段，保证密封
性能。
  ■气箱制造精度高：借鉴行业先进经验，引进日本三姜激光切割机和数控冲、剪、折等
设备保证气箱零件加工的尺寸精度，采用ABB焊接机器人，全自动焊接工艺保证焊接的效
率高、气箱质量稳定，焊缝美观，防止气箱内气体的泄露和外部潮气的入侵，最大程度的
保障了充气柜的性能稳定。
  ■元器件高质量的控制要求：动密封、密度表、高压套管等元器件都要采用氦质谱检漏
仪和X光无损探测仪检测，相关绝缘件要经过局放检测，确保元器件的高质量，提高气箱
的密封性能。
  ■完善的检漏技术：除元器件的质量控制外，气箱经装配、充气后，还要采取进一步的
100%检漏.
  ■高标准的要求：气体年相对泄露率<0.01%，
远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1%技术要求。
7.自动化流水线
    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以及完善的工业流程
生产，确保生产效率，提高装配精度。
8.出厂检验项目：
  ■产品装配检验
  ■氨质谱检漏检检
  ■耐压检验
  ■机械特性检验
  ■主回路电阻测量
  ■Sf6气体水分含量测定
  ■外观检验

4.安全可靠性高
    一次带电部分和开关本体均密封在不锈钢气箱中，通过套管与外部连接，
避免了直接接触带电体；设备具有可靠的压力释放装置和泄压通道，保证了
故障发生时人身设备的安全；拥有完善的机械联锁装置，可最大程度的防止
误操作。
5.自主研发的新型机构
    拥有自主研发设计的弹簧操作机构，优化零部件，简化传动构造使得机
构整体更稳定，传动更加灵活，可扩展为智能化操控，联锁采用刚性连接，
相对软连接更可靠，元件、微动开关及线路板，采用模块化集成方式，方便
维护及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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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架构<<<

环网柜主要技术参数表

1.每个气箱均配备一个密度表，随时检测气
柜内气体密度是否正常；
2.合分闸按钮：手动操作通过合分闸按钮可
对断路器开关进行合、分闸操作；
3.负荷开关操作孔：采用机构操作手柄，通
过负荷开关操作孔可对负荷开关进行合、分
闸操作；
4.接地开关操作孔：采用机构操作手柄，通
过接地开关操作孔可对接地开关进行合、分
闸操作；
5.电缆室门(门把手)在正确操作开关，回路
处于接地状态下，方可打开下柜门；
6.带电显示器：带电显示器连接套管，指示
灯可显示套管处一次回路是否带电；

7.开关设备电缆室门均配有观察窗，方便
观察到电缆室内电缆及互感器等实时情况；
8.泄压室与电缆室之间有金属板隔开，若
气箱内压力过高时，泄压阀中的防爆膜可
破裂，以释放压力；
9.电缆室通过全绝缘、全密封可分离连接
器(电缆接头)与进出线电缆连接；
10.面板上印有开关操作说明，保证开关
送电、断电操作正确，提高安全性能；
11.储能指示窗
12.机构操作手柄通过储能操作孔可对断
路器机构进行储能操作；
13.熔断器安装在由环氧树脂浇注的熔丝
筒中，从柜体正面可方便更换。

序
号

项目
单
位

负荷
开关
单元

组合电器单元
断路
器单
元

1 额定电压 KV 12/24 12/24 12/24
2 额定频率 HZ 50 50 50
3 额定电流 A 630 125(取决于熔断器电流） 630

4

额定绝缘水平

1min
工频耐压

粗间、对地

KV

42/65 42/65 42/65
断口5 48/79 48/79 48/79

控制和辅助回
路

6 2/2 2/2 2/2
雷电冲击耐压

粗间、对地7 75/125 75/125 75/125
断口8 85/145 85/145 85/145

9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s 25/4 25/4
1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63 63
11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KA 63 受限于高压熔断器 63

12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受限于高压熔断器 25/25
13 额定转移电流 A 1700/1400
14 额定有功负载开断电流 A 630

15 额定闭环开断电流 A 630 630
16

机械寿命
负荷开关/断路器

次
10000 10000 20000

17 隔离/接地开关 3000 3000 3000

18 回路电阻 μΩ ≤150 ≤150
19 额定充气压力（20℃时表压） Mpa 0.04 0.04 0.04
20 气体年相对泄露率 % 0.01 0.01 0.01

21
IP防护等级

柜体 TP4X TP4X TP4X
22 气箱 TP67 TP67 TP67

1

3
4

10

6

5

7
8、9

2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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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单元<<<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C单
元

带接地开关的负荷开关
单元，也称三工位负荷
开关单元，即负荷开关
有合闸--分闸--接地三
个工作状态，主要应用
于环网电缆线路进出线
的连接、控制、分支等

630A母线 手、电动操作机构
三工位负荷开关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手动操作机构 钥匙机械互锁装置
出线套管为感应式高压传
感器

进线接地带电闭锁装置

挂锁装置 可分离连接器（电缆接头）
密度表 避雷器
接地母排 预留扩展套管
柜体 扩展母线
电缆连接套管 环形电流互感器及表计
操作手柄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V单
元

断路器单元，即真空
开关单元，采用真空
断路器+三工位隔离
开关组合方式，主要
应用于电缆线路的连
接、分支、控制等，
真空开关与隔离开关
之元间设置可靠的机
械联锁，防止误操作，
确保由断路器开断和
关合负载电流；断路
器单元配置有保护专
用电流互感及保护继
电器，具备高度可靠
的安全保护功能，

630A母线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真空开关 进线带电接地闭锁装置

真空开关电动操作机构 钥匙机械互锁装置

出线套管为感应式高压传感器
可分离连接器（电缆接头）

挂锁装置 避雷器

密度表 预留扩展套管

接地母排 扩展母线

柜体 环形电流互感器及表计

电缆连接套管

三工位隔离开关

三工位隔离开关手动操作机构

保护专用电流互感器

继电保护装置

操作手柄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D单
元

电缆馈线单元，不带开
关，可方便实现进出线
扩展或者避雷器的连接

630A母线 环形电流互感器及表计
接地母排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电缆连接套管 扩展母线
出线套管为感应式高压传
感器

预留扩展套管

柜体 可分离连接器（电缆接头）
密度表 避雷器

备注：一组配一套工具（包括操作手柄，面板，门板拆卸工具）

备注：可单独提供气箱+机构方案备选

备注：可单独提供气箱+机构方案备选



基 本 单 元

06

>>> 基本单元<<<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F单元

组合电器单元，
即负荷开关+
熔断器组合电
器单元，主要
用于中小型配
电变压器的控
制和保护。

630A母线 短路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出线套管为感应式高压传感器 可分离连接器（电缆接头）

挂锁装置 避雷器

密度表 预留扩展套管

接地母排 扩展母线

柜体 环形电流互感器及表计

电缆连接套管 高压限流熔断器

三工位负荷开关/熔断器用接地开关 电动操作机构

手动操作机构 钥匙机械互锁装置

操作手柄

备注：可单独提供气箱+机构方案备选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PT单
元

母线PT单元，
全绝缘、全密
封结构电压互
感器单元，利
用全绝缘、全
屏蔽可分离连
接器与电压互
感器链接。

可分离连接器（电缆接头） 表计

电压互感器 电源模块

保护熔断器 蓄电池组

出线套管为感应式高压传感器

接地母排

柜体

方案 型号 功能 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

M单
元

计量柜单元，
可根据需求更
换不同变比的
电流互感器。

630A母线 表计

电流互感器（两台）

电压互感器（两台）

保护PT的熔断器

接地母线

柜体

备注：一组配一套工具（包括操动手柄、面板、门板拆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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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箱方案<<<

C+CC C+CCC

C+CCCC C+C+VV

CPT+C+VV CPT+C+VVV

CPT+C+VVVVCPT+CC+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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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箱方案<<<

CPT+CC+VVVV CPT+CC+M+VVV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