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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28A-12(GZS1)金属铠装中置移开式开关设备 

 

 

概述 

KYN28A-12 型（GZS1）户内金属铠装中置移开式开关设备（以下简称开关柜）系三相交流 50Hz 的户内成套配电装置，用于接受

和分配 3-12 千伏的网络电能并对电路实行控制保护及监测。本产品继电器小室面板上可安装各种类型的微机型综合继电保护装

置，并可实现系统的智能化控制，具有遥控、遥测、遥信及遥调功能，通过带有通信接口的 CAN 总线控制现场网络。并具有防

止误操作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推拉手车、防止带电关合接地开关、防止接地开关在接地位置送电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即简称

“五防”功能。该柜既能配用 VSI（即 ZN63）、ZN12V 真空断路器，也可配置进口的 VD4 真空断路器与 VC 系列真空断路器。 

使用环境条件 

  ■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 下限一般地区-10℃  

  ■ 海拔：1000m 

  湿度: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 95%，月平均值不大于 90%。 

  水蒸气压力：日平均值不大于 2.2KPa，月平均值不大于 1.8KPa。 

  当温度骤降时可能出现凝露，伴随污秽、本产品适用于以下比正常条件更严酷的两种环境条件。 

  a、凝露不频繁（每月平均不超过两次）有轻度污秽。 

  b、一般不出现凝露（每年平均不超过两次）有较严重污秽。 

  ■ 没有火灾、爆炸危险及严重污秽足以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等恶劣场所。 

  ■ 没有剧烈震动、颠簸及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8度的场所。注：允许在-30℃时储运。 

  ..当海技超过 1000m 的地区，按 JB/Z102《高压电器使用海拔地区的技术要求》处理、当海拔不超过 2000m 时、低压辅助设

备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  

  ...当实际使用条件与上述不同时，应由用户和制造厂双方协商。 

产品符合下列标准 

  IEC-298  

  GB3906-1991  

  DL/T404-1997  

  GB/T1102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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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结构说明 

  开关柜由固定的柜体和可抽出部件(简称手车)两大部分组成(开关柜结构见图 1),开关柜 

柜体的外壳和各功能单元的隔板均采用敷铝锌钢板栓接而成。开关柜外壳防护等级达 IP4X，各隔 

室间及断路器室门打开时的防护等级为 IP2X。 

KYN28A-12 型开关柜可配用 VS1、ZN12V 型真空断路器手车和 VD4 真空断路器手车，及 ABB 公司生产的 VC系列真空接触器，开关

柜可安装成双重柜并列，即安装成背靠背排列。开关柜的安装与调试可在正面进行，所以开关柜可以靠墙安装，靠墙安装的最

大的优点可节省占地面积，另外开关柜又可不靠墙安装，即双面维护型，两者内部结构布置是不一致的，其优点是维护方便。  

外壳和隔板 

开关柜的外壳和隔板是用优质进口敷铝锌钢板经数控机床加工弯折边而成，因此装配好的开关柜能保持尺寸上的统一性。它具

有很强的抗腐蚀与抗氧化作用，并且有同等钢板高的机械强度高。开关柜被隔板分成手车室(断路器隔室),母线室，电缆室，继

电器仪表室(低压等)。每一单元外壳均独立接地. 

  

 

 

 

 

 

 

 

 

 

 

 

A 断路器隔室 B 母线隔室 C电缆室 D继电器仪表室 

1 母线 2静触头盒 3 断路器 4接地开关 5电流互感器 6 电容分压器 7 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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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体 

开关柜的柜体外壳和隔板是采用敷铝锌钢板经 CNS 机床加工和采用多重折弯工艺折弯之后拴接而成，因此装配好的开关能保持

尺寸上统一性。敷铝锌钢板高的机械强度。开关柜被隔 板成手车室、母线室、电缆室、继电器仪表室，每一个单元的外壳均有

独立的接地。开关柜的门均采用静电喷塑，使其表面具有抗撞击、耐腐蚀、外形美观(颜色可由用户自定)等优点。  

  

 

外形尺寸 

高  度  2300 

宽  度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 1600A

及以下,短路开断电流为

31.5kA 时  

800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 1600A

以上 
1000 

深  度 
电缆进出线 

1500 
架空进出线 

重  量 800~1200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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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手车 

手车骨架系用薄钢经 CNC 机床加工后经铆，焊而成的。根据用途，手车可分为断路器手车，电压互感器手车，隔离手车，计量

手车等等，相同规格的手车能方便互换。手车在柜内有隔离位置，试验位置和工作位置，每一位置均有定位装置，以保证手车

处于以上位置时不能随便移动。而移动手车时必需要解除联锁。 

B 母线室  

母线从一个开关柜引至另一个开关柜，通过分支母线和静触头盒固定。扁平的分支母线通过螺栓连接于静触头盒和主母线，不

需要任何其它的线夹或绝缘子联接。当用户和工程特殊需要时，母线排上的联接螺栓可用绝缘套和端帽封装，在母线穿越开关

柜隔板时，用母线套管固定。如果出现内部故障电弧，能限制事故蔓延到邻柜，并能保障母线的机械强度。 

C 电缆室  

电缆室内可安装电流互感器、接地开关、避雷器以及电缆，并在其底部配制开缝的可卸铝板，以确保现场的施工方便。 

D 继电器仪表室 

继电器仪表室用于安装各类继电器、仪表、信号指示、操作开关等元器件。此外在仪表室顶部增加小母线室，可敷设十三路控

制小母线。 

泄压装置 

在手车室、母线室、电缆室的上方设有泄压装置，当断路器或主母线、电缆室内生内部故障电弧时，伴随电弧的出现，开关柜

内部气压上升，达到一定的压力后，顶部装置的压力释放金属板将被自动打开，释放压力的排泄气体，以确保操作人员和开关

柜安全。   

锁扣结构 

中门与柜体之间的联接采用锁扣结构，并配以提升机构，使中门开启更为方便，当中门处于关闭状态时，其与柜体的联接强度

更好，增强了有效抗击内部燃弧故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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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1 真空断路器 

  VS1 真空断路器为当代国内自行研制的较先进的产品，其外形及操作原理与 VD4 相近。 

  VSI 型真空断路器采用封闭绝缘形式，主绝缘筒加内外裙边，其爬电比距都达到 DL 标准要

求。 

 

VD4 真空断路器 

  VD4 真空断路器及手车为 ABB 公司的产品，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先进的产品，该断路器与柜体

采用的是中置抽出式，这样既便于操作、观察，又便于断路器退出、转运、维修。由于 VD4 真空

断路器的特殊设计，从而确保了相同规格手车的互换。断路器在柜内移动采用的是丝杠推进机构，

使断路器在进出时非常轻松可靠。 

 
VM1 永磁操动真空断路器 

  德国 ABB CoIor Emag 公司制造的 VM1 真空断路器是首次将浇铸在环氧树脂中的免维护真空灭弧室、免维护电子控制器以及

传感器结合起来，配以新的永磁操动机构，是完全免维护的断路器，其安全可靠的功能定会带给您超值的感受。  

防止误操作联锁装置  

 开关柜内有安全可靠的联锁装置，为操作人员与设备提供可靠的安全性与保护，其作用如下： 

  1.当接地开关在分闸位置时，手车才能从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 

  2.断路器在手车已充分锁定在试验或工作位置时，才能操作。  

  3.手车在工作位置，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拨除。  

  d.接地开关关合时．手车不能从试验位置移至工咋位置。 

  e.接地开关仅在手车处于试验位置才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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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开关柜还可以在接地开关操作机构上加装电磁铁锁定机构以提高可靠性，防止高压电缆线带电时，误合接地开关。其订货可

按用户的需求选择。 

二次插头与手车的位置联锁  

  开关柜上的二次线与手车的二次线印连接是通过手动二次插头来实现的。二次插头的动触头通过一千尼龙波纹伸缩管与手

车相联，二次静触头插座装在开关柜手车隔室的右上方。手车只有在试验位置时，才能插入和解除二次插头；手车处于工作位

置时由于机构联锁作用，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解除。 

运输与存放  

开关柜在运输与存放程中注意下几点： 

1 不许倾翻、倒置和遭受剧烈震动、防止靠近火源； 

2 应防止淋雨以免产品受潮； 

3 不得随意拆卸产品及零部件。  

 

产品成套提供下列文件  

1 产品合格证； 

2 产吕装箱单； 

3 产品出厂试验报告； 

4 产品使用说明书； 

5 设备清单； 

6 二次接线图； 

7 出厂产品按供货目录及设备表供应。 

8 中置手车操作摇把，接地开关操作手柄及中置手车转运车(合同台量 10 台以下，每 5 台配一套，超过 10 台，每增加 10 台，加

1 套)  

 

订货须知  

订货时应提供下列技术资料： 

1 主接线方案编号及单线系统图、排列图、及平面布置图； 

2 用户提供二次原理图，端子排列图，若无端子排列图时应按制造厂家编排； 

3 开关柜内的电器元件的型号、规格、数量； 

4 电气设备汇总表； 

5 需要母线桥(两列柜间母线桥和墙柜间母线桥)时需提供跨距和高度尺寸； 

6 开关柜使用在特别环境条件时应在订货时提出； 

7 需要其它或超出附件、备件时应提出种类和数量。 

开关柜的安装  

1 开关柜的安装尺寸基础安装尺寸见下图。 

2 柜体单列时，柜前走廊以 2.5 米为宜。双列布置时，柜前操作走廊以 3 米为宜。 

3 按工作需要与图纸标明，将开关柜连至他们特定位置，如果一排较长开关柜排列（为 10 台以），拼柜工作应从中部开 始。 

4 当开关柜已安组合(拼接)好时,可用 M12 地脚螺栓将其与基础构架相联或用电焊与基础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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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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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1、ZN12V 及 VD4 真空断路器技术参数 

 

 

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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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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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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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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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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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一次线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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