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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标识

本使用说明书在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的使用

上采用如下安全标识。

这些标识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

 1 总则

1 总则

    如下特殊安全标识用于某些特定的危险例如电击。

本使用说明书还使用下列特殊安全标识：

1.2   安全须知

作为操作者，您有责任确保有载分接开关用于规定

的用途。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只能用于订货时

规定的变压器上。

为安全起见，在有载分接开关的安装、改进、替换、

电气接线或试运行上，事先未向江苏开德电气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咨询不得进行未授权的作业。

否则可能影响电动机构、有载分接开关和变压器的

安全运行。

     • 所有警示标识和安全须知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

忽视安全须知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和严重人身伤害。

     •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开始操作前请阅读本使

用说明书。作为操作者，您有责任保证装置的用户全

面了解使用和安全说明。

     • 培训您的人员！

VACUTAP® AVT使用前，您的人员应进行一般和特殊

安全须知和防止意外事故规程的培训。

     •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       

    的人员操作！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是为电力系统和供电

设备设计的专用装置，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

亦即熟悉这类设备安装、组装、试运行和运行的人

员来操作。

注意!

表示存在潜在损坏，可能

损坏本产品或相关装置。

提示!

特殊危险的标志，
例如 危险!

    电击！

    表示濒临电击危险，可能

导致严重的或致命的伤害。

      有电击的危险！       有倾倒的危险！

表示存在潜在危险，可能

造成严重的或致命的伤害。

危险!

表示重要信息和特殊说明。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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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和结构

2.1 有载分接开关的设计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见图1）是户内装

置，用于干式变压器在负载下调整电压比。

VACUTAP® AVT分接开关的动作原理是快速切换电

阻过渡原理。采用真空泡作为切换开关触头。		

VACUTAP® AVT分接开关的操动机构安装在分接开

关外壳里（见图2）。配有电接点防止发生超过极限位置

的操作。在极限位置上还有机械的限位档块防止分接变

换操作超过调压范围。

另外，配有机械的预设断开点，防止在调压范围外

进行分接变换操作。

在显示区域里有指示机构机械地显示分接变换操

作。

 2     设计和结构

图1	 有载分接开关VACUTAP® AVT,	 前视图	 (不带外
壳)	

图2	 有载分接开关VACUTAP® AVT,	 后视图	 (不带外
壳)	

危险!
谨防电击！

有致命和严重伤害的危

险！

为防止擅自操动和触及外露

的带电和运动部件，VACUTAP® 
AVT分接开关应安装封闭环境

里，闲人不得入内。	

在整个背后宽度范围内都应

视作变压器和VACUTAP® AVT分
接开关电气接线和引线的危险区

域，要切实保证安全。

BA 242/05242/05/12/0



6

图3: VACUTAP® AVT 的控制元件

图4  VACUTAP® AVT 控制单元

 2    设计和结构

控制单元的控制元件（图3）位于VACUTAP® AVT分
接开关的前面，有视察窗保护。				

S3	 		升/降控制开关

H1	 		绿色信号灯

Q1A			电机保护开关的脱扣线圈

Q1	 		电机保护开关	

Q1H			辅助电流开关

2.2			电气组件

VACUTAP® AVT的控制单元安装在活动门板的里面

（图4），包括：

K29						延时继电器

K1/2						电机接触器	

K13/14			辅助接触器

K20						辅助接触器

危险!
K29延时继电器和Q1电机保

护开关已在MR工厂预先调整完

毕，切勿擅自改动。否则可能影

响监视系统功能！也有可能造成

人身伤害和设备严重损环！

提示!

绿色信号灯H1表示监视系

统已经做好运行准备。

在电动操作过程中，该信

号灯将短时熄灭。  

K29: 延时继电器    K1/2: 电机接触器 K13/14/20: 辅助接触器

S3: 升/降控制开关 H1: 绿色信号灯

Q1H: 辅助电流开关

Q1: 电机保护开关 Q1A: 电机保护开关的脱扣线圈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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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计和结构

2.3    VACUTAP® AVT 的监视系统

2.3.1 电弧监视

电弧监视系统F2（参见图5）和转移开关安装在同一

高度，由弧光传感器监测电弧。一旦监测到电弧即触发

变压器紧急跳闸，绿色信号灯随之熄灭。

图5 VACUTAP® AVT的电弧监视

弧光传感器

2.3.2 卡栓监视系统

卡栓监视系统S70/71（见图6）用于通过位置传感

器探测储能机构卡栓未能卡住。卡栓监视系统动作即驱

动变压器紧急跳闸，绿色信号灯随之熄灭。 

图6 储能机构的卡栓监视

图7是VACUTAP® AVT监视系统电路图的片断示例。

完整电路图的示例请查阅附录。

图7：电路图片断示例

转移开关

危险!

有人身伤害和设备严重损环

的危险！

可能影响监视系统功能！

用户和变压器制造厂必须

保证，只要监视系统（电弧监

视或卡栓监视）动作，变压器

必须立即在高压和低压两侧同

时切断。

否则，将损害监视系统的

效果。

危险!
有人身伤害和设备严重损环

的危险！

可能影响监视系统功能！

绿色信号灯H1亮了表示

VACUTAP®   AVT的监视系统正

在有效工作。若信号灯熄灭，

应立即切除变压器。

传感器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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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TAP®AVT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都置于校准位置

上一体吊运。

有载分接开关（最多350kg）的吊运可以采用下列

中的一种方法：

 	 用吊车挂在变压器外壳上的4个吊环（内径35mm)

上（图8）吊起。

 	 用叉车从有载分接开关底部托起（图9）。

起吊和搬运有载分接开关时，一定要使用合适的起重

机械。如果用吊车起吊分接开关，则只能从分接开关顶部

的4个吊环的地方吊起。

吊起有载分接开关时，4个吊环必须同时使用，并且

起吊力在4个吊环上应尽可能均匀分配。如果使用叉车搬

运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叉车一定要从底下插

入地脚，从底部抬起分接开关。

无论那种方法都要防止倾斜。

 3 吊运

3   吊运

图9  VACUTAP® AVT底部供叉车托起用的地脚槽钢

图8  VACUTAP® AVT起吊用的吊环

吊环

地脚槽钢

提示!

危险!

要防止倾倒！

倾倒有严重伤害或致命危

险！

在分接开关，电动机构或

组件上作业时，要确保它们都

固定牢固。

必须防止整个装置的意外

倾倒。

收货时一定要按运输清单

全面核对。

更重要的是，有载分接开关

一定要用制造厂的原包装贮存和

运输。抵达最终用户和安装之前

一定要贮存于干燥场所。.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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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到运行现场的运输

在向运行现场运输之前，一定要将VACUTAP® AVT置
于校准位置（下面的极限位置）。

到达运行现场之后，一定要进行VACUTAP® AVT的外

观检查，确定是否有损坏。运输损坏可能危害VACUTAP® 
AVT的功能。

其次，非常重要的是，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一定要避

免强烈震动，防止歪斜和倾倒。特别是长距离运输必须使

用工厂原包装以防止污秽和受潮。

4   到运行现场的运输

图9  VACUTAP® AVT底部供叉车托起用的地脚槽钢

提示!

注意!
强烈震动或倾倒都能损坏有

载分接开关精密的转动机构，

导致功能故障或增加磨损和毁

坏。

因此，凡是受到过分的冲击

或者发现外部损坏都必须告知制

造厂，由制造厂决定这台分接开

关是否需要更换，修理或者在制

造厂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再次检

查。在有载分接开关运输，检

查和安装过程中由于运输不当

造成的损坏和故障，分接开关

制造厂绝不承担任何产品质量

的责任。

重要的是，有载分接开关一

定要用制造厂的愿包装贮存和运

输。抵达最终用户和安装之前一

定要贮存于干燥场所。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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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VACUTAP®  AVT分接开关在变压器制造厂的功能校验

5   有载分接开关在变压器厂的功能校验

在功能校验前一定要检查VACUTAP® AVT是否有外观

损坏。进行有载分接开关功能检查时，在变压器施加电压

前，一定要进行一次手动全调压范围的操作试验，从校准

位置（下面的极限位置）开始一直走到上面的极限位置，

再返回到校准位置（手摇把顺时针转动）。

5.1    逐级动作的检查

扭动升/降控制开关S3（图3），启动向位置9方向

的逐级操作，在电动机构整个运行期间，控制开关要按

住不放手。

					这时检查并确认，有载分接开关完成一次分接操作				

电动机构即停止。如果这时不能停止，则检查控制单元线。

这项检查在控制开关两个转动方向（升和降）上都要

行。

图10		控制屏板

5.2    电机保护开关的检查

        检查电机保护开关Q1的跳闸功能，步骤如下:

•  将电机保护开关与电源断开并锁住；

•  将端子X1B:4和端子 X1B:5短接；
•  重新接通电源。这时，电机保护开关Q1必须立即脱

		扣，而且不能重新合闸；
•  拆除端子X1B:4和X1B:5之间的短接线。

5.3    变压器的电气试验

上述作业完成后即可进行变压器验收所需要的全部

电气试验。

			在编制本使用说明书时的现行标准是：

•	 GB 6450-86 《干式电力变压器》

•	 GB 50150-91《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的交接试验标准》

绿色信号灯H1

升/降控制开关S3

电机保护开关Q1

铭牌

危险!

危险!
	存在致命危险！

在进行功能检查时，电

动机构已经有电源电压存

在。

一定要遵守相关的安全

规程。

有载分接开关有损坏的危

险！

电源：

检查并确认，主电源电压和

电动机构的技术数据（电气操作

数据）相同	。

相序试验：

检查电动机回路的电压时，

一定要保证施加在端子上的电压

和铭牌上标志的电压值一致并且

是顺时针相序（见图10）。

如果施加的相序错了，驱

动机构将启动但是控制系统则

关闭。这时端子X1A:1和5或者

X1A:1和6上的接线互换即可。

注意!

有人身伤害和设备严重损环
的危险！

有载分接开关是有载调压变

压器的关键组件。

必须遵守变压器相关标

准。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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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载分接开关的安装

 6    有载分接开关的安装

有载分接开关固定在变压器的侧面。

分接开关箱底槽钢上有4个Ø 18mm的安装孔，投入

运行前一定将分接开关可靠固定（见附录的图899 019和
图11）。

固定使用4只M16螺杆（最长45mm）。箱底槽钢在外

壳上的安装可以朝里（如图11）也可以朝外。

图11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后面

			接线端子

VACUTAP® AVT分接开关的地脚螺丝孔

提示!
			固定分接开关时，在外壳背

后一定要留有足够余地，便于

分接选择器端子的接线操作(见

图11)。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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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分接绕组引线和分接开关的接线

7   分接绕组引线和分接开关的接线

分接绕组引线和分接开关的接线要按照随交货提供

的接线图进行。

分接绕组引线和分接开关的连接：

在外壳背后的绝缘板上标有分接选择器接线端子的

标号（图12，示意图以一个端子为例）。M10螺栓的最

大扭矩40Nm。

图12		接线端子触头和变压器分接引线的连接

图13	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的接线端呈扁平形其上有Ø11mm孔，分接

绕组引线可以用电缆接线片接上（图13）。

接线采用M10螺栓（最长35mm）。螺栓一定要可

靠拧紧。注意!

变压器的分接引线

穿孔
接线端子触头

外壳背后的绝缘板

有损坏有载分接开关的危

险！

所有接线必须可靠连接并锁

住。连接到VACUTAP® AVT的所

有分接选择器引线一定不能带有

牵拉力。必要时引线末部可以弯

出缓冲的弧形。

保证接线端子在原来位置上

接线，不得强行扭转。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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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电动机构的电气接线

8   电动机构的电气接线

8.1   接地和电源接线

电动机构的主电源一定要按照随交货提供的接线图

接线。

在电动机构隔间的背后或箱底（见图14）备有PG型

电缆密封套。连接导线穿过这些电缆密封套进入分接开

关外壳。

接地螺丝
X1A 

X1B 

X5 

X6 

PG	电缆密封套

底板

危险!

注意!

 

危险!

		有致命危险！

电动机构的电气接线时，

务必遵守用户当地的现行安全

规程。

存在致命伤害和严重的设

备损坏的危险！

一定要通过有载分接开关

的M10接地螺丝（图15）在分

接开关和变压器之间建立可靠

的接地连接。

为了保证可靠的接地，接地线的截面积要等于或大

于变压器的接地线。

导线用外壳内壁上的随机附件电缆卡子固定。有载分

接开关的接地螺丝（M10）要连接到变压器的接地部位，

要保证有载分接开关的可靠接地（见图15）。

有载分接开关有损坏的危

险！

一定要保证电动机构使用

铭牌（见图10）标志的电压供

电。

从电缆密封套PG进入的导线直接连接到外壳内壁的

端子排上。图16是端子排布置的示例。VACUTAP® AVT分
接开关每个端子排的命名可以在VACUTAP® AVT出厂文件

的电路图上查到。

图15接地螺丝和端子排

图14		带孔底板和电缆密封套PG

图16	端子排布置的示例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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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变压器紧急跳闸的接线

 8 电动机构的电气接线

所有接线必须按照随VACUTAP® AVT分接开关提供

的接线图进行（图17内数据只是示例）。

使变压器在高压侧和低压侧从配电系统切断并使

VACUTAP® AVT监视系统也同时跳闸的开关装置控制系

统连接在端子X1A:7上（图17）。

图17  电路图片断的示例

危险!

有人身事故和设备严重损坏

的危险！

可能损害监视系统的工

效！

只要监视系统（电弧监视

和卡栓监视）动作，变压器必

须立即在高压侧和低压侧同时

切断。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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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机械功能试验

9	 机械功能试验

图18	手摇把

图19a  传动轴和轴端护板

手摇把

传动轴轴端护板

大伞齿轮

图19b  伞齿轮和手摇把

手摇把

旋转标志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先进行机械功能试验。这项试验一定要从下面的极限位置（手摇把逆时针旋转）一直走到上

面的极限位置，然后再返回来（手摇把顺时针旋转）。

打开传动轴轴端的护板（3个
M6螺丝，10号扳手），插上手摇

把。

手摇把转1 圈大伞齿轮转半圈。

注意大伞齿轮上的标记。分接变换

操作完成后中可以清晰听到切换开

关的打响。一次分接变换操作完成

之后，指示器一定指在0°。如果不

是0°，就是分接变换操作还没有全

部完成。

变换一级手摇把要转5圈。切换

开关的变换操作的打响声可以清晰

听见。

用夹持在外壳底板上的手摇

把操动分接开关。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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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控制屏板

机械功能试验完成之后，一定要将分接开关重新返回到校准位置（下面的极限位置）。

升/ 降控制开关

铭牌

计数器

分接位置指示器

 9 机械功能试验

极限位置任何时候都不可超

越。

因此，一定要一直在分接开关视

察窗观看到达的操作位置和电动机构

上的旋转标志。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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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安装现场的试运行

10	 在安装现场的试运行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一定要按第

5节和第9节进行功能试验。

控制单元的视察窗

VACUTAP®AVT 电动机构的门

手摇把

图21  VACUTAP® 电动机构的门和控制屏板的视察窗

在自动控制运行期间控制单元的视察窗一定保持

关闭（见图21）

危险!
危险!

有倾倒的危险！

有严重伤害或致命的危

险！

在分接开关上作业时，一定

先将分接开关地脚固定牢固。
务必防止突然的倾倒。

	有致命危险！

按第5节和第9节进行功能

试验之前，变压器切不可以投

入运行。

	

VACUTAP® AVT运行期间电动机构的门一定要一直关

闭。必须采取合适措施保证只有受权人员才能打开。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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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VACUTAP® AVT分接开关用手摇把的操作

11   VACUTAP® AVT分接开关用手摇把的操作

危险!
建议：在VACUTAP® AVT开关用手摇把操作期间，变

压器的高压和低压两侧都要保持断开。

如果VACUTAP® AVT需要在负载下进行手摇把操作，

则一定要满足下列条件：

 	 切断电机保护开关！

 	 绿色信号灯一定要亮起！

 	 已验证VACUTAP® AVT的接线是正确的（参见2.3和
2.8节），当VACUTAP® AVT的监视系统有一个动作时变

压器能立即在高压和低压两侧与电源断开！

				能够保证VACUTAP® AVT监视系统动作时，能切断

变压器的电源！

如果遵守了要求的安全距离，允许VACUTAP® AVT在
负载下用手摇把进行第9节的操作。在VACUTAP® AVT电
气启动和随后的运行作业之前，一定要进行操作试验包括

从校准位置（下面的极限位置）起，一直到上面的极限位

置，再返回到校准位置的全调压范围的操作。

会发生人身伤害和严重的设

备损坏！

只有所有故障已经完全排除

并且绿色信号灯亮起，变压器才

能重新接入电源。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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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运行中的监视和故障

12.1  向MR作故障咨询时应提供的信息

向MR进行故障咨询时需要提供如下信息：

  有载分接开关序号（见控制屏上的铭牌，图20）；

  操作计数器的读数（见图20中的控制屏）；

  操作位置（见图20中的控制屏）；

  日期

  绿色信号灯H1的状态（是亮还是不亮）

  用户认为与故障有关的其他信息。

12.2  故障类型A：绿色信号灯H1熄灭了

  检查VACUTAP® AVT监视系统上是否有电源电压。

  如果有：VACUTAP® AVT监视系统已经查到了故

障。

  如果没有，则按电路图在VACUTAP® AVT监视系统        

加上电源电压。

  如果绿色信号灯亮了，则按11节说明进行操作试

验。

  在绿色信号灯亮起之前变压器必须切断电源。

 12 运行中的监视和故障

危险!
这里有致命危险！

用户和变压器制造厂必须保

证只要监视系统（电弧监视和卡

栓监视）通电，则立即切断变压

器的高压侧和低压侧。

12.3   故障类型B：绿色信号灯H1未熄灭

  将电机保护开关合闸。

必要时，操动升/降控制开关S3，从校准位置（下

面的极限位置）起，一直到上面的极限位置，再返回到

校准位置。

电话:     (+86) 512- 8555 6100
传真:     (+86) 512- 8555 6195
电子信箱: mr-sales@cn.reinhausen.com
 

江苏开德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霞盛路1号
邮编：215126

    如不能合闸，则故障发生在控制系统。如果故障发

生在有载分接开关（电机保护开关脱扣），不能在现场

排除，请立即同江苏开德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中国或 
变压器制造厂联系。在电机保护开关合闸后进行操作试验。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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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维护

 13 维护

维护、清扫和润滑

有载分接开关每运行2年后或每操作10万次之后,取

其先到者，必须进行清扫和润滑。

这些作业应按润滑图仔细进行。

润滑点和绝缘间距应使用干燥的抹布擦清。

危险!

提示!

   有载分接开关必须按使用说

明书的规定进行检修，以保持高

度操作安全。

有致命危险！

在VACUTAP® AVT分接开关

进行维护前，变压器和有载分接

开关一定要确实做到如下事项:

     在高压侧和低压侧安全地切断

变压器。   

     保证不会重新通电。

     保证不存在电压。

     以醒目的形式将VACUTAP® 
AVT接地和短路。

     作业区域必须封闭。

第一次检修（运行2年后或操作10万次后）应由

MR公司或江苏开德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部

如果所有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检修专

职的或MR培训过的人员通常一日之内便可完成。

MR还是建议由江苏开德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技

术服务部人员进行检修。这样可以保证检修是由专门人员

进行，并保证某些部件可以更新到最新的制造水平。

必须写出相关报告并在的检修档案中江苏开德电气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归档。

操作50万次后，有载分接开关必须更换。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的清洁、外观检查和

润滑：

下列组件在运行2年或操作10万次后（取其先到者）

必须进行检修。

  • 齿轮

  • 镀银触头和连接线（见图22，23）
  • 分接选择器的逐级机构（见图24）
  • 滚柱、耦合轴承、锁止机构（见图25）
  • 储能机构和真空泡控制的导板（见图26）
  • 位置传送器（见图27）

  

润滑图

润滑剂：ISOFLEX TOPAS NCA 5051，
               MR项目编号No.09947300

BA 242/05

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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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维护

图22	分接选择器触头	 图23	转换选择器触头

图26		真空泡导轨

图24  分接选择器逐级机构 图25	储能机构

图27  位置传送器拨轮

分接选择器触头

转换选择器触头

分接选择器逐级机构

锁止机构滚轮

储能机构导轨

真空泡导轨

位置传送器拨轮

轴承

耦合轴承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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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数据

 14 	技术数据

14.1 有载分接开关的技术数据

图28  	绝缘距离

																																										      																	
																																		      
																																      
																														      
																																   
																																									

																																							     
																																					     
																																							

																													    
				

								                                         
　　																						     
　　																						      
				

　　											      
　　												     
　　									     
　　									     

相数 3
最大额定相电流 170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4kA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2s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7.5kV 
额定级电压 500V
额定频率 50 ~ 60Hz
操作位置数 9
分接操作频度 最大每30秒一次

温度范围（环境温度）  -20℃~+65℃
相对地绝缘（f）和 相间绝缘（b）
			设备最高工作电压Um  12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压（f+b） 75kV
			额定短时工频耐压（f+b） 35kV
内部绝缘

			一级（a0，a1）上的额定雷电冲击耐压 10kV
			一级（a0，a1）上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压 3kV
			调压范围两端（a）上的额定雷电冲击耐压 45kV
			调压范围两端（a）上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压 15kV

BA 242/05 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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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技术数据

14.3 电动机构技术数据

14.2 通用技术数据

   

				

				

				

				

				

																																										      																	
																																		      
																																      
																														      
																																   
																																									

																																							     
																																					     
																																							

																													    
				

								                                         
　　																						     
　　																						      
				

　　											      
　　												     
　　									     
　　									     

外壳尺寸 [宽×高×厚]=	1752×1612×510mm
重量 350 kg																											
有载分接开关设计的依据 IEC 60214-1和GB10230

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外壳一体）

电机功率

控制系统功率

0.25kW
0.1W / 0.03W

电压 三相交流220V / 380V																							
额定电流 1.55A / 0.9A
频率 50Hz

BA 242/0524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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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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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 外形尺寸图(899019)
附录

BA 242/05242/05/12/0



 15 Appendix 

26

15.2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 外形尺寸图 (899109)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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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 电路图 ZM030100/第 1 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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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电路图 ZM030100/第 2 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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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 电动机构的组件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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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VACUTAP® AVT有载分接开关, 连接图表 (728180)

附录

过渡电阻 过渡触头（真空泡）

主通断触头（真空泡）

转移开关

分接选择器

分接选择器

分
接
选
择
器
触
头
编
号

分
接
位
置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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