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XCVVZ
12kV,630A···1250A,···31.5kA



������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厦门协成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1996年，专业生产高、低压成套电器设备、

高压元件、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智能产品等，�先后被评为福建省“爱国、敬业、守法”先进企业、

厦门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科技先导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民营100强企业、福建省顾客

满意建设先进单位、福建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福建省民营企业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等。�

������

������公司产品全部通过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控配电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型式试验并通过部级鉴定。产品全部进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全国城乡电网

建设与改造所需主要设备产品及生产企业推荐目录》中。公司1998年通过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2008年

通过IS014001环境体系认证，2013年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采用三维视图软件设计，技术

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世界先进水平。生产过程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执行，配合严格的检测手段

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产品被国内外用户广泛选用，深受用户好评。

����

������公司是ABB、西门子、GE、施耐德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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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协成公司坚持“不断创新、品质卓越”的方针，

研发中心新产品不断，新的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接

地，XCVVZ小型化开关设备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

特征是：断路器固封极柱的高度只有同类产品的2/3，

灭弧室的动端拉杆侧出，超程簧拉杆与极柱平行向上

与传动轴拐臂连接，断路器操作机构包括隔离、接地、

断路器操作机构，并集柜门、隔离、接地机械连锁为

一体，功能完全结构紧凑，性能可靠、尺寸小巧、可

整体安装或拆卸。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的分合状态，

从柜外可直接看到明显的隔离断口和接地开关的刀闸

位置。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可以采用侧装和平

装的两种安装方式，采用平装的柜体不会像侧装那样

因一侧受重力而使柜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倾斜等

现象。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和本厂生产的小型化

真空负荷开关和组合电器的操作机构、开关框架的深

度尺寸都一致，可保证操作面板和柜门的贴合的同时，

保证母线连接在同一条线上。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特别适合安装在A、

B、C后中前布置的小型化开关柜内。可广泛应用在

3-12kV三相交流50Hz的电力系统中，适用于各类箱

式变电站、环网柜和固定式开关柜。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采用隔离开关、断

路器、接地开关一体化设计。操作方式可采用隔离开

关、接地开关、断路器三轴独立操作方式，也可采用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联动操作方式，并且完全满足五

防联锁的要求，更能最大保护操作者的安全。

�1.1�总则

1  产品概述



01 0202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1.2�符合的标准 1.3�设备正常使用条件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设计制造遵循以下标准：

●�GB�1984-2014�����高压交流断路器

●�GB�1985-2005�����交流高压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JB/T3855-2008����高压交流真空断路器

●�DL/T�403-2000����12kV~40.5kV高压真空断路
����������������������������������器订货技术条件

●�符合�IEC62271-100�的相关要求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主要适用于

下列正常使用条件的限额值：

●�周围空气温度：-25℃…+40℃

●�相对湿度：＜95%

●�装设地点海拔高度：＜1000m

●�对于特殊使用条件，请与制造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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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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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功能复合、一体化产品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是集隔离开关、真空

断路器、接地开关为一体的产品。隔离开关的上出线

与母线相连，隔离开关刀闸的转动端是真空灭弧室的

上静触头，真空灭弧室固封极柱的下出线端相当于接地

开关的静触头的安装绝缘子，传统的三个开关之间的

连接线等于零。有效地节约了在开关柜内的宝贵空间。

在外形尺寸500mm(宽)X2000mm(高)X1000mm(深)

的柜内安装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后，还可以安

装常用的互感器、避雷器，带电显示传感绝缘子，电

缆安装高度约600mm。为了保证电缆安装高度，如

果柜高1800mm，柜宽要适当加宽到550mm，同理

如果柜高1700mm，柜宽要适当加宽到600mm。

3  结构特点

A�进线静触头

B�进线绝缘支撑座

C�隔离刀

D�固封极柱（内置灭弧室）

E�操作面板

F�机构箱

G�接地开关

H�门联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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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模块化弹簧储能操动机构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采用模块化弹簧操动

机构，与其他机构相比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可整体插入安装或整体拔出拆卸，无论是安装还

是售后服务，机构的拆装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该机架是为A、B、C纵向布置的、断路器极柱侧

传动、独特的弹簧操作机构；具有结构简单，性能可

靠，专用性强的特点。

�������机构体积外形小、功能多，该机构不仅有与国内

外同类断路器的操作功能而且有隔离开关、接地操作

功能、同时还具备包括柜门的机械连锁操作等多项功

能。合闸操作功低，冲击小，噪音低。是纵向断路器

理想的弹簧操作机构。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的机械传动设置在

极柱右侧的中部，使得在左侧的上下出线毋需特意避

开传动机构，从而使得安装在开关柜内时，开关柜宽

度方向的尺寸可以大大缩小。

3.3�结构紧凑、小巧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在断路器固封极柱上

端为方形，三相拼装后留下一个方形的金属隔板空间，

为母线室和电缆室的金属铠装隔离提供了很大方便。

3.4�带穿墙隔板的设计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采用固封式极柱工艺，

将真空灭弧室和上静触头固封在环氧树脂内，简化断

路器的装配工艺，使真空灭弧室外部环境的影响最小。

三轴机构

联动机构

3.5�固封极柱具有优良的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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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的隔离开关、断路器、

接地开关，是通过机械连锁控制，按连锁设计的程序，

结构满足“五防联锁”的要求。如果操作者顺序不对，

则不能正常插入操作孔等操作位置。

��������隔离开关、接地开关都有独立的操作主轴，通过

主轴的旋转实现工位转换。隔离操作轴转动分合闸通过

压缩弹簧过零点释放和推动能量，隔离操作主轴通过连

板连接刀闸的孔，刀闸插入轴孔后与断路器静触头连接，

刀闸的插入部分装有铝质均压罩，三相一体转动的轴

结构，保证了隔离开关三相的同期性，比同类产品减少

了拐臂轴、拐臂、拐臂拉杆等中间传动环节。

�������隔离的上静触头浇注在极柱内，供隔离刀闸插入和

与主母线连接，缩小了主母线和隔离位置刀闸的绝缘

距离，降低了母线室高度。

�������接地开关分合闸操作均由弹簧过零点释放推动，与

操作者的操作力大小和快慢无关。

�������隔离开关与接地开关是单独分开操作的，在断路器

分闸状态下：在隔离开关分闸后，才能合分闸接地开关；

反之，接地开关分闸后，才能分合闸隔离开关；断路器

在合闸状态下，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都无法实现分合闸

操作指令，以保证操作者的安全。

断路器与隔离开关在弹簧操作机构内设置有完善的机械联锁功能：

●�柜门打开时，隔离断路器不能操作；

●�隔离开关只有在合闸时，断路器才能合闸操作；

●�断路器合闸后，隔离/接地开关不能操作；

●�隔离/接地开关只有在隔离/接地位置时，柜门才能打开；

●�所有的联锁功能都在开关弹簧操作机构内部已设计好，开关柜上只需安装一个锁片即可，不再需���

����要设计复杂的联锁，使用非常方便。

3.6��隔离开关、接地开关

3.7��完善的机械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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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附件的选择

常用附件 主要参数 备注

电机
额定电压：DC220V

额定功率：90W
电动标配

分励脱扣器
额定电压：DC220V

内阻：110Ω

过流脱扣器 5A

辅助触点

8开8闭

AC380V��10A

DC220V���6A

门连锁片 标配

操作手柄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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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12(D/630-20

XCVVZ-12(D)/1250-20

XCVVZ-12(D)/630-25

XCVVZ-12(D)/1250-25

XCVVZ-12(D)/630-31.5

XCVVZ-12(D)/1250-31.5

5  产品型号、名称及含义

XCVVZ��-��12��(D)�/���囗��-��囗���P(C)����L���S���M

电动操作（手动）

三轴操作

联动操作

P平装（C侧装）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额定电流

接地开关

额定电压

XCVVZ系列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注：倒装式请在订货时特殊说明“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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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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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开关柜结构

●�主母线室

�������母线室内为后、中、前纵向排列的主母线，和XCVVZ

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的隔离开关部分，主母线与隔离开关

上静触头栓接在一起，从继电仪表室面板上的观察窗可

以看到隔离开关的明显断口。

●�断路器及电缆室

�������断路器及电缆室内，主要是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

路器、电流互感器、避雷器等；断路器与隔离开关接地

开关三种合为一体，从而使得结构更加紧凑，保证了电

缆的安装高度。

●�继电仪表室

�������继电仪表室主要安装仪表及继电保护装置。

可以配备先进的智能化控制单元，方便组成变

电站、配网自动化系统。

电缆室

7  开关柜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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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隔离断路器XCVVZ

隔离断路器XCV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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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隔离开关DES1(二工位)

隔离断路器XCVVZ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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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隔离开关DES1(三工位)

隔离开关DES1(二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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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隔离开关DES1(三工位)

隔离开关DES1(二工位)



1515 16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33 34 35 36

隔离断路器XCV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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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

020219 23

05 23 02 02 13 09 02 02 2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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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出厂条件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在出厂前都要进行

完整的性能检测，并进行200次机械磨合老练，保证

出厂的每台产品的可靠性。

9.2�包装

������XCVVZ纵向隔离真空断路器包装时断路器应处于

分闸状态，隔离开关处于接地位置。先用塑料袋密封，

内置适量干燥剂，然后固定在木制底板上，最后用

胶合板包装。

9.3�运输

�������装卸包装箱时只能采用起重机、叉车、行车等

工具，在运输过程中需要起吊时，应严格按包装箱

外面所标注的位置进行。

9.4�开箱检查

�������用户收到产品后，应立即检查。检查断路器在

包装及运输过程中有否损伤，检查配件是否与装箱单

相符，检查产品型号规格是否与订货相同。

●�出厂文件和附件

●�使用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

●�出厂检验报告

●�装箱单

●�电气接线原理图

●�操作手柄

●�储能手柄

9.5�储存

�������产品宜储存在通风、干燥、无剧烈震动、无腐蚀

性气体的室内。

10.1�安装、调试
●�安装前应检查产品是否完整无缺，紧固件是否

���松动。

●�清除脏污，尤其是在绝缘件表面的脏污，这些

���脏污现象可能是由于在运输过程中透过包装材

���料或在储存中造成的。

●�检查一、二次回路连线和接地体的连接状况。

10.2�隔离断路器的操作
●�先将隔离开关操作到隔离或合闸位置，在面板

���上能观察到隔离开关位置指示器所指示的隔离

���开关的各个位置。

●�接通辅助电源进行电动储能，或用储能手柄进

���行手动储能，储能指示显示已储能时表示电机

���储能完成。

●�用按钮进行分合闸操作，并观察断路器分、合

���闸位置指示器动作情况。

●�在每次操作中，断路器上的计数器自动进行记

���录。在断路器面板上都能观察到断路器合分闸

���指示器所指出的断路器的合、分闸位置。

�������维修工作用来维持断路器的无故障运行并可

获得最长的使用寿命。

11.1�一般要求
�������由于真空断路器具有结构简单和耐用的特点，

因此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在整个使用期内，断路

器操动机构免维护，真空灭弧室毋须检修，即使

是频繁的分闸操作和开断短路电流，对真空度也

不会有影响。

�������维护工作与零部件受磨损和老化有关，为使

断路器可靠地工作，所需进行的维修工作的间隔

时间和检修范围将取决于工作环境的影响、操作

次数、运行时间以及开断短路电流的次数等诸因素。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于精心的检查和维护，

二次辅助元件的使用寿命理论上满足10000次以

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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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时应注明：

●�断路器型号、名称及订货数量。

●�断路器额定电压、电流及开断电流。

●�额定操作电压。

●�备品、备件的名称和数量。

●�用户若有其它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在技术

���协议中说明。��

��������������维修工作只能是由经过培训，熟悉本开关设备

特性的人员担任。

�������在进行维修工作时，所有的辅助电源均必须断

开且没有再送电的危险。

11.2�检查和维护

11.2.1�断路器本体部分

�������一般情况下，断路器极柱部分毋须维修，只有

在充分怀疑断路器上可能受过外力作用，使真空灭

弧室内部发生损坏的情况下，才检查真空度。真空

灭弧室的使用寿命取决于电流总限额值，只有当达

到电流总限额值时，断路器极柱才予以更换。

11.2.2�操动机构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寿命的操作次数内检

查是不必要的，下列情况下，应对操动机构进行检

查和性能测试：

�������●�一定的操作次数后。

�������●�特殊运行条件下，包括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严

����������重污染和腐蚀性气体环境中。

性能测试前将断路器分闸：

������●�将隔离/接地开关操作到隔离/接地位置。

������●�移开面板进行外观检查。

性能测试范围：

������●�接通辅助电源。

������●�空载情况下进行几次分合闸操作检查动作的

���������正确性。

11.2.3�对真空断路器的一般要求

�������在断路器运行了约5年之后或当操动机构

进行维修时，也应对真空断路器本体进行检查，

尤其是检查外观情况：�

�������在外观检查后，需对设备表面的污秽受潮

部分进行清洁。用干布擦拭绝缘件表面，然后

用沾有清洗剂的稠布擦去其它污秽物。

������在一些特殊使用场合或特别有损害的环境

条件下运行的开关设备（如在高污秽和重腐蚀

性气体的环境中），上述检查工作的最短间隔

时间应小于5年。

11.3�附件

●�断路器手动储能手柄

●�隔离/接地开关操作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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