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真空有载分接开关     

每相用“四个真空灭弧室”能否安全运行的分析 
朱建锋 王敏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200333） 
摘要：文章简述了有载分接开关过渡时每组触头的性能要求，对用真空灭弧室替

代原有铜钨触头是否可以安全运行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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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载分接开关（OLTC）能够在变压器运行时调节变压器的电压，是稳定电

网电压不可缺少的设备。因有载分接开关切换频繁，分接开关的触头烧损比较严

重，由于分接开关是在油中熄弧，因而对油的污染较高。 
21 世纪,国内的有载分接开关制造商发现了真空灭弧室具有产生电弧少、灭

弧能力强、不污染油等优点。将真空灭弧室引用到有载分接开关上，用真空灭弧

室替代原有的铜钨触头。从 初每相用四个真空灭弧室直接替代的设计，至今每

相采用两个或三个真空灭弧室过渡回路的设计,表明了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发展

已经逐步成熟化、类型多样化。 
                   



 

2 切换原理 

有载分接开关的切换原理就是在变压器绕组中引出若干个分接抽头后，在变

压器不断的电情况下，由一个分接头“切换”到另一个分接头，以改变绕组有效

匝数，从而达到调压的目的如图 1 所示[1]。在分接开关切换过程中，要始终保持

变压器绕组导通，分接开关能承载一定的额定电流和短路电流的冲击，在转换过

程中，不能发生短路故障，否则完全有可能烧毁变压器绕组。因此有载分接 

 
                                 

开关的设计始终要遵守先合后断的原则，既不能断开电路也不能发生短路故障。 
有载分接开关工作时，两组触头分别位于变压器调压绕组某一段的二个抽头

图 2 有载分接开关过渡电路原理图 

图 3 有载开关触头结构 

触头组 1：M1(主触头) ；K1(主通断触头) 

触头组 2：M2(主触头) ；K2(过渡触头) 

K4(通断触头) ； K3(过渡触头) 

图 1 有载分接开关过渡原理图 



 

上，而两组触头必须保证一组触头闭合，另一组触头同时打开如图 2、图 3 所示。

处于断开触头组的各对触头的断口尺寸将决定开关的安全可靠性，一般来说触头

断开距离尺寸越大，安全性越好。 

3 触头任务 

有载分接开关每相触头组至少各有三对触头如图 3 所示，每对触头分别负责

承载电流、通断电流和电流过渡的作用，这三对触头分别称为：主触头、主通断

触头和过渡触头，每对触头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其性能要求也就不同。 
主触头(M1、M2)要承担变压器分接和变压器主绕组的联接任务，此对触头

必须具备与变压器绕组相同的承载能力，可以长期承担变压器 大额定电流，且

温升值不超过变压器绕组温升值，同时有能力承载变压器在短时可能受到外来短

路或过载电流的冲击，因而对于分接开关主触头的性能要求更高于变压器绕组，

它不能因短路电流产生的过高温度使触头熔合而不能分断，也不能因电流过大产

生的电动力使触头产生变形断裂或严重烧损。这就要求此对触头材质具有 低电

阻率、 佳机械强度和 好分合能力，且经几十万至上百万次分合接触电阻不会

增加。 
主通断触头(K1、K4)它的作用是在变压器需要调压时保护主触头,在分接开

关切换过渡过程中主触头打开时能承接电流,使主触头断开和合上时不产生电弧

和电磨损，在主触头断开后暂时代替其接通变压器主绕组和分接绕组的电流。不

会因分接开关切换动作不到位而停电，它同时还可以在触头分开时能熄灭电弧。

主通断触头必须在变压器调压分接开关切换过程中，既能承担变压器额定负载电

流，又能承受分接开关触头分合时电弧烧损和电磨损，其机械寿命可达到几十万

次。 
有载分接开关在切换时触头的动作顺序是先合后断的，在过渡过程中会产生

瞬时的短路电流，因此过渡触头（K2,K3）要串联一组过渡电阻，限制短路电流，

保证电路不发生短路故障。主通断触头断开时有压降会产生电弧，过渡触头要能

够快速有效的灭弧。 
传统的有载分接开关所用的机械触头都是在油中熄弧，触头材料耐弧性能

高，包括动触头和静触头都为铜钨合金制造，在开关进行有载调压动作时，动静

触头之间会产生电弧。电弧会对触头产生烧蚀，同时会对开关内的变压器油产生

高温分解，生成多种可燃气体和游离碳。触头烧蚀的金属微粒和游离碳会大大降

低变压器油的绝缘性能，因而开关变压器油需定期过滤或更换，开关也需定期维

护。 
随着变压器容量不断增大，电压等级的提高，切换更加频繁，由真空灭弧室



 

替代合金耐弧机械式过渡触头逐渐成为有载分接开关的技术发展趋势。开关进行

有载调压时，过渡触头由真空灭弧室替代，电弧只发生在真空灭弧室内，不会再

对开关内的变压器油产生污染，也没有了烧蚀的金属微粒，这样可以做到开关的

免维护，延长开关使用寿命，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消耗[2]。 

4 每相用“四个真空灭弧室”的安全隐患 

真空灭弧室的原理是利用高真空工作绝缘灭弧介质,靠密封在真空中的一对

触头来实现电力电路的通断功能的一种电真空器件。当其断开一定数值的电流时,
动静触头在分离的瞬间,电流收缩到触头刚分离的 一点上,出现电极间电阻剧烈

增大和温度迅速提高,直至发生电极金属的蒸发 �, 同时形成极高的电场强度,导致

极强烈的发射和间隙击穿,产生真空电弧,当工频电流接近零时,同时也是触头开

距的增大 �, 真空电弧的等离子体很快向四周扩散,电弧电流过零后 �, 触头间隙的

介质迅速由导电体变为绝缘体,于是电流被分断[3]。 
    真空灭弧室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一些中压电器在二十年前就

由真空灭弧室替代。而有载真空分接开关替代较慢就是因为前面所述分接开关一

直是二组触头连接着一段绕组的两端抽头，由分接开关分合决定着一端接通一端

断开，而且切换过程有瞬时短路状态，要求真空灭弧室在几十万次切换过程时间

不能变化，更不能出现一次过零后重燃；更大的担心还在于，负担主通断和电阻

过渡通断的触头在用真空灭弧室替代后，触头开距由几十到一百多毫米变成三至

五毫米，一旦在静止状态时发生真空灭弧室真空度下降，发生漏电，就会造成这

一段调压绕组短路烧毁。这就是本行业许多有识之士所提出和担心的。 
近来国外推出了以一种每一相用四只真空灭弧室的有载分接开关，其电路结 
 

图 4 采用四个真空灭弧室过渡原理图 图 5 真空灭弧室变压器级间短路故障 

故障

真空触头组 2：M2(主触头)，V1、V3(主通断真空管)，V2、V4(过渡真空管) 



 

构原理如图 4 所示；切换真空触头组 1：M1(主触头)，开关每一相由位于 N 分接

侧的主通流开关 M1、位于 N+1 分接侧的主通流开关 M2、四只真空灭弧室组 V1、
V2、V3、V4 以及过渡电阻 R1、R2 构成。真空灭弧室组 V1、V4 起主通断作用，

真空灭弧室组 V2、V3 起过渡作用。真空灭弧室组 V1 和由真空灭弧室组 V2 与

过渡电阻 R1 构成的过渡支路并联在主通流开关 M1 上，真空灭弧室组 V4 和由

真空灭弧室组 V3 与过渡电阻 R2 构成的过渡支路并联在主通流开关 M2 上，四

只真空灭弧室组 V1、V2、V3、V4 的一端和主通流开关 M1、M2 的一端直接与

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中性点 O 连接。 
这种电路结构在四只真空灭弧室组 V1、V2、V3、V4 技术性能都正常时，

可以实现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正常切换。但四只真空灭弧室组 V1、V2、V3、
V4 有一只质量不好或长期使用后真空灭弧室出现漏气现象时，真空灭弧室组

V1、V2、V3、V4 就不能实现正常熄弧和关断，就会造成这一段调压绕组短路

烧毁，引起变压器事故（见图 5）。一台三相真空有载分接开关使用 12 只真空灭

弧室，这种故障概率还是客观存在的。 

5 特殊过渡回路的设计 

国内的有载分接开关制造商在开关过渡回路中做了特殊设计如图 6 所示。将

整个过渡回路分成两段各自形成一个中性点 A 和 B，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中性

点 0 通过一个中性点连接开关 K 与所述中性点 A 和 B 切换连接。在真空灭弧室

性能正常时，中性点连接开关 K 的切换无电弧产生；在真空灭弧室质量不好的

或长期使用后真空灭弧室出现漏气，真空灭弧室不能实现正常熄弧和通断的时

候，有载分接开关还能完成切换，中性点 K 的切换动作产生电弧会引起开关及

时报警。此设计使得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安全性能得到了保证，解决了使用者的

后顾之忧。 

图 6 四个真空灭弧室保护过渡电路 



 

每相采用两个真空灭弧室也可以避免以上问题，每相只用两只真空灭弧室与

二侧主触头交替并联如图 7、图 8 所示，这样只有主触头合上侧才有真空灭弧室

与之并联，而断开一侧没有真空灭弧室，也就不必担心由于真空灭弧故障造成级

间短路危险。 

6 结束语 

   目前，国内的真空有载分接开关的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可

满足智能电网的需求。多年的现场运行结果表明上述经特殊设计改造后的采用

“四个真空灭弧室”的有载分接开关性能可靠，可保证长期安全运行。如果在对

开关外形尺寸上没有特殊限制，也可采用每相两个或三个真空灭弧室的真空有载

分接开关，其具有过渡电路简单、结构设计合理、安全系数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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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两个真空灭弧室双电阻过渡     图 7 两个真空灭弧室单电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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