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ZN85-40.5/T2000-31.5 型户内高压交流真空断路器是额定电压 40.5kV,三相交流 50Hz 的

户内高压开关设备，可供工矿、企业、发电厂及变电站作电气设备的控制和保护之用。 

本断路器的操作机构为弹簧储能式，可以用交流或直流操作，亦可用手动操作。本断路

器具有结构简单、开断能力强、寿命长、操作功能齐全、无爆炸危险、维修简便、无污染、

噪音低等优点，尤其使用于开断重要负荷及频繁操作的场所。 

 

 

二、型号及其含义 

 

   Z  N  85  —  40.5  /  T  2000  —  31.5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31.5（kA） 

                                                 

                                                额定电流（A） 

 

                                                弹簧操动机构 

 

                                                额定电压 40.5（kV） 

                                                   

                                                设计系列顺序号 

                                                

                                                户内 

                                                 

                                                真空开关 

 

 

三、执行标准 

 

ZN85-40.5/T2000-31.5 型户内高压交流真空断路器应符合：GB 1984-2003《高压交流断路器》、

GB/T 11022-2011《高压开关和控制设备共同技术要求》。 

 

 

 



 

四、正常使用环境 

 

4.1  海拔：不超过 1000m。 

4.2  环境温度：上限＋40℃、下限－25℃。 

4.3  相对湿度：同平均值不大于 95%，月平均值不大于 90%。 

4.4  地震烈度不超过 8 度。 

4.5  无火灾、爆炸危险，无腐蚀性气体及无剧烈振动的场所。 

 

 

五、主要技术参数 

断路器的技术参数见表 1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值 

1 额定电压 kV 40.5 

2 额定电流 A 630、1250、1600、2000、2500 

3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31.5 

4 峰值耐受电流 80 

5 4s 短时耐受电流 31.5 

6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80 

7 额定短路电流开断次数 次 20 

8 额定操作顺序  分-0.3s-合分-180s-合分 

9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全波） 
kV 

185 

10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1min） 95 

11 合闸时间 
ms 

≤75ms/≤100ms 

12 分闸时间 ≤60ms/≤100ms 

13 机械寿命 
次 10000 

14 额定电流开断次数 

15 储能电动机功率 W ≤230 

16 储能电动机额定电压 V DC110  AC110  DC220  AC220 

17 储能时间 S ≤15 

18 合闸电磁铁额定电压 

V 

DC110  DC220 
19 分闸电器铁额定电压 

20 储能式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 
DC110  AC110  DC220  AC220 

21 失压脱扣器额定电压 

22 过流脱扣器额定电流 A 5 



23 辅助开关额定电流 AC 10 DC 5 

注：分、合闸时间均为最高、最低和额定操作电压下的操作时间 

断路器整体调节完毕后，应符合表二所列机械特性参数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参数 

1 解头开距 mm 20±2 

2 超行程 mm 7.5±1.5 

3 超行程触头允许磨损厚度 mm 3 

4 平均合闸速度 m/s 0.65±0.15 

5 平均合闸速度（触头分离 12mm) m/s 1.8±0.2 

6 触头合闸弹跳时间 ms ≤2 

7 三极触头合闸不同期 ms ≤2 

8 三级触头分闸不同期 ms ≤2 

9 分闸触头反弹幅值 ms ≤2 

10 缓冲器缓冲行程 mm 13±1 

11 回路电阻 μ Ω  1600A 及以下 ≤75 1600A 以下 ≤65 

操作机构储能电机技术参数见表三 

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输出功率 正常工作电压 

HDZ-22301B DC110V  AC110V DC200V  AC220V ≤230W 85%-110%额定电压 

分合闸脱扣器技术参数见表四 

额定工作电压（V） DC110 DC220 

额定工作电流（A） 1.05 0.96 

额定电功率（W） ＜115 ＜210 

20℃时线圈电阻值（Ω） 105±3 230±5 

正常工作电压范围 65%-120 额定工作电压应可靠分闸，小于 30%额定工作电压时不得分闸 

 

 

六、结构特点 

 

6.1  结构 

ZN85-40.5（3AV3）型户内交流高压真空断路器采用上下布置结构，有效地降低了断路

器的深度。断路器采用复合绝缘结构，三极灭弧室和极联带电体由三只独立的环氧树脂绝缘

罩相隔离。复合绝缘减少了断路器的体积。采用复合绝缘结构之后，断路器满足正常运行条

件下的空气距离和爬距要求。主导电回路真空灭弧室和动静导电联接安装在绝缘筒内，使相

间距仅为 300 毫米。主回路电气连接全部采用固定式连接，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本断路器能装配两种型号的真空灭弧室：美国 Culter_Hammer 公司的 WL-35855X 和国

产 ZMD□-40.5。真空灭弧室内的气体压力应低于 1.33×10
-3

Pa，真空灭弧室在额定触头压

力下的回路电阻小于 40μ Ω。 

操动机构采用专门为这种新型断路器设计的弹簧操动机构，安装在框架内。其结构特点

更适合这种断路器的上下布置形式，并成为断路器整体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机构设计



简单，输出曲线与灭弧室的要求配合良好。其性能更适合 40.5kV 真空断路器的特点和要求。 

断路器其总体布局合理、美观、简洁。体积小巧，操作灵活，具有电气性能可靠、使用

寿命长、检修方便、免维护的特点。适用于多种场合和运行条件比较苛刻的工作场所。 

6.2  电气工作原理 

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时的主回路电流路径是：从上导电块 1 经固定在绝缘筒 6 上的灭弧室

静支座到真空来弧室 2 内部的静触头，而后经过真空灭弧室动触头及软连接 3 至下导电块 4，

依靠操作绝缘子和弹簧来完成断路器的分、合闸操作运动。 

6.3  灭弧原理 

断路器配用的真空灭弧室，具有很高的真空度。当动。静触头在操动机构作用下带电分闸时，

在触头间将会产生真空电弧地。同时，由于触头的特殊结构，在电流间隙中产生适当的纵磁

场，使真空电弧保持扩散，并使电弧均匀地分布在触头表面燃烧，并维持低的电弧电压。在

电流自然过零时，残留的离子、电子和金属蒸汽在微妙量级的时间内就可复合或凝聚在触头

表面和屏蔽罩上使电弧熄灭，灭弧室断口的介质绝缘强度很快被恢复，达到分断的目的。由

于本真空断路器采用纵向磁场控制真空电弧，因而具有强大而稳定的开断电流的能力。 

6.4  机构储能操作 

（1） 电动机储能操作 

机构储能单元采用单级减速结构，电动机从小链轮轴的一端输入功率，经滚子链带动大

链轮。大链轮传动同时带动驱动爪，驱动爪在运动过程中与驱动块咬合。从而保证储能机械

系统在惯性力作用下不被损坏。 

（2） 手动储能操作 

将手动储能操作手柄（约 420mm 上，附件）插入储能摇臂的插孔中，然后左右摆动（约

60 度），利用单向轴承带动储能轴转动，实现对合闸弹簧储能。 

机构储能完毕后，断路器即可随时技术合闸指令，实现合闸操作。 

（3） 合闸操作 

当机构的合闸弹簧储能完毕后，合闸弹簧因挚子的作用而保持在储能状态，储能保证挚

子口轮滚子力的作用下有向解扣方向运动的趋势，此时若将合闸半轴按顺时针方向转动脱扣

位置（约 20 度），储能保持挚子扣板将向顺时针方向迅速运行，储能保持状态被解除，合闸

弹簧快速释放能量，并带动凸轮逆时针转动。同时，连杆机构在凸轮的驱动下运动至合闸位

置，从而完成机构的合闸动作。此时行程开关复位，电动机通电并再次为合闸弹簧储能，使

机构处于合闸储能状态，完成合闸操作循环。 

（4） 分闸操作 

机构的合闸状态是由连杆机构的扣板和半轴来保持的。扣板在断路器负载力的作用下有

向解扣方向运行的趋势，此时或将合闸半轴沿逆时针方向转动至脱扣位置（约 20 度），扣板

将迅速沿逆时针方向运行，连杆机构的平衡状态被解除。在断路器负载力的作用下运动至分

闸位置，从而完成机构的分闸动作。 

6.5  断路器合闸动作原理 

断路器呈现分闸已储能状态是，当接到合闸指令，机构即迅速合闸。机构输出拐臂通过传动

杆 4 推动断路器在轴 2 转动，大轴转动时，大轴上的三极拐臂 3、10 分别推动与之相连的传

动连板 9。传动连扳 1 推动传动连扳向前运动，与传动连扳 2 相连的传动连扳 7 顶起轴销和

杆端关节轴承 11，推动传动绝缘子及灭弧室动端向合闸方向运动，与传动连扳 2 相连的传

动连扳 8 在动静触头接触后拉动触头弹簧产生超行程。大轴上拐臂推动传动绝缘子的同时，

两边相拐臂另端压缩分闸弹簧 1，使之完成储能：中间极的拐臂压动断路顺合分指示牌，使

指示牌指示合闸状态，断路器完成合闸操作。 

6.6  断路分闸动作原理 



断路器呈合闸已储能或合闸未储能状态是，当接到分闸指令，机构即解合闸状态，迅速分闸。

在负载力的分闸弹簧力的作用下，断路器断口打开，灭弧室切断电流形成开路。拐臂、传动

绝缘子大轴、分闸弹簧、合分指示标牌都恢复到分闸位置，断路器分闸操作完毕。 

 

 

七、外形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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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ZN85-40.5（3AV3）熔断器辅助手车（58 芯插座） 



              右把手无法操动      

项2手把未拉上或手车进入工作位置时，
右   旋

置时，此把手无法操动   

项2手把未拉上或手车进入工作位

              左把手无法操动      

项2手把未拉上或手车进入工作位置时，

① 左  把  手

操       作 

运 动 方 向   运 动 方 向   

手把，断路器跳闸

时，手把无法按下接下此

接地开关把未至工作位置

② 手  把

明

说

作

操名       称 ⑤接地开关操作把手④ 右  把  手③ 紧急分闸

4.操作断路器分合或关门操作断路器分合

把（将手车从工作位置移至试验位置，操作程序3-2-1）

3.按下项2手把，插入摇把将手车推入工作位置，当离合器分离时取出摇把，拉上项2

2.握接地开关操作把手(项5)、右移插入柜右侧板孔内锁定

插入柜内左右侧板四孔内锁定

1.握左右把手(项1、项4）进入柜内试验位置.将与左右把手相连接的四个定位销分别

1
0

 

图 7-2  ZN85-40.5（3AV3）真空断路器手车（58 芯插座） 

断路器接线图、见图 7-3、图 7-4、图 7-5： 



   

图 7-3 



 

图 7-4 



 

图 7-5 



 

八、安装与维护 

 

8.1  安装 

（1）安装前检查 

断路器开箱收，按装箱单检查组件是否齐全，断路器是否受潮、受损、动作是否正常。

检查完好清理表面尘垢。用工频耐压法检查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断路器分闸，在断口施加

工频 95kV 一分钟）。所有检查合格后，即可进行安装。 

（2）调试 

开箱检查完好的产品一般不需要重新调试，仅当发现断路器不符合其技术要求或更换重

要零部件后，需对产品进行调试。 

首先调节真空灭弧室动导电杆下杆端关节轴及油缓冲器高度，使真空灭弧室触头开距为

22±2 毫米；配合调节触头弹簧上的螺母，使触头接触行程为 7.5±1.5；再检查大轴各部件

联接及油缓冲是否正常。最后调机构，使机构动作真诚，无论手动、电动控制、储能、合、

分闸等各项动作不应出现卡滞现象。断路器整体调节完毕后，应符合表二所需列参数要求。 

（3） 断路器额定操作顺序为: 

分-0.3s-合分-180s-合分 

（4）断路器的断开与闭合操作允许两种操作方式：电动操作方式与手动操作方式。 

a.电动操作方式 

断路器二次插头与外部控制回路联接好后，即可通过合分电磁铁对断路施行远程控制。 

b.手动操作方式 

用储能棒插入机构搞垮能块中手动储能后，按下面板上的合闸按钮，即可实现合闸操作，

再按下分闸按钮即可分闸。 

8.2 使用与维护 

（1）断路器在投入运行前，应仔细核对操作元件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与实际情况是

否相符。并对机构分别进行手动、电动储能，进行合、分闸操作，检查各项指标是否合格。 

（2）运行中的断路器应定期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a.检查真空灭弧室真空度； 

     b.检查接触行程、触头开距是否符合要求； 

     c.检查断路器是否干燥、清洁； 

     d.检查辅助开关触点烧蚀情况。 

（3）发现断路器受潮后，应及时对所有绝缘件进行检查；将已受潮的零件在 70-800C

烘箱中干燥 48 小时再重新装配，调试，直至符合表三参数要求。 

（4）操作 2000 次应对机构各部位进行检查，发现松动、润滑不良、及时改正。 

（5）灭弧室开断故障电流 30 次，应检查灭弧室的真空度、触头烧情况，若不合乎要求，

则更换灭弧室。 

（6）使用及维护过程中，严禁用坚硬的物体（如工具）撞击真空灭弧室外壳。 

8.3  运输、验收及储存 

(1) 运输 

ZN85-40.5(3AV3)户内真空断路器时单独包装，它固定在木架内并覆盖纸板。 

(2)用户收到断路器后的验收 

a.检查包装是否完好。 

b.对照产品装箱单检查文件、附件、备件是否齐全。 



c.检查断路器铭牌上的技术参数，产品合格证是否符合订货要求。 

（3）储存 

断路器应收在干燥、通风、防潮、防震及防有害气体侵蚀的室内。若长期存放需在传动

部分涂润滑油，并定期检查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九、订货注意事项 

 

9.1  断路器的型号，主要技术参数。 

9.2  储能电机电压、分合闸脱扣器电压操作电源电压。 

9.3  备品、备件名称、数量、清单： 

（1） 产品合格证 

（2） 安装使用说明书 

（3） 装箱单 

（4） 随机备品备件及附件清单 

（5） 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6） 其它相关资料 

 

 

十、真空断路器产品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