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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B 系列低压隔离变压器

随着电网技术的发展和节能的需要，20kV 作为城市电网的基本高压供电的电压等级，

即将实施，原 10kV 干式电力变压器将逐步更换为 20kV 干式电力变压器，对过渡期内要求

新装 10kV 变压器的用户，优先选用我厂率先开发的 20kV（10kV）双电压等级的干式电力

变压器，将会节约可观的工程费用。我厂 20（10）kV 双电压等级 H 级环保型空气绝缘干

式变压器采用了创新设计，经过试验在两种电压等级下，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有关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由于绝缘结构设计合理，在电网升级时，只要拧动几颗螺栓，

改变一下接法，就可以切换到新电压等级下使用。

一、用途功能

1.1 用途：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企事业单位、住宅区、交通枢纽、科研基地等场所的配

电。

1.2 功能：具有难燃、不爆等安全特点，以及损耗低噪声低、耐热耐潮、抗短路能力强

等优点。

二、型号说明

S □ □ □ - □ / □ （□）

| | | | | |____ 额定电压，□（□）kV，表示双电压等级
| | | | |_________ 额定容量 kVA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损耗水平代号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B 箔式线圈,非箔式省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 树脂成形，G空气绝缘干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相

三、使用条件

3.1 环境温度： －5℃～＋40℃ 。

3.2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 m 。

3.3 相对湿度：85％～100％ 。

3.4 安装环境：安装地点无强烈颠簸震动，与垂直面的倾斜度不超过 15°，无足以腐蚀

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蒸汽和化学沉积灰尘，及其他爆炸性和侵蚀性介质。

3.5 电源电压：波形近似于正弦波，三相基本对称。

3.6 若气温超过＋40℃或海拔超过 1000m 时，应按 GB1094.11-2007 标准的有关条款降低

定额值使用。

3.7 室内安装，一般配备防护等级为 IP20 的外壳。

四、安全要求

4.1 变压器的试验、安装和维护必须由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担任，并按电器设备安全操作

规程进行操作，严禁带电情况下打开变压器外壳。

4.2、 在专用配电室内可以裸体安装，但要求设置遮拦和警示牌，并禁止闲人进入；遮

拦与变压器间距应大于安全距离，见表 1：

表 1

电压等级（kV） 10 及以下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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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距离（m） 0.4 0.6 0.6

变压器运行时应悬挂“有电危险”警告标志牌。

4.3 如果用户自配外壳或在配电柜中使用，必须符合表 2的安全要求。

表 2

额定电压有效值

（kV）
3 6 10 20 35

最小间隙（mm） 60 90 125 225 340

五、贮存保管

5.1 贮存变压器的库房应清洁干燥、无粉尘和腐蚀性气体或蒸汽侵蚀，并不贮存活性化

学物品、肥料、腐蚀性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5.2 变压器应包装贮存在库房内，并不许堆码。

5.3 短期户外放置的产品应包装良好，确认不会受外界因素侵蚀，并垫以木方，垫高不

小于 100mm。

六、安装设计

6.1 变压器安装除根据电力设备安装设计规程外，还应按维护方便程度确定变压器安装

位置，变压器与其他安装设备要有足够的空间，正面不小于 2.5m，后面不小于 1.2m，以

免因变压器离墙壁过近，运行时产生工频共振；侧面通道不小于 1m，入口、门道和通路应

便于变压器移动，变压器与其他设备的电气的机械的联结，应在不移动或拆卸其他设备的

情况下可以拆除。

6.2 无论采用自然空冷（AN）或强迫风冷（AF），均要求安装场所通风良好、空气洁净。

通风量一般按总损耗每 1kW 3m³/min 选取，如有可能室内空气入口最好靠近地面，而出口

在地面上端，出口空气温度不得大于入口空气温度 15℃，必要时须增设散热通风装置。

6.3 充分了解安装场所的电力系统现状，对可能产生的各种瞬变过电压进行充分的保护。

七、交接试验

交接试验的作用是验证变压器自身的安全。

7.1 测量高压绕组各分接的直流电阻有否异常。

7.2 检查外壳和铁心有否绝缘：用 2500V 兆欧表在环境温度 10～40℃、相对湿度≤85％情

况下进行测量，绝缘电阻应≥2MΩ，但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绝缘电阻会下降，只要阻值

≥0.1MΩ即可运行.一般可通过干燥处理达到要求。

7.3 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用 2500V 兆欧表在环境温度 10～40℃、相对湿度≤85％情况

下进行测量，相应电压等级的绕组对地绝缘电阻应符合：

400V ≥50MΩ

6kV ≥200MΩ

10kV ≥300MΩ

20kV ≥500MΩ

35kV ≥1000MΩ

7.4 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绝缘电阻会下降，一般地每 1kV 额定电压，其绝缘电阻不小于 ≥

2MΩ（1分钟 25℃时的

读数），即可满足运行要求。但在变压器严重受潮时，则不论其绝缘电阻任何，在进行耐

压试验或投入运行之前，必须进行干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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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对于有载调压变压器，应根据有载调压分接开关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投入运行

前的必要检查和试验。

7.6 用户如果需要重复外施工频耐压试验，施加试验电压的降低按 GB1094.11 标准规定。

7.7 对装有温控器的变压器进行工频耐压试验，试验前应将温控器上所有接插件拔下，以

免感应电压使温控器遭受损坏，试验完毕，须待变压器线圈中贮存的电荷放电后，再插回

接插件并确认无误，如有怀疑可参阅温控器使用手册或使用说明书进行核对。

7.8 变压器出厂时温控及风冷装置已正确安装调试，并且按变压器绕组绝缘的耐热等级

进行整定，用户使用一般不必再行校验，如确实需要重新校验，请按温控器使用手册或使

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必须按照表 3规定的所使用变压器绕组的绝缘耐热等级，

进行整定：

八、投运准备

8.1 投运前检查电网电压符合额定电压的要求。

8.2 变压器出厂时分接位置在额定电压位置，若电网电压基本上等于额定电压，则投运变

压器的分接位置不必调整，只有当电网电压较长时间高于或低于额定电压 2.5～5％时，才

需要进行调整变压器分接位置的操作，调换分接必须由熟练的维护人员进行操作。

8.3 无励磁调压变压器变换分接位置的操作必须在高压开关拉闸的状态下，采用合适的方

法验电，确认分接端子不带电后进行。变换分接头方法：每相有上下两块分接板，必须同

时变动分接连接条所连分接端子的位置，即每相上下分接位置必须处于相同位置：

8.4 变压器高压侧保护熔丝的选择，熔丝额定电流一般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 2～2.5 倍选

择

8.5 变压器低压侧熔丝的选择，熔丝额定电流应于变压器二次额定电流相等或根据实际负

荷电流选择，但不大于变压器二次电流。

九、投入运行

9.1 变压器投运步骤：先将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投运温控和温显装置。

9.2 变压器应空载状态下投运，以免过大的合闸电流引起开关跳闸，变压器的电流联动保

护整定值应大于合闸电流峰值。

9.3 变压器投运后应逐渐增加所带负荷。

9.4 变压器并列运行。

9.5 当负荷增加到一台变压器的容量不够用时，则可并列投入第二台变压器，而当负荷减

小到不需要二台变压器同时供电时，可将一台变压器退出运行。这样可减少变压器本身的

损耗，达到经济运行的目的。

变压器并列运行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 变压器的接线组别相同

b. 变压器的变比相同（允许有±0.5％的差值）

c. 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相等（允许有±10％的差值）

d. 变压器的容量比一般不超过 2：1。

9.6 变压器超铭牌负荷运行应按 IEC60905《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荷导则》执行，并密切监视

设备状态
整定温度（℃）

B级绝缘 F级绝缘 H级绝缘

风机关闭 T1 80 90 100

风机启动 T2 90 100 120

超温报警 T3 100 130 150

超温跳闸 T4 130 15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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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和温控仪表的读数，注意变压器有否发生异常，以便及时采取减

负荷措施，防止变压器严重过负荷。

9.7 运行中变压器发生异常声响、超温告警等，应予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

9.8 变压器运行后不准触摸变压器本体，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十. 日常维护

干式变压器一般免维护，可在每半年检查一次。要用干燥压缩空气（0.2～0.5MP）吹

净表面灰尘，对紧固件、垫块的松动，导电部件的氧化，绝缘表面的碳化等要采取相应的

正确措施进行处理，如不得使用有腐蚀作用的清洗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