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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智慧能源互联网的背景下，作为关键设备之一的高压开关在智能化、环

保性、电压等级提升及容量提升等方面发展迅速。首先综合介绍了中国开关设备的总体发展情况，接着介绍了高

压开关设备在灭弧技术、仿真技术、智能化技术、环保技术、工艺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方面的 新研究进展以及

产品发展。针对高压开关设计、制造面临的新挑战，国内外研究开发了双动传动系统与自能式结合的灭弧室结构，

突破了开关设备开断、温升等多物理场耦合仿真技术，研制了智能高压开关设备，采用 SF6 混合气体开发了环保

型开关设备并取得工程应用，开发了新型绝缘材料、近终形加工等工艺制造技术。高压开关设备技术发展趋势主

要在环保性、大容量开断、高速开断、金属封闭式直流开关、新一代智慧型开关等方面，高压开关设备发展也将

使电网更安全、更智能、更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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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energy In-

ternet, high-voltage switchgear, as one of the key devic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reasement in voltage levels and capacity. Firstl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e overall devel-

opment of China’s switchgear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high-voltage switchgear in common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arc extinguishing technology,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cess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high-voltage switch-

gear,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the double-acting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the 

self-energizing arc extinguishing chamber structure, breaking through the multi-physics coupling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switchgear breaking, temperature rise, etc. In addition, they have researched and manufactured intelligent high-voltage 

switchgear, environmental-friendly switchgear using SF6 mixed ga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engineering, new insulat-

ing materials, near-net shape processing and other process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voltage 

switchgear technology mainly lies in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rge-capacity breaking, high-speed break-

ing, metal-enclosed direct current switch, and new generation of smart switc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voltage 

switchgear will also make the power grid safer, smarter, and gre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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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1 

近年来，以电力为中心、以新能源大规模应用

和电动汽车等新型用电设施广泛发展为标志的新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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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能源革命蓬勃发展[1]，同时“大云物移智链”等

先进信息、网络、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网

正向高电压、大容量、高智能化、资源配置和价值

创造能力更强的能源互联网方向升级[2-3]。高压开关

是电网关键设备之一，其核心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

特别是在智能化、环保性、高电压、容量提升等方

面，涌现出一批新的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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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设备种类繁多，从作用上可分为断路器、

隔离接地开关、特殊用途开关等，从结构上可以分

为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as insulated met-
al-enclosed switchgear, GIS)、空气绝缘开关设备(air 
instulated switchgear, AIS)，从电流类型上分为直流

开关设备和交流开关设备[4]。随着我国交/直流超特

高压电网及智能电网建设，电力电子技术、传感技

术、真空技术、环保气体、新型驱动技术、新材料

等开始更多的应用到开关设备中，开辟了高压开关

设备发展的新纪元，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将紧紧围绕

这些技术开展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 72.5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高压

开关设备，重点在关键技术、产品及发展趋势方面

论述。首先从交流开关设备、直流开关设备方面综

合介绍了我国开关设备的总体发展情况，然后展开

介绍了高压开关主要共性关键技术及关键技术进步

带来的产品发展， 后分析开关设备的未来发展趋势。 

1 我国高压开关设备总体发展情况 

交流开关设备方面，自 20 世纪 60 年代 SF6高

压电器技术逐渐成熟，高压开关设备发展方向按绝

缘外壳不同可分为两类：AIS 和 GIS。AIS 以瓷或

复合绝缘子作为设备外壳及外绝缘，主要优势为投

资成本低，但占地面积大，同时因设备外露部件多，

易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运维难度大，不利于系

统的安全及可靠运行。GIS 是一种紧凑的、由多个

零部件组成的集合，封闭在接地的金属壳体内，主

要绝缘介质为 SF6 气体，一般包括断路器、隔离接

地开关、电压互感器、避雷器、母线和出线装置等

设备，以 小的空间、低维护需求为主要特征。 
空气绝缘开关设备(AIS)主要包括敞开式断路

器、敞开式隔离开关、敞开式接地开关以及集成式

隔离断路器等。其中，断路器技术发展主要聚焦在

电压等级提升、开断容量提升、配弹簧机构实现无

油化以及产品可靠性提高等方面。另外，集成技术

及智能化也是主要发展趋势之一。集成式智能隔离

断路器产品在传统断路器基础上集成电流互感器、

接地开关，能够大幅度降低变电站占地面积。气体

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的优点在于结构紧凑、

占地面积小、配置灵活、安装方便、环境适应能力

强，无静电感应和电晕干扰，噪声水平低，抗震性

能好，安全性强、可靠性高、维护工作量很小，其

主要部件维修周期不小于 20 年。产品体积更小、操

作功更低、可靠性更高、更加环保等是目前的主要

技术发展方向。2009 年 1 月，我国自主研发、设计

和建设的1 100 kV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

示范工程投入商业运行，平高集团、西开电气等我

国开关企业自主研制的 1 100 kV GIS、隔离开关等

产品，在国际上首次通过 63 kA 全部试验并实现商

业运行[5]，随后厂家又陆续实现了核心零部件的国

产化，特高压开关相关技术及产品达到了国际领先

水平。 
直流开关设备方面，传统直流开关设备以空气

绝缘为主，主要有直流转换开关、直流旁路开关、

直流隔离接地开关、直流互感器、直流穿墙套管等，

如图 1 所示。 
直流转换开关主要由开断装置、转移回路、吸

能装置组成，可分为有源型和无源型。有源型开关

虽然转换速度快，但预充电装置及控制策略复杂，

不利于实现自动重合闸。无源型开关利用电弧的不

稳定性和负电阻特性，与辅助回路电容、电感产生

自激振荡，当振荡电流幅值大于直流电流时，电弧

产生过零点，利用开断装置进行开断；之后，能量

转移至辅助回路，对辅助回路的电容进行充电，当

电容两端电压到达避雷器的残压时，避雷器动作吸

收能量，实现直流电流开断[6]。直流旁路开关及隔 

          

(a) 直流隔离开关                   (b) 直流旁路开关 

  

(c) ±1 100 kV 直流穿墙套管        (d) 直流转换开关 

图 1  直流开关设备 

Fig.1  DC switch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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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接地开关一般在交流开关设备基础上研制，采用

直流绝缘材料，通过增大爬电比距、延长干弧和爬

电距离来提高长期直流耐受能力。多断口直流旁路

开关断口均压由交流的电容均压改为阻容均压，同

时要求具有一定的转移电流能力。直流穿墙套管是

换流站阀厅内部和外部高电压大容量电气设备间唯

一的电气连接设备，承载系统全电压和全电流，是

直流输电系统中的关键设备。目前主要有油浸纸电

容式套管、环氧芯体 SF6 气体复合绝缘结构套管和

SF6气体绝缘套管 3 种技术路线，纯 SF6气体穿墙套

管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通流能力强、绝缘性能

好、工艺成熟、运行维护便利、防爆性好、质量稳

定、成本低等优点，受到用户的青睐。 
我国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换流

站中使用的交流开关设备也提出新的技术要求，涉

及到的产品主要包括旁路开关、切滤波器组断路器、

阀侧/启动电阻断路器等，如图 2 所示。典型的切滤

波器组断路器要求具备极高的容性负载投切能力，

试验重击穿概率的要求从 1/168 降低到 1/552 次[7]；

在换流阀与换流变之间需要采用阀侧/启动电阻断

路器以实现快速保护，该断路器要求具备交直流叠

加电压绝缘耐受能力、交直流电流叠加大半波电流

快速开断能力、开断小直流电流能力。2019 年 1 月，

我国昌吉—古泉±1 100 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成

功实现全压送电，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 高、输

送容量 大、输电距离 远、技术水平 先进的直

流输电线路。随着我国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国内

相关直流开关设备研制也取得长足发展，多种开关

设备为首创，并在直流工程中应用。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对高压直流断路器

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8-9]，我国南澳、舟山、厦

门多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建设大大促进了国内高

压直流断路器技术的研究。国内高校及企业围绕着

混合式和电流注入式(俗称机械式)两种技术方案开

展密集攻关，并取得了明显进展。联研院牵头研制

的 200 kV 混合式高压直流断路器和华中科技大学

联合思源电气研制的 160 kV 机械式直流断路器分

别在 2017 年底和 2018 年底在舟山和南澳投运，成

为高压直流断路器技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里程碑，张

北±500 kV 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进一步带动了

高压直流开断技术的研究，并实现了 500 kV 直流断

路器的工程应用，也使我国高压直流断路器技术的

发展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0]。 

         

(a) 特高压交流旁路开关         (b) 1 100 kV 切滤波器组断路器 

图 2  特种开关设备 

Fig.2  Special switchgear 

 

2 高压开关设备关键技术 

2.1 灭弧技术 

高压开关设备承担电流切断、转移和接通任

务，灭弧技术是核心。电弧开断是等离子体的产生、

发展、熄灭和介质恢复过程，开断性能受开关设备

机械性能与气体介质电气性能及其之间优化配合的

影响，其设计本质是电弧等离子体调控、灭弧装置

和操动机构设计等[11-12]。 
断路器是短路电流开断关键设备，输电等级的

高压断路器主要采用 SF6 气体作为绝缘及灭弧介

质。当前输电等级的灭弧开断技术经历了以下 3 个

重要的发展阶段，即单压(压气)式灭弧技术、自能

式灭弧室技术以及双动自能式灭弧室技术[13]，如图

3 所示。单压式断路器自问世以来，就凭借其相对

简单的灭弧室结构与优良的开断性能得到高压开关

行业的青睐。单压(压气)式 SF6 断路器的气缸和活

塞在操动机构的作用下随弧触头一起运动，受活塞

挤压作用，压气室 SF6 气体压力升高，在喷口上下

游之间形成压差。当喷口打开后，压气室、喷口、

弧触头之间形成强烈气吹，冷却电弧实现电弧开断。

目前，压气式灭弧室技术已经应用到高压领域各电

压等级的产品中。 
随着对 SF6 断路器开断过程中电弧机理认识的

不断深入，利用电弧自身能量完成吹弧日益成为断

路器研发重点，自能式 SF6 断路器随之诞生。在断

路器开断过程中，电弧能量加热周围冷态气体，使

其气压升高，高压气体流入膨胀室内，帮助膨胀室

内建立高压，在熄弧过程中形成强烈气吹完成吹弧。

自能式断路器能够更多利用电弧能量，有效减少操

动机构操作功，并对提高断路器机械可靠性起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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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断路器结构演化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circuit breaker structure evolution 

 
作用。时至今日，自能式 SF6 断路器仍处于不断演

进过程中。遵循“自能—减少操作功—高可靠弹簧

机构—免维护”这一逻辑关系，除灭弧室采用自能

式熄弧结构，另一种降低操作功、提高断路器可靠

性的重要措施是采用双动结构。双动结构是指在动、

静触头间增加连杆等传动结构，在断路器操动机构

通过拉杆带喷口和动触头运动的同时，静端在喷口、

连杆等传动系统的驱动下实现反向运动，能够在保

证动、静触头相对运动速度的前提下，有效降低操

作冲击力和操作功，提升断路器机械可靠性。 
灭弧室开断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高压 SF6 断路

器产品的更新换代。目前应用压气室灭弧原理的断

路器产品在各个电压等级都有，由于其灭弧原理简

单，且具有良好的大电流开断性能，现在仍是 550 
kV 及以上高电压等级产品的主流，我国特高压断路

器产品均采用压气式灭弧原理。近年来，随着电网

容量的提升，压气式灭弧开断技术在开断容量提升、

机械可靠性提升等方面不断发展。另外压气式开断

技术也在特殊开断方面取得新的应用，如前文提及

的高电气寿命的容性负载投切开关设备(断路器)，
依靠机构运动特性与开断性能匹配等灭弧技术的进

步，大大降低了重击穿概率，提高了电网运行的安

全性。自能式断路器代表了高压断路器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和重大进步，目前国内外已在 420 kV 及以下

电压等级实现了产品应用。通过充分利用自能式灭

弧室断路器技术的特点，使得高压开关产品所需操

作功降低，进一步促进了断路器操动机构的进步，

大功率的气动操动机构和液压机构不断被弹簧机构

替代。弹簧操动机构以其结构简单、体积小、噪音

小、无污染、耐气候条件好、免维护等优点，已成

为 420 kV 及以下电压等级高压开关产品的主流驱

动机构。双动传动系统与自能式灭弧室开断技术的

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灭弧开断技术的进步，使 SF6

断路器的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同时降低了产品的制

造成本，目前在 363~550 kV 高压开关产品上正逐

步成为主流技术，拥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真空灭弧室技术方面，真空灭弧室真空度一般

在 10−6~10−3之间。开断短路电流时，触头刚分离后

电极间电阻急剧增大、温度迅速升高，导致剧烈的

场致发射和间隙击穿，产生了真空电弧。随着触头

开距的增加，电流接近零点时，真空电弧的等离子

体迅速扩散，触头间隙的介质迅速由导体变为绝缘

体，电弧熄灭，实现电流的开断。在开断大电流(大
于 10 kA)方面，主要有横向磁场和纵向磁场两种触

头结构。横向磁场触头主要包括万字形横磁触头和

杯装螺旋槽型横磁触头，该类型触头利用短路电流

产生的横向磁场驱使真空电弧在触头表面进行运

动，防止电弧对触头局部进行严重烧蚀。纵向磁场

触头主要包括杯装螺旋槽型横磁触头、线圈型纵磁

触头和马蹄形纵磁触头。该类纵磁型触头，对大电

流真空电弧可较好地保持扩散性真空电弧的特征，

使电弧斑点在电极触头表面均匀分布，保证触头表

面不会产生局部严重熔化，且电弧电压低，电弧能

量小，更有利于开断，具有分断能力强、电寿命长

等优点。这也是目前高电压、大容量真空灭弧室主



钟建英，陈  刚，谭盛武，等：高压开关设备关键技术及发展趋势 2773 

要采用纵磁触头结构的原因。真空灭弧室具有免维

护、环保无污染等特点，在中压等级电网中得到广

泛的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应用范围逐渐

由中压等级向高压发展，输电等级真空断路器产品

方面研究进展见后文环保技术部分。 
2.2 仿真技术 

高压开关设备在服役过程中受到电磁场、温度

场、气流场及机械应力等多物理场综合作用。多物

理场耦合仿真技术可实现对开断、绝缘、机械及温

升等性能的预测，结合优化设计理论，可对大量设

计方案进行快速筛选，从而实现优化设计。经过多

年研究，高压开关行业具备了灭弧室开断仿真、高

压开关通流仿真、冲击动力学仿真等多物理场耦合

仿真能力，开发了高压开关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平台

及定制化的仿真 APP。应用多物理场耦合仿真技术

进行高压开关产品设计，能够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

有效提升绝缘、机械、通流、开断性能和可靠性。 
2.2.1  电弧开断过程仿真技术 

灭弧室开断是一个气流场、温度场和电磁场等

多场相互耦合的过程。电弧开断过程中，等离子体

受到湍流、辐射、烧蚀、焦耳热和洛伦兹力等多种

因素影响，其特性在数百纳秒内发生剧烈变化，具

体物理参数可达高温(>20 000 K)、高电压(几十万伏

到百万伏)、强电磁干扰(171 kA)、超高气流速度（超

音速）、超强机械冲击(>1 000 m/s2)等[14-15]。如图 4
所示，电弧仿真可得到开断过程中实时电弧电压、

及气体压强、温度、密度、马赫数等参数分布。电

弧开断仿真技术在准确预测气室压力变化的同时，

还能较准确地描述大电流工况下电弧总体能量耗散

过程。利用电弧开断仿真技术对断路器进行优化设

计，能够有效降低断路器操作功并提高开断性能。 
国内外高压开关领军企业先后建立了电弧开

断仿真能力，包括从冷流到大电流、零区和弧后介

质恢复等整个过程的仿真能力[16]，能够进行压气

式、自能式灭弧室的开断计算。在此基础上，开断

过程仿真技术，开始向灭弧能力优化、开断能力与

驱动系统匹配等方向发展。近年，国内平高集团开

发了灭弧室气流场和传动系统动力学的联合仿真技

术，为实现机械特性和开断特性的匹配提供了有力

的工具，提出了包含多个指标的开断仿真判据，并

基于多年积累的产品开断试验数据对仿真判据不断

进行迭代完善。电弧开断仿真技术也是灭弧技术的

重要部分，为新型断路器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力 

 

 

(b) 不同速度下灭弧室马赫数与气体密度 

 

(c) 不同速度下灭弧室温度与压强 

图 4  电弧电压与不同工况下灭弧室内 SF6气体温度、压强、

密度、马赫数分布云图 

Fig.4  Arc voltage and field of SF6 gas temperature, pressure, 

density and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in arc extinguishing 

chamber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的支撑工具。 
2.2.2  高压开关通流仿真技术 

高压开关运行时承载电流会产生温升。在物理

过程上温升可分为发热和散热两个过程，二者相互

耦合。发热过程由主导电回路的接触电阻、集肤效

应、导体电阻温度系数及筒体涡流损耗等因素综合

决定。散热过程涉及传导、对流和辐射 3 种散热方

式。通过电磁场仿真获得发热功率场，将该结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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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源传递到流体动力学仿真模型进行气流场和温

度场求解。流体动力学求解得到的温度场结果又进

一步回传到电磁场仿真模型中，对导体电阻率进行

更新修正。通过反复耦合迭代，实现高压开关通流

仿真求解[17]。通流仿真能够得到高压开关内部气流

速度矢量和温度分布，分别如图 5 和 6 所示。 
根据仿真结果，研发人员可快速找到通流薄弱

环节，从而针对性提出结构优化方案并进行仿真验

证。该仿真技术在产品小型化设计、成本控制和容

量提升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2.2.3  高压开关传动系统冲击动力学仿真技术 

高压断路器通常要在几毫秒内加速至10 m/s以
上，并在几十毫秒内完成分、合闸操作，其传动系

统承受极为苛刻的冲击载荷，传动系统强度设计是

高压开关设计的关键环节和难点。由于缺乏有力的

仿真工具，传统的高压开关在机械强度设计环节往

往要经历多轮的反复和改进，虽然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但传动系统仍然笨重、低效。国内开

关企业在综合考虑杆件柔性、接触碰撞、运动导向

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发了高压开关传动系统冲击动

力学仿真技术，并将其和灭弧室气流场仿真进行耦

合建模，能够准确预测实际操作过程中传动系统任

意位置、任意时刻的动态应力[18]，如图 7 所示。在

此基础上，对常用断路器传动系统用材料在实际热

处理状态下的力学性能进行测量，初步形成了高压

开关常用传动材料力学性能数据库，为冲击动力学

仿真提供了判据，有效提升了传动系统一次设计成

功率、产品性能以及可靠性。 
2.2.4  微粒运动和直流电荷积聚仿真技术 

金属异物(微粒)是导致开关设备绝缘故障的主

要因素之一。在开关设备中，金属微粒受到重力、

库仑力、电场梯度力、气体阻力、摩擦力的共同作

用。在交变电场中，与电场相关的力均在不断变化，

金属微粒运动轨迹复杂多变。多物理场耦合分析方

法能够预测 GIS、刚性气体绝缘输电线路(GIL)内部

金属微粒的运动轨迹，从而有效指导微粒捕捉装置

的设计。 
直流绝缘是直流输变电技术的重要一环。强直

流场下，绝缘介质内部带电粒子将产生定向运动，

从而改变原有电场，这种现象在气固绝缘系统(如
GIS)中更加明显。此外，不可避免的温度梯度造成

绝缘材料电导率的变化，也会影响电场分布[19-20]。

采用多物理场耦合方法计算 GIS中气体离子漂移和 

 

图 5  断路器气流速度矢量 

Fig.5  Air velocity vector of circuit breaker 

 

 

图 6  整间隔温度分布 

Fig.6  Whole interv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图 7  高压开关传动系统冲击动力学仿真 

Fig.7  Impact dynamics simulation of high voltage switch 

drive system 

 

绝缘件传导场，能够获得绝缘件表面电荷积聚规律，

进而指导直流绝缘结构设计和直流绝缘材料开发。 
2.2.5  仿真技术带来的产品进步 

仿真技术在 GIS 产品小型化设计、成本控制和

质量提升等方面应用均取得显著成效。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随着仿真技术的广泛应用，高压开关

的体积不断缩小，可靠性大幅提升，故障率明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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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根据 CIGRE 统计，市场上 145 kV GIS 的产品

体积降低了约 40%，GIS 类产品新投运产品故障率

由约 20 次/a 降低至小于 1 次/a[4]。以国内开关企业

研制的新一代 1 100 kV GIS 产品为例，由于在产品

研发中充分利用仿真等 新技术研究成果，产品较

上一代产品质量降低 50%以上，占地面积减少 15%，

新老两代特高压产品对比如图 8 所示。 
2.3 智能化技术 

智能高压开关设备是适应智能电网的需求，应

用传感、信息、通信、电子、控制、电气等多学科

前沿技术的新型高压开关设备。其采用标准的信息

接口，融状态监测、测控保护、信息通信等技术于

一体，基于对设备状态表征方式、运行状态劣化规

律[21-22]、控制策略等高压开关设备自身机理的深入

研究，综合运用状态感知、智能评测、寿命预测、

智能控制、信息交互、可靠性分析与设计等智能化

原理和技术，以期实现高压开关设备的全面智能化。

根据在严酷的电磁环境下分析处理各种复杂信息的

客观要求，广泛采用数字滤波、趋势分析、指纹分

析等算法[22-23]，开发信息交互、专家系统、寿命预

测等智能化模型，以实现高度的智能化和可靠性，

使其具有测量数字化、控制网络化、状态可视化、

功能一体化等技术特征[23-25]，满足智能电网建设应

用要求。目前，通过在常规高压开关设备上加装传

感器、智能组件的方式，国内已实现 126~1 100 kV
系列化智能高压开关产品的研制及工程应用，如图

9 所示。 
随着智能传感、电力电子等技术发展，高压开

关设备一二次融合程度得到提升，“一键顺控”、“电

机驱动”等智能控制技术得到应用，优化了传统开

关设备操作及控制方式，满足电网运行安全可靠、

经济高效要求。其中，高压开关设备“一键顺控”

技术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及智能传感技术代替人工判

断断路器及隔离开关位置，将繁琐、重复的传统人

工倒闸操作模式转变为软件自动顺序执行，极大地

提高了操作效率和安全性。采用电机驱动操动机构

代替液压操动机构、弹簧操动机构等常规操动机构，

具有机械传动结构简单、噪音小、控制精度高、分

散性小、智能化程度高等特点，易于实现一二次数

字化融合，满足电网智能化、数字化、高精度控制

的发展需求。但目前其操作功较小，主要应用于 252 
kV 及以下输电等级开关设备中。国内外已有开关企

业成功研制出 126 kV 电机驱动断路器、126 kV 

  

(a) 特高压 GIS 断路器对比(右侧为新一代产品) 

 

 

(b) 特高压 GIS 隔离开关对比(左下侧为新一代产品) 

图 8  特高压 GIS 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UHV GIS 

 

 

(a) 126 kV 智能 GIS (b) 126 kV 集成式智能隔离断路器

 

(c) 252 kV 智能 GIS (d) 252 kV 集成式智能隔离断路器

图 9  智能高压开关设备 

Fig.9  Intelligent high voltage switchgear 

 
全电机驱动智能 GIS，如图 10，实现了运动状态实

时监测预警、智能带电动态检测预警等智慧功能，

其中，126 kV 电机驱动断路器挂网至今运行良好。 
2.4 环保技术 

全球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 艰巨的

挑战之一，SF6 气体因具有优良绝缘和熄弧特性被

大规模用于电力设备中，但其全球变暖潜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是 CO2的 23 900 倍。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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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

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减少 SF6 气体使用

将会是高压开关长期技术发展趋势。 
国内外在过去几十年对 SF6 替代气体进行了广

泛地研究，研究主要基于筛选 SF6 替代气体的一些

基本原则，包括要有较强的电负性、能使电子有效

减速、液化温度低、GWP 低对大气不产生不利影响

等。基于这些基本原则，对 SF6 替代气体的寻找经

历了传统气体(如干燥空气、N2、CO2 等)、全氟化

碳类化合物(PerFluoroCarbons，PFCs，如 CF4、C2F6、

C3F6、C4F8 等)、CF3I 及相应的混合气体等多个阶

段。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下面分为 3 个

方向：一是使用 SF6 混合气体；二是使用新型替代

气体介质技术；三是输电等级真空断路器技术，总

结取得一定工程应用的成果及相关产品。 
SF6 混合气体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 SF6/N2 和

SF6/CO2混合气体上。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 SF6

与含多 F 原子的氟化物气体混合，如 SF6/CF4、

SF6/CHF3等。SF6/N2混合产品方面，国内已经研制

126~1 100 kV GIS 母线、GIL 产品，国家电网公司

以 SF6/N2混合体积比 3:7 为标准，开展了母线产品

的试点工程化应用[26-27]。在此基础上，国内企业又

先后开发出 126~550 kV GIS 用隔离接地开关产品，

是该技术在产品方面的 新研究进展。 
在新型替代介质方面，近期研究主要聚焦在一

些具有高绝缘性能、低温室效应的新型环保气体上，

多由开关制造企业与气体制备企业联合开展，并取

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原)法国阿尔斯通(ALSTOM)
和美国 3M 公司报道了其研究的 G3 气体及其作为

绝缘和灭弧介质的应用，G3 气体为氟化腈气体

(C3F7CN)与 CO2 的混合气体，C3F7CN 气体的绝缘

性能是 SF6 的 2.2 倍以上，全球变暖潜能值(GWP)
约为 2 200，其液化温度较高(1 个大气压下约为

–4.7 ℃)。ALSTOM 公司已将 G3 气体应用于一些

GIL和GIS样机中，如420 kV GIL、145 kV GIS[28-29]。

ABB 公司重点研究了氟代酮类 PFK 气体及其混合

气体的绝缘与灭弧性能，主要包括 C5F10O、C6F12O 
与 CO2、空气的混合气体。该类气体的 GWP 值约

为 1，对臭氧层无破坏性，绝缘强度为 SF6气体的 2
倍以上，但其液化温度较高，C5F10O 气体在 1 个大

气压下约为 26.5 ℃[30-31]。国内平高集团依托由中国

电科院牵头的国家重点项目联合国内高校及气体制

备企业，采用国产 C3F7CN 与 CO2的混合气体作为

绝缘介质，首家研制成功1 000 kV环保型GIL产品。 
输电等级真空断路器方面，近年来我国 72.5 kV

及以上输电等级真空断路器技术呈快速发展趋势，

在通流能力及电压等级提升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在国内，2010 年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成功研制出额

定参数 126 kV/40 kA/2 000 A的单断口真空断路器，

2018 年平高集团成功研制了 126 kV/40 kA/2 500 A
真空灭弧室及柱式真空断路器，随后与西安交通大

学联合自主研制了 126 kV/2 500 A/40 kA 无氟环保

型 GIS，如图 11 所示。该 GIS 采用 126 kV 单断口

真空灭弧室作为开断单元，CO2 作为绝缘介质，可

适用于–40℃低温环境。国际上，2018 年 9 月西门

子公司在德国汉诺威展出了 245 kV/63 kA 和 170 
kV/50 kA 高压真空灭弧室样管，是目前报道的电压

等级 高的真空灭弧室。 
2.5 工艺技术 

2.5.1  新材料技术 
新型绝缘材料方面，目前高压开关设备用绝缘

材料均为热固性材料，在成型固化后无法回收并重

新利用，形成的固体废料在正常条件下难以降解成 

 

图 10  电机驱动机构及其配套的 126 kV 开关设备 

Fig.10  Motor drive mechanism and its matching 126 kV 

switchgear 

 

 

图 11  126 kV/2 500 A/40 kA 无氟环保型 GIS 

Fig.11  126 kV/2 500 A/40 kA fluorine fr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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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无害的产物或可重复利用的化工原料，与国

家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与需求相悖。近

年来，国内外高压开关设备制造企业都在积极研究

热塑性替代材料，研究主要集中在尼龙和聚四氟乙

烯等材料。其中，尼龙具备优越的介电性能和高电

阻率，且尼龙及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热塑性材料

具有强度高、耐冲击、耐高温、加工特性优异以及

绝缘性能好等诸多优点，相比于热固性材料，在性

能、加工性和环保性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势。

国外知名电气厂家已纷纷开展了利用轻质高强尼龙

作为环氧绝缘制件替代材料的研究工作，并在中压

开关领域陆续推出相关产品[32]，但热塑性材料在高

压开关领域中的应用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技术标

准。在塑料注射成型过程中，短切玻纤受模内流体

流动影响，形成沿流动方向的取向状态，取向形式

对成品机械性能的影响尚不明确[33]。实现低吸水率

和高耐热性改性尼龙绝缘材料绝缘性能提升将是未

来研究的关键点。 
高比强度材料方面，高压开关追求无油化、高

可靠性、少维护，迫切需要降低产品操作功，采用

高比强度材料是降低产品操作功的有效手段之一。

目前以 7075 等 7 系列航空铝合金和 TC4 等钛合金

为代表的高比强度材料已经开始在高压开关设备的

传动拐臂、操作连杆等部件应用，大幅度降低了产

品运动质量和操作功。同时，铝合金和钛合金良好

的低温性能可提高产品在低温下的运行可靠性。7
系列铝合金虽然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但抗应力

腐蚀性能有待改进，需通过针对性的热处理工艺或

者结构优化提升零部件的抗应力腐蚀能力[34-35]。钛

合金的耐磨性相对较差，需要通过渗氮或喷涂涂层

的方式进行改性[36-37]。 
2.5.2  数字化及绿色制造技术 

数字化制造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等控制设

备，应用各种数字化功能软件服务于制造流程的技

术。数字化制造技术在提高产品研发能力，缩短研

发周期，降低产品成本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数字化

制造技术主要涉及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

辅助工程(CAE)、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规程(CAPP)
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环节[38]。国内高压电器

制造龙头企业，通过对高压开关数字化的持续投入，

已初步实现设计、工艺、生产全流程的数字化，大

大缩短研发流程和生产制造周期，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例如通过 CAM 仿真，可实现开关产品复

杂型腔、薄壁等关键零部件的高精度加工仿真[39]，

通过联动数控机床，实现数字化机加工；基于集成

的开关产品制造工艺规划器，引用产品 3D 模型，

可关联工艺资源库，生成交互式装配动画，指导车

间装配或现场维修；应用人因工程技术，设定特定

角色，验证产品安装过程中的可视性、可达性等。 
绿色制造技术方面，搅拌摩擦焊是新型固态焊

接技术，是一种绿色焊接工艺，无磁辐、无弧光烟

尘、无飞溅。采用搅拌摩擦焊对开关设备中的导体、

筒体类零部件进行焊接，可实现对常规焊接技术的

更新换代，提升制造过程的环保性[40]。目前已经实

现了开关设备导体类零部件的搅拌摩擦焊，大幅度

提升了制造效率和加工质量，也大幅度减少了焊接

污染物的排放。环保涂装技术方面，在高压开关制

造过程中，涂装是提升产品抵御环境腐蚀能力的重

要解决措施之一。溶剂型涂料中的挥发性有机物

(VOC)以气态分子的形式在其生产、施工、干燥、

固化成膜过程中散发至空气中，不仅造成了环境污

染，而且对人体健康构成了威胁。目前已经开发获

得了适用于开关产品涂装的水性涂料及其涂装工艺

并推广应用，涂层耐盐雾性能达到 700 h，耐人工老

化性能达到 1 000 h，漆膜附着力达到 0~1 级，解决

了涂料高污染的问题，使作业过程中的 VOC 含量

较溶剂型涂料降低 50%以上，实现零部件表面防腐

及绿色制造的双重提升。 
2.5.3  近终形加工技术 

近终形加工技术是零件成形后，仅需少量加工

或不再加工，就可用作机械构件的成形技术[41]。目

前，主要有近静挤压成型技术、高精度低压铸造技

术、3D 打印技术等近终形加工技术应用于高压开关

制造。近静挤压成型技术方面，对触头、触座类等

杯型零部件，开发出合理的近静挤压成型技术替代

原 6063 棒材直接加工进行生产制造，所制造工件硬

度≥70 HB、导电率≥51% IACS，且可使生产成本降

低 20%以上。高精度低压铸造技术方面，高精度金

属型低压铸造与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通过

对铝合金铸造壳体铸造工艺过程模拟参数优化、正

反向模拟验证，解决了缺陷预测精度低的技术难题，

实现通过计算机模拟指导产品结构设计、铸造工艺

优化的目的。采用金属型低压铸造替代原砂型铸造

工艺，可使壳体铸造效率提高 3 倍以上，铸件尺寸

精度达 CT6—CT8 级，表面粗糙度 Ra达 6.3~12.5，
实现气体密封面以外其他结构面免加工。3D 打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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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3D 打印技术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和电子器件等领域。

3D 打印技术在电网设备结构快速原型、拓扑优化和

逆向建模等方面已进行了示范应用，验证了其工艺

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然而，目前 3D 打印原材料

的制备技术及原材料品种限制了 3D 打印技术在高

压开关设备上的进一步广泛应用。打印尺度两极化、

高性能打印材料、打印环境适应性和打印系统智能

化等 3D 打印关键技术，是未来技术发展趋势。 

3 高压开关设备技术发展趋势 

3.1 高电压大容量开断技术 

2020 年底，湖南、浙江、江西等多个地区都出

现了多年不见的限制用电情况，主要原因之一是我

国能源分布极不均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不仅用

电量大且发电量不足，因此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及电

网容量增加还是总体发展趋势。随着电网容量的增

加，电网的短路电流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当电网短

路电流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就会超过断路器的开断

容量。额定短路电流超标已成为制约我国电网负荷

增长和电网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负荷比较集

中的华南和华东地区等。因此，有必要开展更大容

量开关设备研制，如额定短路电流 80 kA/100 kA 的

开关设备，需重点开展断路器灭弧室开合特性、触

头烧蚀等研究，掌握超大电流开断过程中电弧特性、

电动力对结构的影响等关键技术。 
3.2 高速开断技术 

大容量开关研制是解决短路超标问题的一种

直接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增加电网的弹性，通过快

速调节电网结构，柔性抑制短路电流[42]。国网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开展了短路电流柔性抑制关键技术

研究，研制出一套短路电流柔性抑制解决方案：在

发生短路故障时，通过使用快速断路器以 2 倍于常

规开关的速度率先开断，从而降低故障时流过常规

开关的短路电流，之后再由常规开关完成组合开断，

消除短路故障。传统断路器固有分闸时间 30~80 
ms，开断时间 40~100 ms，故障切除时间长达 70~140 
ms，在断路器开断前，系统设备已承受 3~4 次大电

流冲击，开断时间越长冲击电流越大。高速断路器

的开断时间要求<25 ms，可大幅缩减系统故障切除

时间，从而提高电网暂态稳定裕度，提高电网输电

能力。同时由于改善了故障后系统的暂稳特性，降

低了电网其他设备的负担，从而可大幅提高电网运

行可靠性，高速开关的应用势必会对传统电网产生

革命性的影响。高速断路器研制方面，国内企业已

取得领先优势，平高集团率先研制出 252 kV 高速开

断断路器及 GIS 产品，并于 2020 年 12 月在浙江宁

波 500 kV 天一变实现挂网试点应用，如图 12 所示。

为进一步验证产品开断性能，现场进行了 2 次人工

短路试验，产品开断时间为 20.1 ms，比目前其他同

类型开关的全开断时间缩短 50%。该技术为我国在

高压开关技术创新领域又一次原创性突破。目前正

在开展更高电压等级高速开断断路器产品研制。 
3.3 金属封闭式直流高压开关设备 

我国新一代能源革命的核心目标是：以可再生

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实现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

源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更大份额，实现能源

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一代能源系统。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快速发展，其中在海上风电方面，

2019 年至今我国新增装机量连续位居全球第一，年

均增速达到 38%[43]。“十四五”期间，我国海上风

电新增装机将达到 18 GW，2025 年将成为全球 大

海上风电市场。2021 年国家取消对风电补贴，海上

风电已进入平价时代，海上风电急需“减重降体”，

降低风电度电成本。通过采用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多端直流(multi-terminal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direct current, VSC-MDTC)输电模式，可降低深远海

海上风电输变电成本，欧洲已将海上及陆上风电直

流并网电压等级从±320 kV 提升至±525 kV。现有直

流设备主要采用敞开式设备，其占地面积大，运维

成本高，急需开发金属封闭式直流开关设备，一方

面满足海上风电建设需要有效降低平台尺寸及运维

成本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在土地资源紧张的陆上

输电中使用。国外 ABB 及西门子已完成±320 kV、

±500 kV 直流 GIS 研制[44]，国内开关企业也已在开 

 

图 12  252 kV 高速开断断路器 

Fig.12  252 kV high speed breaker of Pinggao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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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直流 GIS 及金属封闭式直流转换开关研制[45-46]，

如图 13 和 14 所示。 
3.4 新一代智慧型高压开关设备 

目前，智能高压开关设备已初步具有测量数字

化、控制网络化、状态可视化、功能一体化[33]等技

术特征，下一步主要是实现真正的智慧化，进一步

提高电网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电网的运行安

全可靠、经济高效和支持新能源的接入奠定基础。

智能高压开关设备的发展趋势是依托“大云物移智”

和 5G 技术，研究新型传感技术，进一步提高智能

组件、传感器等二次设备互换性、运行可靠性，研

制新一代架构简单、一二次深度融合的标准化、模

块化、高可靠、长寿命的智慧开关设备，实现设备

状态全面感知、在线监测、主动预警、智能研判及

控制。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研究成果，制定柔性智能

控制策略，实现开关设备智能控制，降低电网操作

过电压和涌流，提高系统稳定性，延长设备使用寿

命，提升设备状态感知能力、主动预警能力、辅助

决策能力，从而提高智能电网整体经济性和可靠性。 
3.5 仿真平台及仿真 APP 

高压开关产品仿真需要多学科知识且操作流

程复杂，对使用人员的知识储备及仿真经验要求极

高，且需要强大的软硬件能力支撑。传统仿真模式

下，仿真人员孤立作业，导致仿真数据孤立，难以

追溯和共享，且需要配置大量的个人计算服务器，

造成计算资源投资高、利用率低。仿真平台及仿真

APP 技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案。整合企业知

识与软硬件资源，建设基于云计算的仿真平台，开

发客制化的仿真 APP，实现常用仿真工作流程固化

和自动化仿真。采用该技术能够大大简化仿真操作

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软硬件利用率，是目前高压

开关仿真技术发展趋势之一。 
3.6 数字孪生技术 

新一代能源系统是以电力为中心，以电网为主

干和平台，各种一次、二次能源的生产、传输、使

用、存储和转换装置，以及其信息、通信、控制和

保护装置直接或间接连接的网络化物理系统[43]。同

时国家加快推进“新基建”，在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趋势下，数字孪生技术(Digital Twin)是技术发展

的趋势之一。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

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

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

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 

 

图 13  直流 GIS 

Fig.13  DC GIS 

 

图 14  金属封闭式直流转换开关 

Fig.14  Metal enclosed DC transfer switch 

 
程。数字孪生以产品为主线，并在生命周期的不同

阶段引入不同的要素，形成了设计阶段、生产制造

阶段、使用阶段等不同的表现形态。目前的主要研

究方向为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将电力开关设备的运行

数据与软件平台、仿真分析技术相结合，来更加准

确地掌握设备运行状况，进而开展预测性维护，提

高产品可靠性，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等，从而实现

降低工程运营成本，推进装备制造运行与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 
3.7 高电压等级真空断路器技术 

随着世界各国对环保的重视，我国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陆续提出，环保型开关设备也必将成为各

开关设备厂家大力研究的方向。目前，国内真空开

关设备已相继有 126 kV、145 kV 单断口产品研制成

功，国内外高压开关企业也正在加紧进行 252 kV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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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口电压等级断路器产品的开发。252 kV 真空灭弧

室和断路器一旦研制成功，363 kV 甚至更高电压等

级开关设备可以通过多断口串联技术实现。另外，

随着真空开关设备电压等级的提升和推广应用，对

真空灭弧室真空度的在线监测也是未来几年的关键

研究方向。 

4 结论 

本文梳理了高压开关设备一些关键技术及技

术发展趋势，随着高压开关真空灭弧室等关键技术

方面的突破及智能化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入应

用，高压开关设备在保障电网安全可靠的基础上，

将为电网带来新的改变，促进电网实现以下几方面

的发展。 
1）电网更安全、更集约。开关设备的高可靠

性、低损耗、少维护以及紧凑型/集成化的发展，使

得电网在满足安全性基础上能够实现更少的占地面

积，实现全寿命周期内的成本节约。 
2）促进清洁能源消纳。不断完善的特高压交/

直流开关设备，为“西电东送”等远距离大容量输

电及受端主网架广泛互联，提供了设备保障。柔性

直流输电技术作为可再生能源并网的 佳技术解决

方案，高压直流开断技术的研究及更高电压等级、

更强开断能力的直流断路器的研制，必将促进柔性

直流电网的进一步发展。 
3）助力电网数字化建设。数字孪生和人工智

能技术在高压开关设备上的应用，实现了开关设备

的状态全感知、可控，能够更好的应对电网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电网数字化、智慧化。为

电网的数字建设、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4）实现清洁、绿色发展。随着真空断路器通

流能力提升及更高电压等级真空断路器的研制，必

将带来高压开关设备新一轮环保化的进程，252 kV
及以下电压等级开关设备逐步实现无氟化成为可

能。SF6 替代气体如果能解决液化温度高、批量生

产等技术问题，配套完善的气体检测、充气、回收

处理等工程技术，将在 55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开关

设备中实现更高的价值，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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