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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ian�Electric Apparatus

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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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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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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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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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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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简  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1955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2003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企业改制十多年以来，公司从经营规模、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员工整体

素质、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公司占地近9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6万平米。到2014年

末，有员工600余人，其中有中专（含技校）学历的员工人数占总员工人数的50%以上。工程技术人员

70余人，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28人。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中心，2012年被省科技厅认定为云南省

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5年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

合建立了“硅钢材料及其应用联合实验室”。公司产品试验室是国家认可的能效标识能源检测实验室。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是云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业，是国家中小企业创

新100强企业，是“云南企业100强”企业、是“云南非公企业100强”企业。公司的产品主要是110kV

及以下各类变压器、35kV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35kV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光伏发电

专用变压器和风力发电专用变压器。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要素长期的、通过不懈的开展各项工作，紧

紧围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的思路和目标，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被认定为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

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早在1996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110kV及以下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的审查。近几年来，我公司围绕扩产能、造精品的发展思路，不断完

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平和检测、试验能力，具备和满足生产110kV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检测

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GB/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GB/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和GB/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的管理体系能确保

产品开发、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满足顾客需

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产品一次试验合格率都保持在在9５%以上，顾客满意度在94%以

上。在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的历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都为合格，并且多次荣获“云南省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中、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量十多年来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产品主要销往西南各

省以及周边国家。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也是云南许多水电、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

项目的变压器主要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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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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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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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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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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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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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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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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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检查产品与零部件有无损坏； 检查易损件如油表管， 吸湿器玻璃、 套管以及信号
温度计、 气体继电器等有无损坏及失灵 （容量为 ６３０ｋＶＡ 及以下变压器无气体继电器， ８００ｋＶＡ
及以上变压器有温度指示控制器）。

２ ２ ４　 检查拆卸另装的散热器、 净油器等数量、 尺寸是否正确。
２ ３　 储存
当变压器不立即安装运行， 而需长期存放时， 变压器储放时， 油面应经常保持在箱盖以

上。 对于拆卸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 必须装上储油柜、 吸湿器等， 并注油到相应的油面线， 以

保持油箱内有一定的油压与油量， 适应其温度变化的需要。 并定期检查其储存情况 （油位及吸

湿器硅胶颜色）。 无储油柜全密封变压器， 应按照管式油位计使用说明书检查变压器油面。

３、 变压器的检查

３ １　 变压器运行前， 应按电力行业标准 ＤＬ ／ Ｔ５７２ － ９５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检查。
３ ２　 容量为 ６３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安装前必须吊心检查。 小容量变压器， 若运输过程

中过度颠簸和震动， 怀疑有损伤时， 亦必须进行吊心检查， 确信未受损坏， 方能投入运行。

３ ３　 吊心检查应在干燥， 清洁的室内进行， 如不得已须在室外检查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灰尘和骤雨落在器身上。

３ ４　 雨雪和雾天不宜进行器身检查， 如必须进行时， 应在温度高于室外气温 １０℃的室内
进行， 或将器身加热到较室外温度高 １０℃后进行。
３ ５　 当周围的气温低于或等于上铁轭处测得的温度时 （如室温低于 １０℃， 则必须先将变

压器加热， 使铁轭处测得的温度不低于 ２０℃）， 方可进行吊心检查， 以免空气中的水份凝结在
器身上。

３ ６　 器身放置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 从其与外界空气接触的时刻， 即从开始放油时算起，
不应超过下列规定：

在干燥空气中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６５％ ） …………１６ 小时。
在潮湿空气中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７５％ ） …………１２ 小时。
注油时间包括在上述时间内。

３ ７　 吊心检查器身的内容
３ ７ １　 检查器身损伤及绕组压紧、 引线损伤、 支撑及紧固情况， 分接开关接线与触头接

触情况等等， 如发现有损伤或其它异常现象， 应及时消除。

３ ７ ２　 检查器身各部份紧固螺栓， 若有松动， 及时紧固。
３ ７ ３　 如发现油箱内有沉渣， 应将油由箱底放油塞放净后， 消除沉碴， 再用干净油冲洗。
３ ７ ４　 检查器身时应测量：
３ ７ ４ １　 铁心接地情况
铁心接地片拆除后， 测量铁心绝缘电阻， 接上接地片后， 测量铁心的接地情况 （铁心只允

许一点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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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４ ２　 测量各分接下的直流电阻， 以确定分接开关接触是否良好。

４、 变压器油样化验

４ １　 油样的采取
４ １ １　 采装油样的取样瓶， 应预先冲洗干净并经过干燥， 油样不少于 ０ ５ ～ １ 升。
４ １ ２　 油样由箱底的油样活门放出。 取样前， 应将积滞在变压器底部的污油放出至少 ２

升， 然后用干净干抹布将活门擦净， 再放少许油冲洗活门， 并用变压器自身放出的油将样瓶冲

洗两次， 然后才可将油样注入取样瓶。 取样结束后及时将瓶口塞紧， 用厚纸包扎， 再以石蜡加

封， 石蜡不得触及瓶口。 取样时温度不得低于 ５℃。
４ １ ３　 室外变压器取油样， 应尽可能在天气干燥时进行。 取样时必须特别谨慎， 以免泥

土、 水份、 尘垢等杂物落入油样内。

４ ２　 油样应作击穿耐压试验和化学分析。 如达不到有关要求， 则必须对油进行过滤。

５、 变压器不经干燥投入运行的条件

５ １　 确定变压器能否不经干燥而投入运行， 应根据安装时对变压器绝缘的鉴定结果综合
考虑决定， 可按照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

５ ２　 判断是否干燥须进行下列检查试验
５ ２ １　 带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须检查储油柜的油面高度， 不带储油柜的变压器须检查油

箱的密封程度。

５ ２ ２　 油样化验
５ ２ ３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 Ｒ６０ 和吸收比 （Ｒ６０ ／ Ｒ１５， 容量 ４０００ＫＶＡ 及以上的变压器），

用 ２５００Ｖ摇表测量， 测量时温度不低于 １０℃。
５ ２ ４ 额定电压为 ３５ＫＶ， 容量为 ８０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测量绕组的 ｔｇ δ值。
５ ３　 不经干燥可以投入运行的条件
５ ３ １　 判断条件
Ａ、 储油柜的油面应在油表标明的范围内或油位降低， 但不使分接开关、 绕组露出油面外

或油箱密封良好 （不带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

Ｂ、 油中应无水份。
Ｃ、 油的击穿电压≥３５ＫＶ。
Ｄ、 绕组绝缘电阻 Ｒ６０ 不低于制造厂试验值的 ７０％ 。 当被试变压器的温度与制造厂试验时

的温度不同时， 应将制造厂所测数据换算到安装试验时的数据再进行比较。 换算系数如表 １；
当制造厂未提供数据时， 绝缘电阻应不低于表 ２ 的规定。

表 １　 绝缘电阻 （Ｒ６０） 温度换算系数

温度差 Ｋ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换算系数 Ａ １ ２ １ ５ １ ８ ２ ３ ２ ８ ３ 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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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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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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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检查产品与零部件有无损坏； 检查易损件如油表管， 吸湿器玻璃、 套管以及信号
温度计、 气体继电器等有无损坏及失灵 （容量为 ６３０ｋＶＡ 及以下变压器无气体继电器， ８００ｋＶＡ
及以上变压器有温度指示控制器）。

２ ２ ４　 检查拆卸另装的散热器、 净油器等数量、 尺寸是否正确。
２ ３　 储存
当变压器不立即安装运行， 而需长期存放时， 变压器储放时， 油面应经常保持在箱盖以

上。 对于拆卸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 必须装上储油柜、 吸湿器等， 并注油到相应的油面线， 以

保持油箱内有一定的油压与油量， 适应其温度变化的需要。 并定期检查其储存情况 （油位及吸

湿器硅胶颜色）。 无储油柜全密封变压器， 应按照管式油位计使用说明书检查变压器油面。

３、 变压器的检查

３ １　 变压器运行前， 应按电力行业标准 ＤＬ ／ Ｔ５７２ － ９５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检查。
３ ２　 容量为 ６３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安装前必须吊心检查。 小容量变压器， 若运输过程

中过度颠簸和震动， 怀疑有损伤时， 亦必须进行吊心检查， 确信未受损坏， 方能投入运行。

３ ３　 吊心检查应在干燥， 清洁的室内进行， 如不得已须在室外检查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灰尘和骤雨落在器身上。

３ ４　 雨雪和雾天不宜进行器身检查， 如必须进行时， 应在温度高于室外气温 １０℃的室内
进行， 或将器身加热到较室外温度高 １０℃后进行。
３ ５　 当周围的气温低于或等于上铁轭处测得的温度时 （如室温低于 １０℃， 则必须先将变

压器加热， 使铁轭处测得的温度不低于 ２０℃）， 方可进行吊心检查， 以免空气中的水份凝结在
器身上。

３ ６　 器身放置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 从其与外界空气接触的时刻， 即从开始放油时算起，
不应超过下列规定：

在干燥空气中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６５％ ） …………１６ 小时。
在潮湿空气中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７５％ ） …………１２ 小时。
注油时间包括在上述时间内。

３ ７　 吊心检查器身的内容
３ ７ １　 检查器身损伤及绕组压紧、 引线损伤、 支撑及紧固情况， 分接开关接线与触头接

触情况等等， 如发现有损伤或其它异常现象， 应及时消除。

３ ７ ２　 检查器身各部份紧固螺栓， 若有松动， 及时紧固。
３ ７ ３　 如发现油箱内有沉渣， 应将油由箱底放油塞放净后， 消除沉碴， 再用干净油冲洗。
３ ７ ４　 检查器身时应测量：
３ ７ ４ １　 铁心接地情况
铁心接地片拆除后， 测量铁心绝缘电阻， 接上接地片后， 测量铁心的接地情况 （铁心只允

许一点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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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４ ２　 测量各分接下的直流电阻， 以确定分接开关接触是否良好。

４、 变压器油样化验

４ １　 油样的采取
４ １ １　 采装油样的取样瓶， 应预先冲洗干净并经过干燥， 油样不少于 ０ ５ ～ １ 升。
４ １ ２　 油样由箱底的油样活门放出。 取样前， 应将积滞在变压器底部的污油放出至少 ２

升， 然后用干净干抹布将活门擦净， 再放少许油冲洗活门， 并用变压器自身放出的油将样瓶冲

洗两次， 然后才可将油样注入取样瓶。 取样结束后及时将瓶口塞紧， 用厚纸包扎， 再以石蜡加

封， 石蜡不得触及瓶口。 取样时温度不得低于 ５℃。
４ １ ３　 室外变压器取油样， 应尽可能在天气干燥时进行。 取样时必须特别谨慎， 以免泥

土、 水份、 尘垢等杂物落入油样内。

４ ２　 油样应作击穿耐压试验和化学分析。 如达不到有关要求， 则必须对油进行过滤。

５、 变压器不经干燥投入运行的条件

５ １　 确定变压器能否不经干燥而投入运行， 应根据安装时对变压器绝缘的鉴定结果综合
考虑决定， 可按照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

５ ２　 判断是否干燥须进行下列检查试验
５ ２ １　 带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须检查储油柜的油面高度， 不带储油柜的变压器须检查油

箱的密封程度。

５ ２ ２　 油样化验
５ ２ ３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 Ｒ６０ 和吸收比 （Ｒ６０ ／ Ｒ１５， 容量 ４０００ＫＶＡ 及以上的变压器），

用 ２５００Ｖ摇表测量， 测量时温度不低于 １０℃。
５ ２ ４ 额定电压为 ３５ＫＶ， 容量为 ８０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测量绕组的 ｔｇ δ值。
５ ３　 不经干燥可以投入运行的条件
５ ３ １　 判断条件
Ａ、 储油柜的油面应在油表标明的范围内或油位降低， 但不使分接开关、 绕组露出油面外

或油箱密封良好 （不带储油柜运输的变压器）。

Ｂ、 油中应无水份。
Ｃ、 油的击穿电压≥３５ＫＶ。
Ｄ、 绕组绝缘电阻 Ｒ６０ 不低于制造厂试验值的 ７０％ 。 当被试变压器的温度与制造厂试验时

的温度不同时， 应将制造厂所测数据换算到安装试验时的数据再进行比较。 换算系数如表 １；
当制造厂未提供数据时， 绝缘电阻应不低于表 ２ 的规定。

表 １　 绝缘电阻 （Ｒ６０） 温度换算系数

温度差 Ｋ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换算系数 Ａ １ ２ １ ５ １ ８ ２ ３ ２ ８ ３ 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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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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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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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 Ｋ为实测值与厂记录温度差之相对值。 当由较高温度向较低温度换算时， 以绝缘
电阻乘表 １ 系数 Ａ； 当由较低温度向较高温度换算时， 以绝缘电阻除以表 １ 系数 Ａ。

表 ２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阻绝缘电阻允许值 （ＭΩ）

高压绕阻

电压等级

温度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３ ～ １０ＫＶ 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０ ９０ ６０ ４０ ２５

２０ ～ ３５ＫＶ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７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８０ ５０ ３５

注： 同一变压器， 中压和低压绕组的绝缘电阻标准与高压绕组相同。

Ｅ、 ３５ＫＶ级变压器， 当温度为 １０ ～ ３５℃时， 绝缘电阻受环境因素影响偏低， 但吸收比不低
于 １ ２。

Ｆ、 容量为 ８０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绕阻的 ｔｇδ值不应大于制造厂试验值的 １３０％ ， 或不
大于表 ３ 的规定， 如不能满足时， 应测量油的 ｔｇδ， 如不合格， 应换油或滤油。

表 ３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阻 ｔｇδ （％ ） 允许值

高压绕阻

电压等级

温度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３５ＫＶ及以下 １ ５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１３ ０
３５ＫＶ以上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表 ４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组 ｔｇ δ的温度换算系数

温度差 （℃）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换算系数 １ １５ １ ３ １． ５ １ ７ １ ９ ２ ２ ２ ５

５ ３ ２　 凡符合下列组合条件之一者， 变压器可以不经干燥投入运行。
５ ３ ２ １　 额定电压 ３５ＫＶ以下的变压器
符合： （一） Ａ、 Ｃ、 Ｄ；
（二） Ａ、 Ｃ、 Ｅ；
（三） Ａ、 Ｂ、 Ｃ、 Ｄ；
（四） Ａ、 Ｂ、 Ｃ、 Ｅ。
５ ３ ２ ２ 额定电压 ３５ＫＶ及以上的变压器
符合： （一） Ａ、 Ｂ、 Ｃ、 Ｄ、 Ｆ；
（二） Ａ、 Ｂ； Ｃ、 Ｅ、 Ｆ。

６、 总装配

６ １　 经绝缘鉴定合格或干燥处理后， 不拆卸运输的变压器， 即可进行运行前的试验。 拆
卸运输的变压器， 可按下列需求进行现场配件的组装。

—４—

����

TongBian�Electric Apparatus

６ ２　 装散热器
６ ２ １　 检查散热器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坏， 若有损坏加以修复。
６ ２ ２　 卸掉油箱上的散热器联管蝶阀盖板， 吊起散热器， 垫好密封圈， 把散热器固定在

油箱上。 检查外形尺寸， 连好各组散热器之间的拉板。

６ ３　 装储油柜
６ ３ １　 检查储油柜、 气体继电器等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伤， 若有损伤加以修复 （隔膜式

或胶囊式储油柜详见有关说明书）。

６ ３ ２　 卸去盖板， 吊起储油柜， 垫好各处封密圈， 拧紧各处螺栓、 螺母。 检查密封是否
良好， 储油柜与变压器油箱间的联管是否联通。

６ ３ ３　 装气体继电器， 装吸湿器的同时要将吸湿器的下部加注变压器油 （吊式吸湿器），

详见吸湿器使用说明书。

６ ４　 装水银温度计、 信号温度计和电阻温度计， 注意在温度计座中注入适量变压器油。
６ ５　 装净油器 （详见净油器使用说明书） 和其它组件。

６ ６　 注油
６ ６ １　 变压器组装完成后， 即可对变压器进行注油。 注油前检查各处密封情况。
６ ６ ２　 开启下部蝶阀， 再打开上部蝶阀， 然后依次开启各组件的放气塞， 将上部积存空

气放出， 见油冒出时立即旋下封紧， 并抹干周围残油。 注入合格变压器油至储油柜正常油面高

度 （视其环境温升定其油面高度）

６ ６ ３　 注入变压器油后， 将气体继电器、 套管等放气塞密封好， 并检查所有密封面， 停
放 ２４ｈ后， 检查其是否有渗漏油现象， 并再次放出气体继电器的气体。 在补注变压器油时， 须
注意补注的变压器油型号， 产地或油基。 不同型号的变压器油一般不得混合使用， 若混合使用

须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６ ６ ４　 取变压器油样， 并做试验及化验分析。
６ ７　 注油完毕后应进行密封试验， 试验可以按下列任一种方法进行：
６ ７ １　 静油柱压力试验
利用储油柜或箱盖上的注油塞， 安装长度能有 １ ５ｍ油柱的油管进行静压试漏， 历时 ８ 小

时， 无渗漏油现象。

６ ７ ２　 气压静压试验 （仅适用于非隔膜式储油柜产品）

利用储油柜或箱盖上的放油塞， 通以 １４ ７２ＫＰａ 的干净干燥压缩空气， 历时 ３ 小时， 气压
不低于 １２ ７５ＫＰａ， 无渗漏油现象。
６ ７ ３　 进行密封试验时， 应注意下列事项：
６ ７ ３ １　 拆除吸湿器并装上盖板、 压力释放阀装上试压片， 运行时再撤除掉试压片。
６ ７ ３ ２　 使套管内充满变压器油， 放去各处残余气体， 包括气体继电器内的气体。
６ ７ ３ ３　 对有载调压变压器， 应注意观察开关中的油面在加压过程中有否升高。 如有升

高， 即为开关渗漏油， 需将开关拆下修复。

６ ８　 变压器如装有气体继电器时， 安装到基座上后， 应保证气体继电器与基座平面有 ２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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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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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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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 Ｋ为实测值与厂记录温度差之相对值。 当由较高温度向较低温度换算时， 以绝缘
电阻乘表 １ 系数 Ａ； 当由较低温度向较高温度换算时， 以绝缘电阻除以表 １ 系数 Ａ。

表 ２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阻绝缘电阻允许值 （ＭΩ）

高压绕阻

电压等级

温度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３ ～ １０ＫＶ 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０ ９０ ６０ ４０ ２５

２０ ～ ３５ＫＶ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７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８０ ５０ ３５

注： 同一变压器， 中压和低压绕组的绝缘电阻标准与高压绕组相同。

Ｅ、 ３５ＫＶ级变压器， 当温度为 １０ ～ ３５℃时， 绝缘电阻受环境因素影响偏低， 但吸收比不低
于 １ ２。

Ｆ、 容量为 ８０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变压器， 绕阻的 ｔｇδ值不应大于制造厂试验值的 １３０％ ， 或不
大于表 ３ 的规定， 如不能满足时， 应测量油的 ｔｇδ， 如不合格， 应换油或滤油。

表 ３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阻 ｔｇδ （％ ） 允许值

高压绕阻

电压等级

温度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３５ＫＶ及以下 １ ５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１３ ０
３５ＫＶ以上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表 ４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组 ｔｇ δ的温度换算系数

温度差 （℃）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换算系数 １ １５ １ ３ １． ５ １ ７ １ ９ ２ ２ ２ ５

５ ３ ２　 凡符合下列组合条件之一者， 变压器可以不经干燥投入运行。
５ ３ ２ １　 额定电压 ３５ＫＶ以下的变压器
符合： （一） Ａ、 Ｃ、 Ｄ；
（二） Ａ、 Ｃ、 Ｅ；
（三） Ａ、 Ｂ、 Ｃ、 Ｄ；
（四） Ａ、 Ｂ、 Ｃ、 Ｅ。
５ ３ ２ ２ 额定电压 ３５ＫＶ及以上的变压器
符合： （一） Ａ、 Ｂ、 Ｃ、 Ｄ、 Ｆ；
（二） Ａ、 Ｂ； Ｃ、 Ｅ、 Ｆ。

６、 总装配

６ １　 经绝缘鉴定合格或干燥处理后， 不拆卸运输的变压器， 即可进行运行前的试验。 拆
卸运输的变压器， 可按下列需求进行现场配件的组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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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装散热器
６ ２ １　 检查散热器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坏， 若有损坏加以修复。
６ ２ ２　 卸掉油箱上的散热器联管蝶阀盖板， 吊起散热器， 垫好密封圈， 把散热器固定在

油箱上。 检查外形尺寸， 连好各组散热器之间的拉板。

６ ３　 装储油柜
６ ３ １　 检查储油柜、 气体继电器等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伤， 若有损伤加以修复 （隔膜式

或胶囊式储油柜详见有关说明书）。

６ ３ ２　 卸去盖板， 吊起储油柜， 垫好各处封密圈， 拧紧各处螺栓、 螺母。 检查密封是否
良好， 储油柜与变压器油箱间的联管是否联通。

６ ３ ３　 装气体继电器， 装吸湿器的同时要将吸湿器的下部加注变压器油 （吊式吸湿器），

详见吸湿器使用说明书。

６ ４　 装水银温度计、 信号温度计和电阻温度计， 注意在温度计座中注入适量变压器油。
６ ５　 装净油器 （详见净油器使用说明书） 和其它组件。

６ ６　 注油
６ ６ １　 变压器组装完成后， 即可对变压器进行注油。 注油前检查各处密封情况。
６ ６ ２　 开启下部蝶阀， 再打开上部蝶阀， 然后依次开启各组件的放气塞， 将上部积存空

气放出， 见油冒出时立即旋下封紧， 并抹干周围残油。 注入合格变压器油至储油柜正常油面高

度 （视其环境温升定其油面高度）

６ ６ ３　 注入变压器油后， 将气体继电器、 套管等放气塞密封好， 并检查所有密封面， 停
放 ２４ｈ后， 检查其是否有渗漏油现象， 并再次放出气体继电器的气体。 在补注变压器油时， 须
注意补注的变压器油型号， 产地或油基。 不同型号的变压器油一般不得混合使用， 若混合使用

须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６ ６ ４　 取变压器油样， 并做试验及化验分析。
６ ７　 注油完毕后应进行密封试验， 试验可以按下列任一种方法进行：
６ ７ １　 静油柱压力试验
利用储油柜或箱盖上的注油塞， 安装长度能有 １ ５ｍ油柱的油管进行静压试漏， 历时 ８ 小

时， 无渗漏油现象。

６ ７ ２　 气压静压试验 （仅适用于非隔膜式储油柜产品）

利用储油柜或箱盖上的放油塞， 通以 １４ ７２ＫＰａ 的干净干燥压缩空气， 历时 ３ 小时， 气压
不低于 １２ ７５ＫＰａ， 无渗漏油现象。
６ ７ ３　 进行密封试验时， 应注意下列事项：
６ ７ ３ １　 拆除吸湿器并装上盖板、 压力释放阀装上试压片， 运行时再撤除掉试压片。
６ ７ ３ ２　 使套管内充满变压器油， 放去各处残余气体， 包括气体继电器内的气体。
６ ７ ３ ３　 对有载调压变压器， 应注意观察开关中的油面在加压过程中有否升高。 如有升

高， 即为开关渗漏油， 需将开关拆下修复。

６ ８　 变压器如装有气体继电器时， 安装到基座上后， 应保证气体继电器与基座平面有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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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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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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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度的倾斜度， 以增加气体继电器的动作灵敏度。 （该倾斜度我公司在制造时已考虑， 不必再垫
高油箱倾斜度）

６ ９　 装水银温度计、 温度指示控制器的同时要将温度计座内注满变压器油。
６ １０　 装配其它零部件。

７、 投入运行

７ １　 变压器总装完成后， 在投入运行前， 应按 “变压器运行规程” 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

７ １ １　 变压比误差及联接组标号测量。
７ １ ２　 测量绝缘电阻。
７ １ ３　 测量直流电阻。
７ １ ４　 外施工频耐压试验， 耐受电压为出厂试验标准的 ８５％ ， 历时一分钟。
７ １ ５　 用额定电压进行空载试验， 注意此试验中变压器的音响及仪表之变化， 验证变压

器三相绕组是否有击穿短路现象。

７ １ ６　 测试变压器之空载电流及空载损耗， 测得结果应与出厂试验结果无显著差别 （参

见产品证明书上相应之试验数值）。

上述试验均应在变压器注油至少 １０ 小时后进行。 进行试验时， 应保持上述项目的先后
程序。

７ ２　 变压器通过第 ７ １ 条的试验后， 应进行如下检查：
７ ２ １　 整定和试验变压器的各种保护装置， 如气体继电器、 过电流继电器、 差动继电器、

信号温度计等。

７ ２ ２　 试验油断路器传动机构与联锁装置之动作。
７ ２ ３　 检查储油柜油面， 注意储油柜与油箱之间的活门应开启。
７ ２ ４　 检查散热器、 净油器等上下蝶阀是否开启。
７ ２ ５　 检查吸湿器呼吸通道是否畅通， 油杯中是否已注油。
７ ２ ６　 校验温度计之读数。
７ ２ ７　 检查变压器各处是否有不相干的东西存在。
７ ２ ８　 检查油箱接地是否良好。
７ ２ ９　 检查各处是否漏油。
７ ３　 装有气体继电器的变压器， 在投入运行时， 先将气体继电器的信号触头接至变压器

的电源跳闸回路， 过电流保护时限整定为瞬时动作， 然后将变压器接入额定电压， 持续 ３０ 分
钟， 倾听变压器有无异常音响。 如有可能， 变压器接入的电压， 应由零逐渐上升， 以便早期发

现故障。

７ ４　 变压器应由供电侧接入电源； 因为变压器的保护装置多装在该侧， 如产生不正常情
况能及时切断电源。

７ ５　 试验完毕后， 切断电源， 重新调整过电流保护整定值， 并将气体继电器的信号触头
接至报警回路， 跳闸触头接至继电器保护之跳闸回路， 再使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空载合闸 ３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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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以检验在激磁电流冲击作用下继电器保护装置之动作。

７ ６　 如果变压器上述试验结果良好， 便可接纳负荷， 投入运行。
７ ７　 符合不经干燥可以投入运行条件的变压器， 为证实绝缘内确实不再析出水份， 应在

变压器投入运行的第一个月内， 上半月在不同的时间里取油样 ３ 次， 下半月取 ２ 次， 进行油击
穿试验。 如果一个月内击穿电压下降 １５％以上， 则油应进行处理； 如果下降 ３０％以上， 则变压
器必须重新干燥。

８、 运行注意事项

８ １　 额定运行方式
８ １ １　 变压器在规定冷却条件下， 可按名牌规定范围运行。
８ １ ２　 变压器运行中允许的温度可按上层油温来检查。 上层油温允许值应遵守国家标准

或制造厂的规定， 但最高油面温度不得超过 ９５℃。 为避免变压器绝缘老化过快， 上层油面温度
不宜经常超过 ８５℃。
８ １ ３　 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 电压最大值不超过相应分接电压的 ５％时可连续运行。
８ ２　 允许过负荷
８ ２ １　 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能力按 “变压器运行规程” 确定。

８ ２ ２　 变压器在事故的特殊情况下， 允许短时过负荷运行。 事故过负荷的允许值， 不得
超过 “变压器运行规程” 的规定， 如表 ５。

表 ５　 油浸式自然循环冷却变压器事故
过负荷允许运行时间 （分）

过负荷

倍　 数
温度 （℃）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 ３ ２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０ ３∶００ １∶３０
１ ５ ４∶４５ ３∶１０ ２∶００ １∶１０ ０∶３５
１ ６ ３∶００ ２∶０５ １∶２０ ０∶４５ ０∶１８
１ ８ １∶３０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０６
２ ０ ０∶４０ ０∶２２ ０∶１ｌ ０∶０６

８ ３　 允许的短路电流和不平衡电流
变压器的短路电流不得超过线圈额定电流的 ２５ 倍。 当超过时， 应采取限制短路电流的措

施。 短路电流持续时间不得超过表 ６ 的规定。
表 ６

稳定短路电流倍数 ２０ 以上 ２０ ～ １５ １５ 以下
允许通过时间 （秒） ２ ３ ４

线圈按 Ｙｙｎｏ， Ｄｙｎｌｌ连接的变压器， 中线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 ２５％ 。

—７—



35KV� 10KV���������

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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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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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度的倾斜度， 以增加气体继电器的动作灵敏度。 （该倾斜度我公司在制造时已考虑， 不必再垫
高油箱倾斜度）

６ ９　 装水银温度计、 温度指示控制器的同时要将温度计座内注满变压器油。
６ １０　 装配其它零部件。

７、 投入运行

７ １　 变压器总装完成后， 在投入运行前， 应按 “变压器运行规程” 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

７ １ １　 变压比误差及联接组标号测量。
７ １ ２　 测量绝缘电阻。
７ １ ３　 测量直流电阻。
７ １ ４　 外施工频耐压试验， 耐受电压为出厂试验标准的 ８５％ ， 历时一分钟。
７ １ ５　 用额定电压进行空载试验， 注意此试验中变压器的音响及仪表之变化， 验证变压

器三相绕组是否有击穿短路现象。

７ １ ６　 测试变压器之空载电流及空载损耗， 测得结果应与出厂试验结果无显著差别 （参

见产品证明书上相应之试验数值）。

上述试验均应在变压器注油至少 １０ 小时后进行。 进行试验时， 应保持上述项目的先后
程序。

７ ２　 变压器通过第 ７ １ 条的试验后， 应进行如下检查：
７ ２ １　 整定和试验变压器的各种保护装置， 如气体继电器、 过电流继电器、 差动继电器、

信号温度计等。

７ ２ ２　 试验油断路器传动机构与联锁装置之动作。
７ ２ ３　 检查储油柜油面， 注意储油柜与油箱之间的活门应开启。
７ ２ ４　 检查散热器、 净油器等上下蝶阀是否开启。
７ ２ ５　 检查吸湿器呼吸通道是否畅通， 油杯中是否已注油。
７ ２ ６　 校验温度计之读数。
７ ２ ７　 检查变压器各处是否有不相干的东西存在。
７ ２ ８　 检查油箱接地是否良好。
７ ２ ９　 检查各处是否漏油。
７ ３　 装有气体继电器的变压器， 在投入运行时， 先将气体继电器的信号触头接至变压器

的电源跳闸回路， 过电流保护时限整定为瞬时动作， 然后将变压器接入额定电压， 持续 ３０ 分
钟， 倾听变压器有无异常音响。 如有可能， 变压器接入的电压， 应由零逐渐上升， 以便早期发

现故障。

７ ４　 变压器应由供电侧接入电源； 因为变压器的保护装置多装在该侧， 如产生不正常情
况能及时切断电源。

７ ５　 试验完毕后， 切断电源， 重新调整过电流保护整定值， 并将气体继电器的信号触头
接至报警回路， 跳闸触头接至继电器保护之跳闸回路， 再使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空载合闸 ３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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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以检验在激磁电流冲击作用下继电器保护装置之动作。

７ ６　 如果变压器上述试验结果良好， 便可接纳负荷， 投入运行。
７ ７　 符合不经干燥可以投入运行条件的变压器， 为证实绝缘内确实不再析出水份， 应在

变压器投入运行的第一个月内， 上半月在不同的时间里取油样 ３ 次， 下半月取 ２ 次， 进行油击
穿试验。 如果一个月内击穿电压下降 １５％以上， 则油应进行处理； 如果下降 ３０％以上， 则变压
器必须重新干燥。

８、 运行注意事项

８ １　 额定运行方式
８ １ １　 变压器在规定冷却条件下， 可按名牌规定范围运行。
８ １ ２　 变压器运行中允许的温度可按上层油温来检查。 上层油温允许值应遵守国家标准

或制造厂的规定， 但最高油面温度不得超过 ９５℃。 为避免变压器绝缘老化过快， 上层油面温度
不宜经常超过 ８５℃。
８ １ ３　 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 电压最大值不超过相应分接电压的 ５％时可连续运行。
８ ２　 允许过负荷
８ ２ １　 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能力按 “变压器运行规程” 确定。

８ ２ ２　 变压器在事故的特殊情况下， 允许短时过负荷运行。 事故过负荷的允许值， 不得
超过 “变压器运行规程” 的规定， 如表 ５。

表 ５　 油浸式自然循环冷却变压器事故
过负荷允许运行时间 （分）

过负荷

倍　 数
温度 （℃）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 ３ ２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０ ３∶００ １∶３０
１ ５ ４∶４５ ３∶１０ ２∶００ １∶１０ ０∶３５
１ ６ ３∶００ ２∶０５ １∶２０ ０∶４５ ０∶１８
１ ８ １∶３０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０６
２ ０ ０∶４０ ０∶２２ ０∶１ｌ ０∶０６

８ ３　 允许的短路电流和不平衡电流
变压器的短路电流不得超过线圈额定电流的 ２５ 倍。 当超过时， 应采取限制短路电流的措

施。 短路电流持续时间不得超过表 ６ 的规定。
表 ６

稳定短路电流倍数 ２０ 以上 ２０ ～ １５ １５ 以下
允许通过时间 （秒） ２ ３ ４

线圈按 Ｙｙｎｏ， Ｄｙｎｌｌ连接的变压器， 中线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 ２５％ 。

—７—



35KV� 10KV���������

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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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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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变压器在运行时； 应经常监视、 检查温度指示， 油面指示以及其它保护装置 （如气

体继电器等）， 以保证其动作可靠。 经常查看各个法兰及密封处有无渗漏油。

８ ５　 运行中的变压器油，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耐压试验， 如发现油中水份不断增高， 有杂
质及沉淀时， 应进行过滤； 如油的绝缘性能降低过甚， 则需检查变压器内部有无故障发生。 如

果正常负载下变压器油温骤然增加， 必须检查其原因， 如不能消除故障， 则应停止运行， 并吊

心进行彻底检查， 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进行修理。

８ ６　 如变压器内部响声不正常或有爆裂声， 压力释放阀喷油， 重瓦斯动作， 储油柜冒油
或严重漏油等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停止运行， 并进行彻底检查。

８ ７　 变压器经常过负荷或短路次数过多， 则应每年吊心检查一次。
８ ８　 关于变压器之维护， 应遵照电力行业标准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

９、 有载调压变压器注意事项

９ １　 安装及投入运行调试前必须详细阅读有载分接开关及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９ ２　 有载调压变压器可以在负分接时输出额定容量。
９ ３　 在事故过负荷时， 应尽量避免开关动作。 当负荷超过 １００％或发生短路事故时， 一次

侧继电保护装置应保证分接开关不得动作， 并切断控制电源。

９ ４　 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及控制器是成套供给， 出厂前已调试合格， 技术参数已整定在
名牌上， 分接开关处于额定分接位置。 为了检查在运输途中是否损坏， 变压器在运行前要操动

控制器 （分别为手动与自动） 对分接开关作升压、 降压各 １０ 个循环， 检查控制器与分接开关
的电气配合以及分接开关的机械动作是否正常、 灵活。

９ ５　 有载分接开关的油与变压器本体的油是不相通的， 在运行时不仅要监视变压器的油
面， 也应监视分接开关的油面。 分接开关中的油有下述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更换：

９ ５ １　 分接开关经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次切换；
９ ５ ２　 油的击穿电压低于 ２５ＫＶ；
９ ５ ３　 油的闪点低于 １２５℃。
９ ６　 有载分接开关每切换 ２ 万次应进行一次吊心维修， 维修的内容与方法详见有载分接

开关说明书。 控制器每半年应检查、 调试一次 （包括控制电缆的绝缘等）。 更换控制电缆时，

应按控制器说明书所示连接法正确接线， 以免引起开关误动作或其它运行事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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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载分接开关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１ １　 本使用说明书包括所有安装在变压器箱盖上的手动无载分接开关或安装在油箱下部

三相联动无载开关。 此开关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分接开关的位置， 相应地改变变压器线圈的匝

数， 因而改变了电压比， 达到调压目的。

１ ２　 分接开关指示位置 “ Ｉ”， 表示高压线圈的最高电压， 其余位置的电压依次下减， 其
数值参看铭牌。

１ ３　 在需要调整电压时， 必须先切断高低压侧线路， 在变压器处于完全无电的情况下，
由专业人员操作分接开关。 严格禁止带电操作。

２、 操　 作

２ １　 切断高低压侧线路， 确认变压器无电后， 方可进行操作。
２ ２　 取下风雨罩， 将定位装置从定位槽 （孔） 内取出后， 将手柄转至所需分接位置， 并

使定位装置正常置入指示板的定位槽 （孔） 内， 盖上风雨罩， 即完成了一个分接变换。

２ ３　 为了清除开关触头上可能存在的氧化膜、 油污等物， 在分接变换时， 应将开关从最
高档转至最低档， 再从最低档转至最高档， 反复转动二次后， 再按 ２ ２ 条方法定位在所需位
置上。

３、 维护和检修

３ １　 为保证变压器开关触关按触良好， 不论变压器是否需要改变电压， 每年至少要反复
转动分接开关 １０ 周以上。
３ ２　 如发现有变压器油从分接开关处渗出， 应查明是从何处渗出。 如果是从箱盖和法兰

盘处渗出， 旋紧园螺母即可； 如果系从转轴处渗出， 应拆下定位件， 旋紧压紧螺母。

３ ３　 在变压器检修时应对分接开关进行检修。 分接开关停留在空气中的时间， 不得超过
同类绝缘等级的变压器器身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 否则， 应进行干燥处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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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书书书

����

TongBian�Electric Apparatus

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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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变压器在运行时； 应经常监视、 检查温度指示， 油面指示以及其它保护装置 （如气

体继电器等）， 以保证其动作可靠。 经常查看各个法兰及密封处有无渗漏油。

８ ５　 运行中的变压器油，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耐压试验， 如发现油中水份不断增高， 有杂
质及沉淀时， 应进行过滤； 如油的绝缘性能降低过甚， 则需检查变压器内部有无故障发生。 如

果正常负载下变压器油温骤然增加， 必须检查其原因， 如不能消除故障， 则应停止运行， 并吊

心进行彻底检查， 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进行修理。

８ ６　 如变压器内部响声不正常或有爆裂声， 压力释放阀喷油， 重瓦斯动作， 储油柜冒油
或严重漏油等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停止运行， 并进行彻底检查。

８ ７　 变压器经常过负荷或短路次数过多， 则应每年吊心检查一次。
８ ８　 关于变压器之维护， 应遵照电力行业标准 “变压器运行规程” 进行。

９、 有载调压变压器注意事项

９ １　 安装及投入运行调试前必须详细阅读有载分接开关及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９ ２　 有载调压变压器可以在负分接时输出额定容量。
９ ３　 在事故过负荷时， 应尽量避免开关动作。 当负荷超过 １００％或发生短路事故时， 一次

侧继电保护装置应保证分接开关不得动作， 并切断控制电源。

９ ４　 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及控制器是成套供给， 出厂前已调试合格， 技术参数已整定在
名牌上， 分接开关处于额定分接位置。 为了检查在运输途中是否损坏， 变压器在运行前要操动

控制器 （分别为手动与自动） 对分接开关作升压、 降压各 １０ 个循环， 检查控制器与分接开关
的电气配合以及分接开关的机械动作是否正常、 灵活。

９ ５　 有载分接开关的油与变压器本体的油是不相通的， 在运行时不仅要监视变压器的油
面， 也应监视分接开关的油面。 分接开关中的油有下述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更换：

９ ５ １　 分接开关经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次切换；
９ ５ ２　 油的击穿电压低于 ２５ＫＶ；
９ ５ ３　 油的闪点低于 １２５℃。
９ ６　 有载分接开关每切换 ２ 万次应进行一次吊心维修， 维修的内容与方法详见有载分接

开关说明书。 控制器每半年应检查、 调试一次 （包括控制电缆的绝缘等）。 更换控制电缆时，

应按控制器说明书所示连接法正确接线， 以免引起开关误动作或其它运行事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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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载分接开关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１ １　 本使用说明书包括所有安装在变压器箱盖上的手动无载分接开关或安装在油箱下部

三相联动无载开关。 此开关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分接开关的位置， 相应地改变变压器线圈的匝

数， 因而改变了电压比， 达到调压目的。

１ ２　 分接开关指示位置 “ Ｉ”， 表示高压线圈的最高电压， 其余位置的电压依次下减， 其
数值参看铭牌。

１ ３　 在需要调整电压时， 必须先切断高低压侧线路， 在变压器处于完全无电的情况下，
由专业人员操作分接开关。 严格禁止带电操作。

２、 操　 作

２ １　 切断高低压侧线路， 确认变压器无电后， 方可进行操作。
２ ２　 取下风雨罩， 将定位装置从定位槽 （孔） 内取出后， 将手柄转至所需分接位置， 并

使定位装置正常置入指示板的定位槽 （孔） 内， 盖上风雨罩， 即完成了一个分接变换。

２ ３　 为了清除开关触头上可能存在的氧化膜、 油污等物， 在分接变换时， 应将开关从最
高档转至最低档， 再从最低档转至最高档， 反复转动二次后， 再按 ２ ２ 条方法定位在所需位
置上。

３、 维护和检修

３ １　 为保证变压器开关触关按触良好， 不论变压器是否需要改变电压， 每年至少要反复
转动分接开关 １０ 周以上。
３ ２　 如发现有变压器油从分接开关处渗出， 应查明是从何处渗出。 如果是从箱盖和法兰

盘处渗出， 旋紧园螺母即可； 如果系从转轴处渗出， 应拆下定位件， 旋紧压紧螺母。

３ ３　 在变压器检修时应对分接开关进行检修。 分接开关停留在空气中的时间， 不得超过
同类绝缘等级的变压器器身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 否则， 应进行干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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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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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１——  10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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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湿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用　 途
１ １　 吸湿器用于清除和干燥由于变压器油温之变化而进入变压器储油柜的空气中的杂物

和潮气， 以保持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２、 结构和工作原理

２ １　 吸湿器的主体为一玻璃管， 内盛有氯化钴浸渍过的硅胶 （变色硅胶） 作为吸湿剂，

在吸湿器的下部进气口处置有油杯， 运行时装有变压器油作为杂物的过滤剂。

２ ２　 当变压器由于负荷或环境温度变化而使变压器油的体积发生胀缩， 迫使储油柜内的
气体通过吸湿器产生呼吸时， 吸湿器中的变压器油和硅胶便能清除进入储油柜的空气中的杂物

和潮气， 保持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３、 使用和维护

３ １　 使用前必须检查玻璃管是否破损、 硅胶是否变为粉红色。
３ ２　 取出吸湿器上部法兰与储油柜之间为防止变压器油在运输时溅入吸湿器而装设的一

块隔板。 同时拧下油杯， 去掉储运密封用的密封垫圈， 在油杯内注变压器油至杯口 ２０ 毫米处，
再拧上油杯。 最后应检查吸湿器密封处是否严密， 以防漏气。

３ ３　 变色硅胶在干燥状态下呈蓝色， 在吸收潮气后变为粉红色， 此时即说明硅胶已去吸
湿效能， 必须进行干燥或更换。 更换硅胶时， 将吸湿器从变压器上卸下， 即可从法兰的出口处

倒出或装入硅胶 （硅胶粒度为 ２ ～ ７ 毫米）。
３ ４　 受潮后的硅胶在 １４０℃温度下烘烤约 ８小时 （或在 ３００℃的温度下烘烤 ２小时） 后， 便可

变为蓝色。 如未完全变为蓝色， 应延长烘烤时间， 直至完全变为蓝色。 注意烘烤温度不能超出

规定要求， 否则， 硅胶会结块而失去吸湿能力。

３ ５　 在使用过程中， 应经常监视吸湿器中的硅胶和油杯中的变压器油。 当硅胶呈粉红色
时， 应按 ３ ３ 条干燥或更换。 当油杯中的油因蒸发变得过少或油质过脏时， 应添注或更换变压
器油。

４、 硅胶浸渍氯化钴的方法

当没有变色硅胶时， 可用原色硅胶浸渍氯化钴， 其步骤如下：

４ １　 取占硅胶重量 ３％的氯化钻溶解于水中， 水量应保证使硅胶能充分吸收。
４ ２　 将粒度为 ２ ～ ７ 毫米的硅胶， 沉浸在氯化钴溶液中， 并使它充分吸收， 直至硅胶变为

粉红色为止。

４ ３　 将浸渍过氯化钴溶液并呈粉红色的硅胶， 放在 １４０℃温度下进行干燥处理， 直至硅胶
完全转变成蓝色为止。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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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式储油柜使用说明书

１、 原理和结构
隔膜式储油柜在储油柜中装有一个薄壁隔膜， 隔膜的周边压在储油柜的上下柜沿之间， 内

侧贴在油面上， 外侧和大气相通， 储油柜中的油和大气隔离， 从而防止了变压器油与空气接触

而发生氧化。

隔膜式储油柜在上柜沿设有放水塞， 集聚在隔膜外部的凝露水可通过放水塞排出。 储油柜

下部有集气盒， 用来集聚进入或排出储油柜油流中的气体， 避免气体进入储油柜， 集气盒上的

玻璃板可观察集气情况， 气体通过放气管端头的阀门排出。

隔膜上部设有一个连接轴， 通过它和指针式油位计的连杆相连， 当变压器中的油膨胀或收

缩时， 使隔膜上下运动， 通过连杜传送到指针， 因而指示出了储油柜的油面。 如图：

２、 安装与使用

２ １　 隔膜式储油柜在厂内已预先进行了安装， 装上了指针式油位计。 为防止运输中指针
式油位计连杆的损坏， 已预先用绳把连杆绑在柜顶内壁的钩环上。

２ ２　 用户收到储油柜后， 应打开柜顶视察窗， 检查隔膜是否干净， 有无损伤。 必要时，
可拧紧隔膜上的放气塞， 从气体继电器联管蝶阀充以 １９ ６Ｋａ压力的干燥气体， 持续 ３０ 分钟应
无漏气现象。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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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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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Bian�Electric Apparatus

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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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湿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用　 途
１ １　 吸湿器用于清除和干燥由于变压器油温之变化而进入变压器储油柜的空气中的杂物

和潮气， 以保持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２、 结构和工作原理

２ １　 吸湿器的主体为一玻璃管， 内盛有氯化钴浸渍过的硅胶 （变色硅胶） 作为吸湿剂，

在吸湿器的下部进气口处置有油杯， 运行时装有变压器油作为杂物的过滤剂。

２ ２　 当变压器由于负荷或环境温度变化而使变压器油的体积发生胀缩， 迫使储油柜内的
气体通过吸湿器产生呼吸时， 吸湿器中的变压器油和硅胶便能清除进入储油柜的空气中的杂物

和潮气， 保持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３、 使用和维护

３ １　 使用前必须检查玻璃管是否破损、 硅胶是否变为粉红色。
３ ２　 取出吸湿器上部法兰与储油柜之间为防止变压器油在运输时溅入吸湿器而装设的一

块隔板。 同时拧下油杯， 去掉储运密封用的密封垫圈， 在油杯内注变压器油至杯口 ２０ 毫米处，
再拧上油杯。 最后应检查吸湿器密封处是否严密， 以防漏气。

３ ３　 变色硅胶在干燥状态下呈蓝色， 在吸收潮气后变为粉红色， 此时即说明硅胶已去吸
湿效能， 必须进行干燥或更换。 更换硅胶时， 将吸湿器从变压器上卸下， 即可从法兰的出口处

倒出或装入硅胶 （硅胶粒度为 ２ ～ ７ 毫米）。
３ ４　 受潮后的硅胶在 １４０℃温度下烘烤约 ８小时 （或在 ３００℃的温度下烘烤 ２小时） 后， 便可

变为蓝色。 如未完全变为蓝色， 应延长烘烤时间， 直至完全变为蓝色。 注意烘烤温度不能超出

规定要求， 否则， 硅胶会结块而失去吸湿能力。

３ ５　 在使用过程中， 应经常监视吸湿器中的硅胶和油杯中的变压器油。 当硅胶呈粉红色
时， 应按 ３ ３ 条干燥或更换。 当油杯中的油因蒸发变得过少或油质过脏时， 应添注或更换变压
器油。

４、 硅胶浸渍氯化钴的方法

当没有变色硅胶时， 可用原色硅胶浸渍氯化钴， 其步骤如下：

４ １　 取占硅胶重量 ３％的氯化钻溶解于水中， 水量应保证使硅胶能充分吸收。
４ ２　 将粒度为 ２ ～ ７ 毫米的硅胶， 沉浸在氯化钴溶液中， 并使它充分吸收， 直至硅胶变为

粉红色为止。

４ ３　 将浸渍过氯化钴溶液并呈粉红色的硅胶， 放在 １４０℃温度下进行干燥处理， 直至硅胶
完全转变成蓝色为止。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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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式储油柜使用说明书

１、 原理和结构
隔膜式储油柜在储油柜中装有一个薄壁隔膜， 隔膜的周边压在储油柜的上下柜沿之间， 内

侧贴在油面上， 外侧和大气相通， 储油柜中的油和大气隔离， 从而防止了变压器油与空气接触

而发生氧化。

隔膜式储油柜在上柜沿设有放水塞， 集聚在隔膜外部的凝露水可通过放水塞排出。 储油柜

下部有集气盒， 用来集聚进入或排出储油柜油流中的气体， 避免气体进入储油柜， 集气盒上的

玻璃板可观察集气情况， 气体通过放气管端头的阀门排出。

隔膜上部设有一个连接轴， 通过它和指针式油位计的连杆相连， 当变压器中的油膨胀或收

缩时， 使隔膜上下运动， 通过连杜传送到指针， 因而指示出了储油柜的油面。 如图：

２、 安装与使用

２ １　 隔膜式储油柜在厂内已预先进行了安装， 装上了指针式油位计。 为防止运输中指针
式油位计连杆的损坏， 已预先用绳把连杆绑在柜顶内壁的钩环上。

２ ２　 用户收到储油柜后， 应打开柜顶视察窗， 检查隔膜是否干净， 有无损伤。 必要时，
可拧紧隔膜上的放气塞， 从气体继电器联管蝶阀充以 １９ ６Ｋａ压力的干燥气体， 持续 ３０ 分钟应
无漏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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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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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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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检查后的储油柜装配到变压器上， 并复装好吸湿器、 注油阀门、 排污闸阀和气体继
电器。 拧紧隔膜上的放气塞。

２ ４　 变压器进行真空注油， 注油时可通过视察窗观看， 直到隔膜完全隆起， 此时说明储
油柜已全部充满了油， 注油即可结束。

２ ５　 变压器注满油静置结束后， 再从柜顶视察窗打开隔膜上的放气塞， 有油溢出后再拧
紧。 正式把指针式油位计的连杆和隔膜上的连接轴相连。

２ ６　 通过变压器上的放油闸阀或储油柜上的注油闸阀把油放至正常油位 （环境温度 ２０℃
时， 油位指针指示 ３ ５ 的位置）。
２ ７　 把高、 低油位报警信号电缆和报警装置 （用户自备） 连接。

２ ８　 在运行中， 应定期从放水塞中排出隔膜上的凝露水和放气塞中排出集气盒中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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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密封式变压器储油柜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全密封软气囊 （胶囊） 磁铁指针式储油柜， 适用于油浸式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及电抗器

等。 该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综合采用国际化标准变压器制造生产技术， 设计、 研制出的一种新型

现代的， 被各国变压器行业广泛使用的全密封软气囊式储油柜结构。 其原理是在储油柜壳体内

装有一个耐油尼龙复合橡胶的软气囊， 囊内通过呼吸管和吸湿器与大气相通， 囊外和变压器油

接触， 彻底将变压器油与空气隔开。

当油箱中变压器油随温度变化产生体积膨胀或收缩， 导致储油柜油面上升或下降时， 使软

气囊向外排气或自行吸气以平衡软气囊内外侧压力， 并且随变压器温度变化及时补偿油箱内的

压力差， 起到呼吸作用； 从而改变储油柜内油腔容积， 实现在全密封条件下的体积补偿。 软气

囊采用悬挂式， 动作灵活、 通气阻力小。

另外， 本储油柜还可通过集污盒下部的放油塞排出储油柜中的沉积污物和剩余残油。 储油

柜的两侧端盖全部与储油柜壳体焊接， 在一端留有进入油柜的人孔， 所有法兰面全部精加工，

确保无渗漏。

２、 结构简介 （见下图）

全密封软气囊 （胶囊） 式储油柜结构示意图

２ １　 导气管 （放气塞）： 变压器在注油或运行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储油柜内， 在储油柜上部

设置了导气管 （放气塞）， 打开导气管的阀门 （塞子）， 可以把储油柜内的气体排出。 导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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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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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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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检查后的储油柜装配到变压器上， 并复装好吸湿器、 注油阀门、 排污闸阀和气体继
电器。 拧紧隔膜上的放气塞。

２ ４　 变压器进行真空注油， 注油时可通过视察窗观看， 直到隔膜完全隆起， 此时说明储
油柜已全部充满了油， 注油即可结束。

２ ５　 变压器注满油静置结束后， 再从柜顶视察窗打开隔膜上的放气塞， 有油溢出后再拧
紧。 正式把指针式油位计的连杆和隔膜上的连接轴相连。

２ ６　 通过变压器上的放油闸阀或储油柜上的注油闸阀把油放至正常油位 （环境温度 ２０℃
时， 油位指针指示 ３ ５ 的位置）。
２ ７　 把高、 低油位报警信号电缆和报警装置 （用户自备） 连接。

２ ８　 在运行中， 应定期从放水塞中排出隔膜上的凝露水和放气塞中排出集气盒中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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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密封式变压器储油柜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全密封软气囊 （胶囊） 磁铁指针式储油柜， 适用于油浸式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及电抗器

等。 该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综合采用国际化标准变压器制造生产技术， 设计、 研制出的一种新型

现代的， 被各国变压器行业广泛使用的全密封软气囊式储油柜结构。 其原理是在储油柜壳体内

装有一个耐油尼龙复合橡胶的软气囊， 囊内通过呼吸管和吸湿器与大气相通， 囊外和变压器油

接触， 彻底将变压器油与空气隔开。

当油箱中变压器油随温度变化产生体积膨胀或收缩， 导致储油柜油面上升或下降时， 使软

气囊向外排气或自行吸气以平衡软气囊内外侧压力， 并且随变压器温度变化及时补偿油箱内的

压力差， 起到呼吸作用； 从而改变储油柜内油腔容积， 实现在全密封条件下的体积补偿。 软气

囊采用悬挂式， 动作灵活、 通气阻力小。

另外， 本储油柜还可通过集污盒下部的放油塞排出储油柜中的沉积污物和剩余残油。 储油

柜的两侧端盖全部与储油柜壳体焊接， 在一端留有进入油柜的人孔， 所有法兰面全部精加工，

确保无渗漏。

２、 结构简介 （见下图）

全密封软气囊 （胶囊） 式储油柜结构示意图

２ １　 导气管 （放气塞）： 变压器在注油或运行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储油柜内， 在储油柜上部

设置了导气管 （放气塞）， 打开导气管的阀门 （塞子）， 可以把储油柜内的气体排出。 导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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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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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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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气塞） 运行时常闭。

２ ２　 油位表： （见图 ４） 储油柜上的油位表是采用磁铁指针式油位表来显示的， 油位表的
浮子在储油柜内部软气囊的下面， 它随着油面的上下变化而升降， 并带动摆杆上下移动， 摆杆

联动油位表的指针转动。 油位表表盘的刻度值是经过换算的变压器油的平均温升值 （见图 ５ 油
位指示曲线， 油位指示曲线 Ｘ轴为油的温度， Ｙ轴为表盘刻度数， 调整油位时， 根据当时的油
温， 参照此曲线即可确定油位表指针位置）。 当油位达到设定的最高或最低位置时， 油位表通

过报警开关能及时准确地报警 （接线原理图见图 ６）。

图 ４ ＵＺＦ２ － １７５ 型油位表

图 ５

图 ６ 油位报警原理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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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注、 放油管： 储油柜可通过注、 放油管进行注油和排油， 当注、 放油达到指定要求
时关闭阀门。 注、 放油管运行时常闭。

２ ４　 呼吸管： 呼吸管通过吸湿器和大气相通， 保证软气囊自由伸缩， 工作时必须常开。
吸湿器的作用是用于吸收软气囊内部的水分， 防止软气囊内的水分结冰， 影响软气囊的膨胀和

收缩。

３ 储油柜安装

３ １　 对照图纸核对所有物品是否齐全；
３ ２　 拆下油位表法兰盖板， 将摆杆与浮子连接牢固， 用光滑木棒从法兰处伸进柜体内，

挑起软气囊将摆杆浮子伸入软气囊下部， 检查油位表转动是否灵活， 确认无误后与摆杆连接，

将密封胶圈摆正， 用螺栓将油位表紧固。

３ ３　 用起重设备将储油柜吊到变压器上。 为便于排气， 储油柜轴线应与水平面有 ３ 度的倾
角， 即与排气管端略高， 然后用螺栓将柜脚紧固。

３ ４　 拆下盖板连接气体继电器及联管。
３ ５　 连接注、 放油管、 导气管和呼吸管。
３ ６　 在呼吸管下端连接吸湿器， 在注、 放油管和导气管下端连接 ２５ 阀门。
３ ７　 油位表信号接线， 储油柜安装完毕。

４ 注　 油

变压器本体真空注油后， 储油柜注油将通过注、 放油管进行。 连接好注油管接头， 开启储

油柜下部接油箱管路的蝶阀和注油管下方的阀门， 打开储油柜上部导气管的阀门 （放气塞）。

开动油泵向储油柜内注油， 注油时要观察导气管的出口， 当发现储油柜上部导气管出口处有油

溢出时， 将放气塞关闭， 继续从底部缓慢注油并保持软气囊排气， 确认软气囊及储油柜内的气

体全部排出后， 立即停止注油。 将导气管的阀门关闭， 呼吸管保持常开状态， 注油结束。

５ 油位表指示调整

储油柜注满油后， 通过注、 放油管放油， 当油位表指针指示到与现场油温对应的温度时，

停止放油， 关闭注、 放油管阀门并用盖板封严即可。

６ 使用及维护中的注意事项

６ １　 变压器真空注油时， 应当将储油柜与油箱分开， 即关闭通往油箱的蝶阀。
６ ２　 变压器运行时， 要定期通过排气管将储油柜内部的气体排出。
６ ３　 变压器运行中， 要定期从储油柜下部集污盒的塞子内采集油样进行化验， 如发现问

题， 及时对变压器油进行处理。

６ ４　 变压器运行时应将吸湿器下部的盒内装满合格的变压器油， 并经常检查吸湿器内的
硅胶， 如发现硅胶由蓝色变成粉红色应立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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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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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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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气塞） 运行时常闭。

２ ２　 油位表： （见图 ４） 储油柜上的油位表是采用磁铁指针式油位表来显示的， 油位表的
浮子在储油柜内部软气囊的下面， 它随着油面的上下变化而升降， 并带动摆杆上下移动， 摆杆

联动油位表的指针转动。 油位表表盘的刻度值是经过换算的变压器油的平均温升值 （见图 ５ 油
位指示曲线， 油位指示曲线 Ｘ轴为油的温度， Ｙ轴为表盘刻度数， 调整油位时， 根据当时的油
温， 参照此曲线即可确定油位表指针位置）。 当油位达到设定的最高或最低位置时， 油位表通

过报警开关能及时准确地报警 （接线原理图见图 ６）。

图 ４ ＵＺＦ２ － １７５ 型油位表

图 ５

图 ６ 油位报警原理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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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注、 放油管： 储油柜可通过注、 放油管进行注油和排油， 当注、 放油达到指定要求
时关闭阀门。 注、 放油管运行时常闭。

２ ４　 呼吸管： 呼吸管通过吸湿器和大气相通， 保证软气囊自由伸缩， 工作时必须常开。
吸湿器的作用是用于吸收软气囊内部的水分， 防止软气囊内的水分结冰， 影响软气囊的膨胀和

收缩。

３ 储油柜安装

３ １　 对照图纸核对所有物品是否齐全；
３ ２　 拆下油位表法兰盖板， 将摆杆与浮子连接牢固， 用光滑木棒从法兰处伸进柜体内，

挑起软气囊将摆杆浮子伸入软气囊下部， 检查油位表转动是否灵活， 确认无误后与摆杆连接，

将密封胶圈摆正， 用螺栓将油位表紧固。

３ ３　 用起重设备将储油柜吊到变压器上。 为便于排气， 储油柜轴线应与水平面有 ３ 度的倾
角， 即与排气管端略高， 然后用螺栓将柜脚紧固。

３ ４　 拆下盖板连接气体继电器及联管。
３ ５　 连接注、 放油管、 导气管和呼吸管。
３ ６　 在呼吸管下端连接吸湿器， 在注、 放油管和导气管下端连接 ２５ 阀门。
３ ７　 油位表信号接线， 储油柜安装完毕。

４ 注　 油

变压器本体真空注油后， 储油柜注油将通过注、 放油管进行。 连接好注油管接头， 开启储

油柜下部接油箱管路的蝶阀和注油管下方的阀门， 打开储油柜上部导气管的阀门 （放气塞）。

开动油泵向储油柜内注油， 注油时要观察导气管的出口， 当发现储油柜上部导气管出口处有油

溢出时， 将放气塞关闭， 继续从底部缓慢注油并保持软气囊排气， 确认软气囊及储油柜内的气

体全部排出后， 立即停止注油。 将导气管的阀门关闭， 呼吸管保持常开状态， 注油结束。

５ 油位表指示调整

储油柜注满油后， 通过注、 放油管放油， 当油位表指针指示到与现场油温对应的温度时，

停止放油， 关闭注、 放油管阀门并用盖板封严即可。

６ 使用及维护中的注意事项

６ １　 变压器真空注油时， 应当将储油柜与油箱分开， 即关闭通往油箱的蝶阀。
６ ２　 变压器运行时， 要定期通过排气管将储油柜内部的气体排出。
６ ３　 变压器运行中， 要定期从储油柜下部集污盒的塞子内采集油样进行化验， 如发现问

题， 及时对变压器油进行处理。

６ ４　 变压器运行时应将吸湿器下部的盒内装满合格的变压器油， 并经常检查吸湿器内的
硅胶， 如发现硅胶由蓝色变成粉红色应立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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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书书书

����

TongBian�Electric Apparatus

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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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通用小组件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变压器用标准小组件， 如塞子、 温度计座、 油表、 活门、 蝶阀、 闸阀

和接地螺栓等， 其余之标准组件因结构和使用复杂， 请参看组件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

２、 使用与维护

２ １　 塞子
塞子的结构由三个零件组成， 即塞子、 塞座和密封环。 由于塞子的作用不同， 结构也略有

差异。 注油、 放油或放气， 将塞子旋出后即可注油、 放油或放气。 未装吸湿器的非全密封式变

压器， 在储油柜上设有呼吸塞子， 在变压器运行时须将此塞旋开 ４ ～ ５ 牙， 使其呼吸孔畅通。 储
存、 运输时则应将此塞旋紧， 防止湿气进入变压器。

２ ２　 温度计座
２ ２ １　 在变压器箱盖上 （或钟罩上）， 根据变压器容量的大小或订货合同的规定， 分别

装有水银温度计座、 信号温度计座、 电阻温度计座等， 以供测量变压器的油面温度。 温度计座

为一和变压器油隔绝的园管， 在使用时， 必须在园管内注入干净的变压器油， 方可将测温头轻

轻插入。 水银温度计座使用完毕后， 应旋上保护罩。 操作、 观察温度计时， 应保证操作者远离

高压瓷瓶导电杆及引线， 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以免发生高压触电事故。

２ ２ ２　 在温度计度内测得的温度为变压器顶层油面温度。 顶层油面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即
为变压器的温升。 在一般情况下， 温升不应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 （５５Ｋ， 湿热带型变压器
５０Ｋ）。 如温升超过限值时， 应查明变压器运行中是否有不正常现象， 如变压器过载或内部
故障。

２ ３　 油表
２ ３ １　 管式油表
管式油表结构系采用一个透明玻璃管， 用螺栓固定在上下座上。 向外旋出固定的螺栓， 便

可更换玻璃管。

２ ３ ２　 管式油位显示计使用说明
２ ３ ２ １　 适用于全密封变压器的 ＦＴ １ ３ 和 ＦＴ ２ ３ 型管式油位显示计， 主要用作变压器油

位显示视察窗， 还可当作注油连管、 补油存储器、 放气等多功能使用。 其中 ＦＴ １ ３ 不带压力释
放阀 ＦＴ ２ ３ 带压力释放阀。
２ ３ ２ ２　 油位显示计上部份视窗中全部为蓝色浮标时为油位正常， 当视窗中出现红色浮

标时为油位异常。 带动油标的浮漂的油位采集点， 位于油位计底部， 其报警液面选择低于油箱

上表面 ３０ｍｍ为报警点， 即报警油位高度为油箱盖下部 ３０ｍｍ。 报警后应立即注油， 注油方法： 拧
下油管盖或压力释放阀， 即可注油 （拧下压力释放时， 须将整个阀体拧下）。 注油到红色浮标

全部转变为蓝色浮标为止， 这时为油位恢复正常， 可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 管体伸入变压器油

—７１—

35KV� 10KV���������

箱内 ７５ｍｍ。 油位显示计顶端放气塞放气完毕后， 必须拧紧。
２ ３ ２ ３　 产品安全可靠， 视窗采用内嵌式结构， 防止意外碰坏。 视窗 ３６０ ‘视角观察。 浮

漂采用薄铝板筒， 浮子用聚胺脂泡沫塑料， 浮漂与浮子粘接牢固为一体， 在油表管内上下浮

动， 轻浮灵敏， 内挡可靠， 能及时准确报警。

　 　 　 　 装配图 （ＦＴ １ ３） 　 　 　 　 　 　 　 　 　 装配图 （ＦＴ ２ ３）

２ ３ ３　 板式油表
板式油表结构系采用一块有机玻璃板， 在其内外垫有耐油密封垫， 外部罩有一个用以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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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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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１、 适用范围
本说明书适用于我公司生产的电压等级为 ３５ｋＶ、 １０ｋＶ 级及以下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凡

本系列变压器经正常运输后， 不需作吊心检查， 即可装配有关拆卸的零部件， 做验收试验项

目， 合格后， 便可投入运行。

如： Ｓ１１ － Ｍ －２００ ／ １０ 为 １１ 型 １０ｋＶ级全密封， 额定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三相油浸电力变压器。

２、 运输、 验收及存放
２ １　 运输
２ １ １　 变压器至安装地点的运输方式， 主要为公路或铁路运输。 变压器充油或充氮运输，

应带的零件、 配套件， 出厂技术文件等， 另装箱与变压器一起发运。

２ １ ２　 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变压器在运输过程中， 必须牢靠的紧固定位， 防止颠簸
和强烈震动。 在运输过程中， 变压器的倾斜度不得大于 １５ 度。 大型变压器的运输时速应遵照
变压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 １ ３　 起吊变压器时， 应同时使用箱壁上的四个吊拌， 这四个吊拌可以承受变压器的总
重。 箱盖上的吊板仅供吊起器身之用。 起吊时， 吊绳与垂线之夹角不得大于 ３０ 度。
２ １ ４　 钟罩式油箱起吊时应同时使用下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 油箱上部应和吊绳绑牢在

一起， 防止起吊时变压器翻倒。 上节油箱上的四个吊拌仅供起吊罩子之用。 起吊罩子时， 应先

松开罩子上的所有定位装置， 卸开高低压引线， 分接开关等后， 方能起吊。

２ ２　 验收
２ ２ １　 用户收到变压器后， 应立即按名牌查对所收到的产品型号， 规格是否与订货合同

相符， 随之按出厂文件目录核对技术文件及产品附件是否齐全。

２ ２ ２　 检查变压器有无漏油、 渗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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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通用小组件使用说明书

１、 概　 述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变压器用标准小组件， 如塞子、 温度计座、 油表、 活门、 蝶阀、 闸阀

和接地螺栓等， 其余之标准组件因结构和使用复杂， 请参看组件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

２、 使用与维护

２ １　 塞子
塞子的结构由三个零件组成， 即塞子、 塞座和密封环。 由于塞子的作用不同， 结构也略有

差异。 注油、 放油或放气， 将塞子旋出后即可注油、 放油或放气。 未装吸湿器的非全密封式变

压器， 在储油柜上设有呼吸塞子， 在变压器运行时须将此塞旋开 ４ ～ ５ 牙， 使其呼吸孔畅通。 储
存、 运输时则应将此塞旋紧， 防止湿气进入变压器。

２ ２　 温度计座
２ ２ １　 在变压器箱盖上 （或钟罩上）， 根据变压器容量的大小或订货合同的规定， 分别

装有水银温度计座、 信号温度计座、 电阻温度计座等， 以供测量变压器的油面温度。 温度计座

为一和变压器油隔绝的园管， 在使用时， 必须在园管内注入干净的变压器油， 方可将测温头轻

轻插入。 水银温度计座使用完毕后， 应旋上保护罩。 操作、 观察温度计时， 应保证操作者远离

高压瓷瓶导电杆及引线， 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以免发生高压触电事故。

２ ２ ２　 在温度计度内测得的温度为变压器顶层油面温度。 顶层油面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即
为变压器的温升。 在一般情况下， 温升不应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 （５５Ｋ， 湿热带型变压器
５０Ｋ）。 如温升超过限值时， 应查明变压器运行中是否有不正常现象， 如变压器过载或内部
故障。

２ ３　 油表
２ ３ １　 管式油表
管式油表结构系采用一个透明玻璃管， 用螺栓固定在上下座上。 向外旋出固定的螺栓， 便

可更换玻璃管。

２ ３ ２　 管式油位显示计使用说明
２ ３ ２ １　 适用于全密封变压器的 ＦＴ １ ３ 和 ＦＴ ２ ３ 型管式油位显示计， 主要用作变压器油

位显示视察窗， 还可当作注油连管、 补油存储器、 放气等多功能使用。 其中 ＦＴ １ ３ 不带压力释
放阀 ＦＴ ２ ３ 带压力释放阀。
２ ３ ２ ２　 油位显示计上部份视窗中全部为蓝色浮标时为油位正常， 当视窗中出现红色浮

标时为油位异常。 带动油标的浮漂的油位采集点， 位于油位计底部， 其报警液面选择低于油箱

上表面 ３０ｍｍ为报警点， 即报警油位高度为油箱盖下部 ３０ｍｍ。 报警后应立即注油， 注油方法： 拧
下油管盖或压力释放阀， 即可注油 （拧下压力释放时， 须将整个阀体拧下）。 注油到红色浮标

全部转变为蓝色浮标为止， 这时为油位恢复正常， 可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 管体伸入变压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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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 ７５ｍｍ。 油位显示计顶端放气塞放气完毕后， 必须拧紧。
２ ３ ２ ３　 产品安全可靠， 视窗采用内嵌式结构， 防止意外碰坏。 视窗 ３６０ ‘视角观察。 浮

漂采用薄铝板筒， 浮子用聚胺脂泡沫塑料， 浮漂与浮子粘接牢固为一体， 在油表管内上下浮

动， 轻浮灵敏， 内挡可靠， 能及时准确报警。

　 　 　 　 装配图 （ＦＴ １ ３） 　 　 　 　 　 　 　 　 　 装配图 （ＦＴ ２ ３）

２ ３ ３　 板式油表
板式油表结构系采用一块有机玻璃板， 在其内外垫有耐油密封垫， 外部罩有一个用以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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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 １９５５ 年开始变压器修理和生产，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 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特别是公司改制十年以来， 公司从经营规模、 科

技水平、 创新能力、 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社会形象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公司占

地近 ９ 万平米， 厂房面积近 ５ 万平米， 固定资产 １ ５ 亿元。 公司技术中心是省级技术
中心， 是云南省高原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 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民营工业企

业， 是国家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 连续 ７ 年入围云南省百强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各类变压器、 ３５ＫＶ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３５ｋＶ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坚持不懈的开展各项创

新工作， 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的目标， 实施了 “科技创新降

成本、 扩大产量降成本、 节能降耗降成本” 的措施， 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水平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 公司一直注重制造

装备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就通过沈阳变压器研究所的 “１１０ｋＶ及以下油浸
式电力变压器生产必备条件” 的审查。 近几年来， 我公司不断完善和提升制造装备水

平和检测、 试验能力， 有生产设备 １９０ 余台套， 检测试验设备 ４０ 余台套， 具备和满足
生产 １１０ｋＶ级以下各类变压器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试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能力。 产品
通过了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认证， 有五十余台各系列型号的产品通过了国家认可试验

室的检验试验。 公司产品试验室通过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现场考核，

获得对电力变压器进行能效检测， 并提供国家认可的能效检测报告的资格， 配电变压

器还通过了国家的能效检测， 达到了国家惠民工程要求的一级或二级的能效值。

通过多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培养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队伍， 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能确保产品开发、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

使生产和服务在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 能满足顾客需求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变压器产品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五度荣获 “云南省

名牌” 产品称号。 公司的 “高原” 商标是 “云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的中、 小型各类变压器产品产销量一直居本省同行业的首位， 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省、 周边各省以及周边国家， 也出口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是省内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云南许多水电、 冶炼等行业进行国外投资项目的变压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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