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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说明

所有与有载分接开关保护继电器相关的安装、运行和操作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受过培训并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
	 -	认真阅读本操作说明书。

错误操作或滥用设备将会产生以下危险:

	 -	伤及身体和危害生命;
	 -	损坏设备和对操作者其他物品的价值造成损失;
	 -	损坏设备的性能。

擅自打开设备或从外部转动挡板的调整螺钉（详见3.2.节）将失去保修权。

为了引起对重要信息的重视,在本操作说明书中使用了三种安全说明标志。

   
说	明

此标志表示：就一个具体问题的重要信息进行说明。

   
注	意

此标志表示：将会产生设备损坏或对操作者其他物品的价值造成损失,进而可
能造成身体和生命的伤害。

   
警	示

此标志表示：产生特别涉及对身体和生命的危险。如果忽视这一警示，将会
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造成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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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断阀

   

注	意

在安装时应特别注意切勿将脏物和异物掉入保护继电器内,	并注意防潮。
有载分接开关绝缘液中不得含有导电物质!

   

注	意

对带有密封的供货请务必注意，取下运输保护装置（防护硬纸板）。

安装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保护继电器上的红色箭头指向储油柜的方向。
•	 法兰盘各螺栓在固定拧紧时平均用力。
•	 通向储油柜管道的角度不应低于2	度,不得高于4	度。
•	 保护电器倾斜度与液体流向垂直度不得超过5	度。
•	 管道不能出现死硬角,管道圆弧弯度半径应大于50	mm。

图	1	-	管道安装

2	 安装

2.1	管道安装

保护继电器(图	1/	1	号)安装在连接有载分接开关(图	1/	3	号)和储油柜(图	1/	4	号)之间的油路管
道(图	1/	2	号)上。	尽可能安装在紧接有载分接开关头的附近。

为了保障在正常运行状态产生的开关气体无阻碍排出,通往储油柜方向管道倾斜度应在	2-4	度之间,	
安装时尽可能不出现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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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护继电器灌充

随着被保护设备的灌充，保护继电器同时也被灌充。

有载分接开关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会产生开关气,气体将聚集在保护继电器的集气室内。当集气室内体
积被充满时,继续产生的气体则向储油柜方向流去。

   

说	明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保护继电器的集气室内总是有开关气存在。这一气体对
设备功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基于这一原因,设备安装后从功能角度来讲,	排
放气工作不是必须的。所以无需打开锁紧螺钉（图	2/	1	号）。

1

图	2	-	锁紧螺钉

2.3	 带自动排气特殊设计的监控继电器
	 (代码	96)

   
说	明

根据客户要求，监控继电器上可
安装自动排气阀，取代螺塞。

如果监控继电器在运行状态下应
自动排气，则微型球阀（图	 3/	 1	
号）必须永久打开。

图	3	-	自动排气阀

1

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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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放气阀

  
开 关

1

2

步骤如下:

•	 从放气阀（图	4/	2	号）上拧下小闷盖螺母(图	4/	1	号)
•	 打开放气阀（逆时针方向旋转），开始从保护继电器内向外排气
•	 当刚有绝缘液溢出时关闭放气阀（顺时针方向旋转）
•	 拧紧放气阀上的小闷盖螺母

   

说	明

在有放气阀情况下，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用此替代（打开）锁紧螺钉方式，
对保护继电器进行排气。

2.4	 带排气阀特殊设计的监控继电器
	 (代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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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在翻盖板内侧有一个带图示的标牌,上面绘有开关电路符号以及接线布局描
述。本插图涉及的	 是处于基本状态下的开关系统。基本状态被认为是,与被
监控设备在无障碍运行时状态相对应的保护继电器的工作状态。

2.5	 信号线的连接

在保护继电器内,通过电缆螺栓连接处可引入多芯信号线。建议使用横截面为	1.5	mm²的铜线。	最大
可连线横截面积为	4	mm²。

步骤如下:
•	 拧下四个M5规格的螺栓(图	5/	1	号)
•	 取下盖板	(图	5/	2	号)
•	 电线通过电缆螺栓连接处(图	5/	3	号)引入
•	 电线在接线柱(图	5/	4	号)上连接	(最大起动力矩为	3	Nm)

图	5	-	电力接线

2 1 45 3  

开关系统的设备功率:

电压：	交流5	伏至	最大250	伏
	 直流5	伏至	最大250	伏

电流：	交流	0.01	安至	最大6安		cos	φ	>	0.5
			 直流	0.01	安至	最大6安		L/R	<	40	ms

配电容量：		 交流	最大1500伏安
										 直流	最大1250瓦

•	 旋紧缆线螺栓固紧
•	 盖上翻盖
•	 旋紧四个	M5规格的螺栓(最大起动力矩为	3	Nm)

   

警	示

接地安全引线(绿-黄色绝缘线)与接地端子(图	5/	5	号)连接	(最大起动力矩
为	3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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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检验

3.1.	 使用测试按钮检验

保护继电器装有一个检查按钮,它允许在整体连接安装情况下对继电器挡板动作状态进行检测。但它
不能对设定了的挡板整定值进行检测。

步骤如下:

•	 拧下闷盖螺母(图	6/	1	号)
•	 检查按钮(图	6/	2	号)向下按至止挡位,然后放开	(挡板由此达到相应位置)
•	 得到监查室的功能确认
•	 检查按钮逆时针方向旋转直至止挡位,然后放开	(挡板由此恢复至原位)
•	 拧紧闷盖螺母

图	6	–	按下检查钮 图	7	–	旋转检查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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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挡板整定值

生产厂商对挡板整定值已经根据相应的订货要求进行调准和检验。
校准螺丝（图	8/	1	号）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调整，否则因此改变挡板整定值数据。

1

4	 与瓦斯继电器结合使用的保护继电器

有关与瓦斯继电器连接安装保护继电器的说明和信息请参阅同时附上的另一份说明书。

图	8	-	带校准螺丝保护继电器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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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养维修

保护继电器对外界的影响不十分敏感,假若在不考虑其本身装有其他特别附加设施情况下,在运行中
不需要特别进行保养。

保护继电器必须依照设备操作者保养条例定期进行保养和检查。与此同时施行对指定功能的检查。

如果设备操作者对检查时间没有确定,EMB公司建议结合常规维修保养工作,每年一次通过检查按钮方
式实施功能检查。

   

注	意

在拆除保护继电器时务必注意,设备内不得存有绝缘液体。EMB	公司十分愿
意承担有条理地处理您使用过继电器的回收工作。

   

警	示

在设备运行工作时,在保护继电器内会聚集爆炸性气体(开关气)。因此,在打
开设备时,	设备周围附近绝对禁止明火或火花出现,否则将产生爆炸的危险。
为了能让气体排净,	当您在继电器旁开始继续工作之前请等待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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