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９．１２０．４０
Ｋ ４３
ＩＣＳ

囝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ＧＢ １ 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代替ＧＢ １６９２６－－１９９７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
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ｗｉｔｃｈ－－ｆｕ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２００２，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ｅａｒ－－Ｐａｒｔ

１０５：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ｗｉｔｃｈ—ｆｕ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Ｄ）

２００９－０３－１９发布

２０１０－０２－０１实施

宰瞀徽紫瓣警糌瞥墨发布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及１１’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１概述…………………………··…………………···…………
前
次
目
０，０＂＂Ｍ曲”孙即
Ⅲ●：０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确定转移电流的程序··………………··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熔断器、负荷开关和变压器配合的例子
１１安全性……·…………………………………………………
１０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护规则…·…………………．．…．
９随询问书，标书和订单一起提供的资料……·…··…………·
８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选用导则……·………………
７出厂试验………………………………………………………·
６型式试验………···……………………·……………………．
５设计与结构………………………………………………．…．
４额定值……··………………·……………………．．……．…．．
３术语和定义………………··…………………．……………．．
２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言……………………··…·…………………··………………·

ＧＢ

刖

１

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置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２００２《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１０５部分：交流负荷开关一熔
断器组合电器》。
本标准与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２００２的主要差异在：

——适用范围。根据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去掉了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中的额定频率６０ Ｈｚ的有关内容；
根据我国的行业分工情况，适用的系统的最低电压由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的１

０００

Ｖ改为３

０００

Ｖ；

——额定电压。去掉了与我国电网无关的额定电压数值，按照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或ＧＢ １５６）中所列出
的电压给出；

——按照ＧＢ ３８０４对负荷开关进行试验，且这些试验可以在另一个不同于按照本标准对组合电器
进行试验的组合电器上进行；

——按照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对熔断器进行试验；
——按照本标准对组合电器进行试验；
——附录Ａ（资料性）。为了便于本标准的使用，将计算事例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了修改（如变压器的
额定电压由１１ ｋＶ改为１０ ｋＶ等）；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删除了熔断器一负荷开关组合电器的相关条款；

——铭牌中增加本产品特征的参数，如额定转移电流等。

本标准代替ＧＢ １６９２６－－１９９７《交流高压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
本标准与ＧＢ １６９２６－－１９９７的主要差别有：

——标准编排上的差异。在符合ＧＢ／Ｔ １．１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与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５一致；
——将ＧＢ １６９２６ １９９７中６．１０１的试验方式３的要求作为设计与结构的要求（５．１０２）；
——附录Ｂ（规范性）。为了使转移电流的确定更加准确，按实际时间一电流特性的斜率为电流的函
数，给出了采用迭代法计算转移电流的方法。
本标准应与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一起使用，除非标准中另有规定，本标准参照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为了简化相
同要求的表述，本标准的章条号与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相同。对于补充在同一引用标题下的新增的条款从１０１
开始编号。
本标准的附录Ｂ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Ａ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 ６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开关研究所、重庆博森电气有限
公司、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机械工业高压电器产品质检中心（沈阳）、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新机电器有限公司、广东番开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华电力开关有限公司、华仪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施耐德（北京）中压电器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厦门ＡＢＢ开关有限公司、浙
江开关厂有限公司、天津市三源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恩文、邢娜
本标准起草人：田恩文、邢娜、王平、冯武俊、李向阳、王农、马力、周巧平、杨英杰、朱佩龙、张伟明、
吴继松、陆以安、叶树新、祝存春、雷小强、杨成懋、杨新洁、俞慧忠、顾德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

１６９２６

１９９７．
Ⅲ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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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０２６６—１：１９９８，ＭＯＤ）
ｋＶ高压交流负荷开关（ＩＥＣ
ｋＶ～４０．５
３．６
２００４
３８０４
电工术语高压开关设备
２９００．２０
６２２７１—１０２：２００２，ＭＯＤ）
１９８５—２００４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ＩＥＣ
６２２７１—１００：２００１，ＭＯＤ）
１９８４－－２００３高压交流断路器（ＩＥＣ
１１０２２的１．２适用，并做如下补充：
ＧＢ／Ｔ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１．２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９８５。
成为组合电器一个完整部分的接地开关应符合ＧＢ
３８０４。
符合ＧＢ
负荷开关，包括它们特定的操动机构，考虑到熔断器的限流作用，除短时电流和短路关合要求外，应
１５１６６．２。
熔断器应符合ＧＢ
安装的组合电器。
ｋＶ及以下的三相交流系统中、户内或户外
ｋＶ及以上、３５
Ｈｚ、标称电压３
本标准适用于频率为５０
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注２：本标准中，在不会引起文本的语意不清时，“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和“组合电器”均指“高压交流负荷开
注１：本标准中，在不会引起文本的总的语意不清时，“熔断器”一词可以指熔断器或熔断件。
扣器。
于熔断器最小开断电流时正确操作。除熔断器的撞击器外，组合电器还可安装过流脱扣器或者并联脱
装撞击器，既为了依靠熔断器的动作使三相负荷开关自动分开，又可在故障电流大于最小熔化电流、小
装入熔断器是为了扩大组合电器的短路额定值，并使其超过单独用负荷开关时的短路额定值。安
器都可以证明是符合本标准的。
的熔断器清单”）来确定。符合本标准的某一给定的组合电器意味着采用任一备选熔断器的每种组合电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是通过其型号以及由制造厂确定的一系列备选熔断器（即所谓的“参考
影响对本标准的符合性，而且还应清楚这样的组合电器的相应特性。
与额定电流有关。进而，出于维修的目的，用户应该懂得可以和一台负荷开关组合的熔断器的类型而不
实际上，不同型式的熔断器可以和一种负荷开关组合，得到一系列具有不同特性的组合电器，特别
和某一给定型式的熔断器的联合确定了一种型式的组合电器。
本标准中，采用“组合”意味着组合电器中的各元件构成一个功能组件。某一给定型式的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组合电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动机回路中的熔断器一断路器、熔断器一接触器组合电器，或者包含单个电容器组
关合能力：在额定电压下关合额定短路开断电流适用的回路。
开断能力：在额定恢复电压下，开断直到并包括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任何电流；
三极单元，设计能够具备：
本标准适用于公用和工业配电系统中所用的负荷开关包括负荷隔离开关与限流熔断器功能组合的
１．１范围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１概述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１交流高压熔断器术语
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

ＧＢ／Ｔ

２００８高压交流熔断器第２部分：限流熔断器

１５１６６．６

２００８高压交流熔断器第６部分：用于变压器回路的高压熔断器的熔断件选用

导则
２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第２章适用。
３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本标准的使用，ＧＢ／Ｔ ２９００．２０、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和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１中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
为了便于使用，其中一些术语和定义重述于此。
３．１

通用术语
没有专门的定义。
３．２

总装

没有专门的定义。
３．３

总装的部件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没有专门的定义。
３．４

开关装置
３．４．１０１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ｓｗｉｔｃｈ－ｆｕ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一种组合电器，它包括一组三极负荷开关及配有撞击器的三只熔断器，任何一个撞击器的动作会引
起负荷开关三极全部自动分闸。
３．４．１０２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底座（组合电器的底座）
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ｆｕ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ｂａｓｅ）

没有安装熔断件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
３．４．１０３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ｓｗｉｔｃｈ－ｆｕｓｅ
复合单元内，一极或多极串有熔断器的负荷开关。
３．４．１０４

熔断器一负荷开关ｆｕｓｅ－ｓｗｉｔｃｈ
由熔断件或带有熔断件的载熔件构成动触头的负荷开关。
３．４．１０５

隔离负荷开关（负荷隔离开关）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ｃｈ（ｓｗｉｔｃｈ－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在断开位置，能满足对隔离开关所规定的隔离要求的一种负荷开关。
［ＧＢ ３８０４－－２００４的４．４．１０２］
３．４．１０６

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一种组合电器，它的负荷开关的自动分闸由过流脱扣器或并联脱扣器触发。
２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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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
预期电流（回路和相对于开关装置以及熔断器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３．７．１０１
特性参量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ｓｗｉｔ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ｅｄ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ｕ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３．７
Ｅ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３．６．２］
储能操作（负荷开关的）
３．６．２
Ｅ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３．６．１］
动力操作（负荷开关的）
３．６．１
操作
３．６
２９００．２０的４．３８］
［ＧＢ／Ｔ
并联脱扣器ｓｈｕｎｔ
３．５．１０３
２９００．２０的４．３０］
ＬＧＢ／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过流脱扣器ｏｖ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３．５．１０２
２９００．２０的４．２９］
脱扣器ｒｅｌｅａｓｅ
３．５．１０１
开关装置的部件
ｓ３．５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ａｆ
ｏｒ
３ｄｅｖｉｃｅ
２００４的４．７．１１５］
３８０４
ＥＧＢ
在规定条件下，包括开关装置的接线端子短路在内的接通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
短路关合能力
３．７．１０７
［ＧＢ／Ｔ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９］
最小开断电流ｍｉｎｉｍｕｍ
３．７．１０６
ＥＧＢ／Ｔ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４］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预期开断电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３．７．１０５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１７］
开断电流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３．７．１０４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８］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最大预期峰值电流ｍａｘｉｍｕｍ
３．７．１０３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ａｋ
预期峰值电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３．７．１０２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６］
ＥＧＢ／Ｔ
ｉｒｃｕｉｔ
ｕｓｅ）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３．７．１０８

截止电流ｃｕｔ－ｏｆ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允通电流（熔断器的）ｌｅ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

ａ

ｆｕｓｅ）

ＥＧＢ／Ｔ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５］
３．７．１０９

转移电流（撞击器操作）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ｉｋ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熔断器与负荷开关转换开断职能时的三相对称电流值。
注：大于该值，三相电流仅由熔断器开断。稍小于该值，首先开断极中的电流由熔断器开断，而后两相电流由负荷
开关或者熔断器开断，这取决于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偏差以及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的分闸时间。
３．７．１１０

交接电流（脱扣器操作）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两种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时间一电流特性交点的电流值。
３．７．１１１

最小交接电流（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

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该电流取决于熔断器和负荷开关的时间一电流特性的交点，对应于：
ａ）最大开断时间，如果适用，加上外部过流继电器或接地故障继电器的最大动作时间；
ｂ）熔断器的最小弧前时间。
见图１２。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３．７．１１２

最大交接电流（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

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

该电流取决于熔断器及负荷开关时间一电流特性的交点，对应于：
ａ）负荷开关由脱扣器触发的最小分闸时间，如果适用，再加上０．０２ Ｓ以表示外部过流继电器或
接地故障继电器的最小动作时间；
ｂ）具有最大额定电流熔断器的最大动作时间。
３．７．１１３

熔化的短路电流ｆｕｓｅｄ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ｅｕｉ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当限流装置为熔断器时，受到限制的短路电流。
３．７．１１４

外施电压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ＧＢ／Ｔ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１３］
３．７．１１５

恢复电压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ＧＢ／Ｔ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３０］
３．７．１１６

瞬态恢复电压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ＲＶ

［ＯＢ／Ｔ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３１］
３．７．１１７

工频恢复电压ｐｏｗ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Ｂ／Ｔ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３２］
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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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１１］
熔化时间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弧前时间ｐｒｅ－ａｒｃｉｎｇ
３．８．４
１５１６６．１的２．２４３
ｓｔｒｉｋｅｒ
撞击器
３．８．３
ＥＯＢ／Ｔ１５１６６．１的２．２０３
熔断器底座ｆｕｓｅ－ｂａｓｅ
３．８．２
注：该清单可以更新。型式试验有效性扩展的条件在８．１０２中给出。
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符合现行标准。
对给定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底座，制造厂确定的熔断器清单，并且所有与其相应的负荷开
ｆｕｓｅｓ
ｏｆ
ｌｉｓｔ
参考的熔断器清单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８．１
熔断器
３．８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５４３
［ＧＢ／Ｔ
开断时间ｂｒｅａｋ—ｔｉｍｅ
３．７．１２３
成为负荷开关一部分的任何延时装置规定的整定值是其最大整定值时脱扣器触发的分闸时间。
ｍａｘｉｍｕｍ
脱扣器触发的最大分闸时间（负荷开关的）
３．７．１２２
成为负荷开关一部分的任何延时装置规定的整定值是其最小整定值时脱扣器触发的分闸时间。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ｉｍｅ（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脱扣器触发的最小分闸时间（负荷开关的）ｍｉｎｉｍｕｍ
３．７．１２１
刻之间的时间间隔。
位置的负荷开关主回路中的电流达到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值的时刻到所有极弧触头分离时
ｂ）对于通过主回路中的电流（不同于撞击器）而不借助任何辅助能源脱扣的负荷开关，处于合闸
到所有极弧触头分离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
对于由任何形式辅助能源脱扣的负荷开关，处于合闸位置的负荷开关的分闸脱扣器带电时刻
ａ）
都调整到整定值：
脱扣器触发的分闸时间定义为按照下述脱扣方法来确定，且与负荷开关成为一体的任何延时装置
ｏｐｅｎｉｎｇ
脱扣器触发的分闸时间（负荷开关的）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３．７．１２０
熔断器起弧时刻到所有极弧触头分开为止的时间。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熔断器触发的分闸时间（负荷开关的）ｆｕｓ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３．７．”９
２９００．２０的６．３３］
［６Ｂ／Ｔ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预期瞬态恢复电压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３．７．１１８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３．８．５

动作时间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开断时间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１３］
３．８．６

燃弧时间（一极的或熔断器的）ａｒｃｉｎｇ

ｔｉｍｅ（ｏｆ

ａ

ｐｏｌｅ

ｏｒ ｕ

ｆｕｓｅ）

［ＧＢ／Ｔ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１２］
３．８．７

焦尔积分Ｊｏｕ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Ｊ２ｔ

［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１的３．１４］
３．８．８

功率耗散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ＧＢｌ５１６６．２的３．１．２１］
４额定值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第４章适用，并作如下补充：

ｋ）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１）额定瞬态恢复电压；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ｍ）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ｎ）撞击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额定转移电流；

ｏ）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额定交接电流。
４．１额定电压（ｕ，）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１适用。
４．２额定绝缘水平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２适用。
４．３额定频率（，ｒ）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３适用。
４．４额定电流和温升
４．４．１额定电流（Ｌ）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４．４．１适用，并作如下补充：

额定电流适用于由组合电器底座和所选的熔断器组成的完整的组合电器。
不要求额定电流从Ｒ１０系列中选取。
４．４．２温升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４．４．２适用，如果涉及到熔断器，见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

４．５额定短时耐受电流（Ｊ－）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５不适用。
４．６额定峰值耐受电流（Ｊｐ）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６不适用。
４．７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７不适用。
４．８合闸及分闸装置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ｕ．）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４．８适用。
６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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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额定转移电流（Ｊ一）

８ｋＡ；１０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应从下述Ｒ１０系列中选取：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用其交流分量的有效值表示。
的额定电压，预期瞬态恢复电压等于４．１０２规定的额定值，组合电器所能开断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是指在本标准规定的使用条件及性能下，回路的工频恢复电压相应于组合电器
４．１０１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１１０２２的４．１０适用。
４．１０操作用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４．９适用。
４．９合闸及分闸装置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频率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７ＧＢ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８适用。
５．８脱扣器的操作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７不适用。
５．７不依赖人力的操作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６适用。
５．６储能操作
１１０２２的５．５适用。
５．５动力操作
１１０２２的５．４适用。
５．４辅助设备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３适用。
５．３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接地
１１０２２的５．２适用。
ＧＢ／Ｔ
５．２对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中气体的要求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适用。
对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中液体的要求
５．１
５设计与结构
额定交接电流是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能够开断的交接电流的最大有效值。
４．１０５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的额定交接电流（Ｌ）
额定转移电流是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能够开断的转移电流的最大有效值。
４．１０４
注：也可见４．１０ｌ的注。
电压，组合电器能够关合的最大预期峰值电流。它应是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值的２．５倍。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是在本标准规定的使用条件和性能下，回路的工频电压对应于组合电器的额定
４．１０３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１５１６６．２适用。
预期瞬态恢复电压的参数，ＧＢ
开断回路短路故障时回路预期瞬态恢复电压的上限。
与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符合４．１０１）相关的额定瞬态恢复电压是一种参考电压，它是组合电器能够
４．１０２额定瞬态恢复电压
这就是在评价开断和关合性能时采用术语“预期电流”的原因。
ｂ）此类快速动作使得短路电流波形偏离其原来的波形。
ａ）短路电流降低到某一值，该值显著低于没有上述作用时所能达到的值；
注：应该认识到组合电器的串联阻抗、熔断器或负荷开关的快速动作可能引起一种或两种下述影响：
ｋＡ。
ｋＡ；１００
ｋＡ；８０
ｋＡ；６３
ｋＡ；５０
ｋＡｌ４０
ｋＡ；３１．５
ｋＡ；２５
ｋＡ；２０
ｋＡ；１６
ｋＡ；１２．５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５．９低压力和高压力闭锁装置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９适用。
５．１０铭牌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０适用，并作如下补充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铭牌应包含表１的内容。
表１铭牌内容
负荷开关一
缩写

单位

熔断器组合

要求标注的
操动机构

条件

电器
（２）

（１）

（３）

（４）

（５）

（６）

Ｘ

Ｙ

成为一体和／或制造

仅当与组合电器不
制造厂

厂不同
型号

Ｘ

（Ｙ）

出厂编号

Ｘ

（Ｙ）

标准编号

Ｘ

额定电压

ｋＶ

Ｘ

ｋＶ

Ｘ

Ｕｐ

ｋＶ

Ｘ

，ｒ

Ｈｚ

Ｘ

见参考清单

Ａ

Ｘ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ｋＡ

Ｘ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ｋＡ

Ｘ

Ａ

Ｘ

Ａ

Ｙ

Ｕｒ

额定工频耐受电压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带熔断器）

额定转移电流
额定交接电流
合闸和分闸装置以及辅助和

』∞

脱扣器操作的组合
电器

ＵＩ

Ｖ

Ｙ

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
制造年份

Ｘ

温度级别

Ｙ

适用时

不同：一５℃户内
一２５℃户外

ｘ表示的值的标识是强制性的。
Ｙ表示的值的标识是强制性的，但取头于栏（６）中的条件。
（Ｙ）表示的值的标识是可选的。
注１：栏（２）中的缩写可以代替栏（１）中的术语。如果采用栏（１）中的术语，“额定”一词在铭牌上可不出现。
注２：如果组合电器的额定交接电流大于其额定转移电流，则可以不标注其额定转移电流。

５．１１联锁装置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１适用。
５．１２位置指示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２适用。
８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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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电磁兼容性试验；
——密封性试验；
——防护等级的验证；
——主回路电阻测量；
——温升试验；
——绝缘试验；
型式试验包括：
１５１６６．２的要求进行试验。
为一个独立元件进行试验；另外，熔断器应按ＧＢ
３８０４作
应该明确，对于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除了短时耐受电流和短路关合要求外，应按照ＧＢ
型式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操动机构以及联动装置的性能。
６．１概述
１１０２２的第６章适用，并做如下补充。
６型式试验
按照６．１０４规定的试验证明在这些条件下的温升不会损坏组合电器的性能。
ｂ）
１５１６６．２的熔断器的最小开断电流）的电流；
（符合ＧＢ
如果能够证明熔断器撞击器的热脱扣器在熔断器起弧前使负荷开关开断了所有小于Ｉ。
３）
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中的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不相关；
效最小熔化电流值的所有电流值都能可靠地动作（即，全范围熔断器），则认为与负荷开
２）如果熔断器制造厂能够证明熔断器在从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值到组合电器中的熔断器的等
Ｉｌｌｓ。
１００
１５１６６．２中引入了新的试验来评估在长的弧前时间条件下（熔断器）最长的电弧耐受时间至少为
注：ＧＢ
时间；
１５１６６．２中规定的熔断器能够耐受的最长燃弧
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短于ＧＢ
１）
ａ）负荷开关和熔断器应满足下述１）、２）或３）中之一：
满足下述条件来实现：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应设计成使组合电器在低过电流条件下能够可靠地工作。这可以通过
５．１０２低过电流条件（长的熔断器弧前时间条件）
要求在ＧＢｌ５１６６．２中给出。
器撞击器与负荷开关脱扣器之间的联动装置在三相和单相条件下应使负荷开关可靠地操作。撞击器的
与给定的撞击器型式（中型或重型）的最大、最小能量和撞击器的动作方式（弹簧或爆炸）无关，熔断
撞击器与负荷开关脱扣器之间的联动装置
５．１０１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８适用。
５．１８电磁兼容性（ＥＭＣ）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７适用。
５．１７易燃性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６适用。
５．１６液体的密封
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５适用。
５．１５气体和真空的密封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４适用。
５．１４爬电距离
１１０２２的５．１３适用。
ＧＢ／Ｔ
５．１３外壳的防护等级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关合和开断试验；
——脱扣联动试验；
——熔断器的机械震动试验；
——具有长弧前时间的熔断器的热试验。
组合电器中的元件应是按相应的标准通过型式试验的产品。
交付试验的组合电器应是安装有合适的熔断器、干净的、新的组合电器。
型式试验的试品应与正式生产产品的图样和技术条件相符合，下列情况下，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
电器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新试制的产品，应进行全部型式试验；
ｂ）转厂及异地生产的产品，应进行全部型式试验；
ｃ）

当产品的设计、工艺或生产条件及使用的材料发生重大改变而影响到产品性能时，应做相应的
型式试验；

ｄ）正常生产的产品每隔八年应进行一次温升试验、脱扣联动试验以及关合和开断试验；
ｅ）不经常生产的产品（停产三年以上），再次生产时应进行ｄ）规定的试验；
ｆ）对系列产品或派生产品，应进行相关的型式试验，部分试验项目可引用相应的有效试验报告。
６．１．１试验的分组
ＧＢ／Ｔｌｌ０２２的６．１．１适用。
６．１．２确认试品的资料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６．１．２适用。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６．１．３型式试验报告中应包含的资料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６．１．３适用。
６．２绝缘试验

ＧＢ／Ｔ ｌ１０２２的６．２适用，并做如下补充：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６．２．９（局部放电试验）被下述内容取代：

完整的组合电器不要求局部放电试验。但是，元件在此方面应满足各自相关的标准。
６．３

无线电干扰电压（ＲＩｖ）试验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６．３不适用。

６．４主回路电阻测量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６．４适用，并做如下补充：

用阻抗可以忽略不计的导电棒代替熔断器且应记录该导电棒的电阻。
６．５温升试验
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６．５适用，并做如下补充：

组合电器的温升试验应在组合电器底座装有参考清单中的所有额定电流下进行试验。但是，按照
下述规定，可以减少试验次数。
只要满足下述四个判据，由组合电器底座和给定的熔断器（假定为ｘ）组成的组合电器的温升试验
可以证明由同样的组合电器底座和其他规格的熔断器组成的组合电器的温升试验合格：

——具有和熔断器ｘ相同长度的熔断器；
——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熔断器ｘ的额定电流的熔断器；
——额定功率耗散（按照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小于或等于熔断器ｘ的额定功率耗散；
——组合电器中熔断器额定电流的降低水平（Ｊｍ自自口／Ｉｒ蝽＊＃）小于或等于熔断器ｘ的降低水平。
因为满足上述判据已经包含了安全裕度，所以，熔断器的直径可以不考虑。
６．６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６．６不适用。
】Ｏ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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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Ｈｚ系统中的额定性能有所不同。
Ｈｚ系统的额定性能与用在Ｓ０
注：在某些情况下，组合电器用于６０
的解释，并考虑到所有重要因素，如组合电器的类型或所进行试验的类型。
Ｈｚ下进行试验，反之亦然。但应注意对试验结果
Ｈｚ的组合电器在６０
是允许的。例如，额定频率为５０
组合电器应在额定频率下进行试验，频率偏差为士８％。然而，为了试验方便，偏离上述允差范围也
６．１０１．１．２试验频率
断器相关的最小额定电流值相匹配。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无预加载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的所有组合电器有效。对于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过流继电器或脱扣器（如果装有的话）应与这些熔
选用的熔断器应使得该试验方式的结果对相同的组合电器底座和熔断器清单中的任一熔断器构成
然后将电源接到另一侧进行其余试验。
线，重复进行该试验方式，但对包括若干次同一试验的试验方式，应将电源先接到一侧，进行一次试验，
侧的不同时，则试验回路的带电侧应接到使组合电器试验条件最严酷的一侧。如有怀疑，应倒换电源接
应考虑组合电器哪一侧与电源连接。当组合电器用于两侧供电时，若断口一侧的物理布置与另一
人力操作的组合电器，可以用能实现远方操作的一种装置来操作。
应表明，在上述条件下，组合电器应可靠地进行空载操作。
性能。
４．１０规定的允差范围内选取的电压或气压下操作，以便触头分离时刻获得最大刚分速度和最大灭弧
１１０２２的４．８和
压下操作，除非截流影响了试验结果。当截流影响试验结果时，组合电器应在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４．８和４．１０规定的最低电压或气
特别是操动机构如果是电动或气动操作时，须分别按ＧＢ／Ｔ
受试组合电器须完整地安装在自身的支架或一等效支架上。其操动机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操作，
６．１０１．１．１试验前组合电器的状态
３）替代型的熔断器应满足６．１０１．２．１、６．１０１．２．２和６．１０１．２．３的要求。
１５１６６．２的中型或重型；
２）必须安装同一类型的撞击器，即符合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
１）所考虑的熔断器应满足它的标准（ＧＢ
电器底座和熔断器组成的组合电器仍可认为满足本标准。这些条件是：
因此，如果符合本标准的组合电器满足下列条件，对经过改动的、未经试验或经过局部试验的组合
ｂ）初始试验所用的熔断器在设计上有所改动时，重复组合电器的试验。
对给定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配用每种型号熔断器时都进行试验；
ａ）
合电器的性能进行了验证。然而，应认识到这对以下情况是不实际的：
原则上，本标准６．１０１（关合和开断试验）详述的试验只对实际试验的负荷开关与熔断器特定的组
６．１０１．１进行试验的条件
——ＴＤＩ。（试验方式４）：额定交接电流的开断试验。
ＤＩ。一＊（试验方式３）：额定转移电流的开断试验；
——Ｔ
——ＴＤｒＷ一（试验方式２）：最大ｉｓｔ时的关合和开断试验；
——ＴＤｈｃ（试验方式１）：额定短路电流的关合和开断试验；
本条款包括四个试验方式：
６．１０１关合和开断试验
１１０２２的６．９适用。
６．９电磁兼容性试验（ＥＭＣ）
１１０２２的６．８适用。
６．８密封性试验
１１０２２的６．７适用。
ＧＢ／Ｔ
６．７防护等级的验证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６．１０１．１．３功率因数
试验回路的功率因数应通过测量来确定，并取每相功率因数的平均值。
试验时，功率因数平均值须符合６．１０１．２．１、６．１０１．２．２、６．１０１．２．３及６．１０１．２．４中给出的数值。
６．１０１．１．４试验回路的布置
对于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１）和试验方式ＴＤｗ～（试验方式２），组合电器最好接在电源中性点
绝缘的、三相短路的中性点接地的回路中，如图３ａ）所示。当试验回路中电源的中性点不能绝缘时，则
其应予以接地，而三相短路的中性点应予以绝缘，如图３ ｂ）所示。
对于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３）和ＴＤｈｏ（试验方式４），组合电器应分别接到图４和图５所示的
回路中。
对于产生火焰或金属粒子喷射的组合电器，试验时应在带电部件附近放置金属屏，金属屏与带电体
之间间隙的大小应由制造厂规定。
金属屏、底架及其正常接地部件应对地绝缘，但通过直径０．１ ｍｍ、长度为５０ ｍｍ的铜丝构成的熔
断器接地。该熔断器也可以接到变比为１：１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互感器的端子应通过火花
问隙或避雷器保护。如果试验后熔断器完好，则认为没有出现明显的泄漏电流。
６．１０１．１．５开断试验的试验电压
试验电压应在组合电器开断后，立即于其所在位置测量的相间电压的平均值。
该电压的测量点应尽可能靠近组合电器的端子，即测量点与组合电器端子问无明显的阻抗。
三相试验时，试验电压应尽可能接近或等于组合电器的额定电压。
试验电压基于平均值的允差是规定值的±５％，任一相与平均值的偏差为±２０％。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６．１０１．１．６工频恢复电压

电弧熄灭后，工频恢复电压应至少保持０．３

ｓ。

三相试验回路的工频恢复电压是负荷开关分闸后所有相测到的工频恢复电压的平均值。
试验回路的工频恢复电压应在试验回路每一相中组合电器的每极端子问测量。
按照图６，工频恢复电压应在负荷开关分闸后一个周波处测量。
６．１０１．１．７短路关合试验前的外施电压
在试验方式ＴＤｒ。（试验方式１）和试验方式ＴＤ，ｗ～（试验方式２）中，短路关合试验前的外施电压
（见３．７．１４）是试验前瞬间，一极端子间电压的有效值。
对于三相试验，外施电压的平均值不应小于组合电器额定电压除以￣，手，且未经制造厂的同意不应
超过该值的１０％。
外施电压的平均值与每相外施电压之差不应超过平均值的５％。
６．１０１．１．８开断电流
对于试验方式ＴＤＩｓｃ（试验方式１）和试验方式ＴＤｒｗ。。（试验方式２），预期短路开断电流的交流分
量有效值应在预期电流试验中短路起始后一个半波内测量。
对于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３）和试验方式ＴＤＩ。（试验方式４），开断电流应是在起弧瞬间测取
电流的交流分量有效值。
对于试验方式ＴＤ－ｓｃ（试验方式１）、试验方式ＴＤｒｗ～（试验方式２）和试验方式ＴＤｈ。（试验方式４），
任一极中的开断电流交流分量有效值不能超出平均值的１０％。对于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３），
装有导电棒的两极中的开断电流交流分量有效值不应小于首开极（即装有熔断器的极）开断电流的

拈／２，即８７％。
６．１０１．１．９瞬态恢复电压
试验回路的预期ＴＲＶ，应该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确定，它可以产生和测量ＴＲＶ波形，而不会对它有
明显的影响，且应在组合电器与试验回路相连的端子上测量，且像分压器等试验测量装置应包括在内。
ＧＢ
】２

１９８４－－２００３的附录Ｆ中叙述了适当的方法。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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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间出现。
对于本试验方式中的开断试验，应通过回路选相合闸，保证其中任意一相电流在电压过零后ｏ。～
注：如果制造厂同意，下限不适用。
试验回路的功率因数为０．０７～ｏ．１５（滞后）。
断器设计的１２ｔ值所要求的预期电流，偏差士１０％。
１５１６６．２验证组合电器中熔
在三相回路中，进行一个单分和一个合分试验，其预期电流为按照ＧＢ
的动作１２ｔ，则认为对装有特定型式熔断器的组合电器的试验对于相同的组合电器底座和参考的熔断器
１５１６６．２试验方式２确定的最大动作Ｊ２ｔ不大于型式试验的特定熔断器
式１）更高的１２ｔ，则本试验方式可以免去。
１５１６６．２的试验方式１中具有比本标准的试验方式ＴＤｂｃ（试验方
如果组合电器中的熔断器在ＧＢ
方式２的预期短路电流），则本标准的该试验方式可以免去。
１５１６６．２的试验
Ｓ，试验电流为Ｊ。（ＧＢ
次关合试验的峰值不小于２．５Ｉｚ，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不小于０．１
３８０４中规定的条件下，两
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应在撞击器驱动分闸之前合闸到位，如果在ＧＢ
能。试验是在装有三相熔断器的组合电器上进行的。
进行该方式试验的目的在于用近似于对负荷开关产生最大１２ｔ的预期电流来验证组合电器的性
６．１０１．２．２试验方式ＴＤ。一（试验方式２）——最大开断ｒｔ时的关合和开断试验
角，即在该极中的电压过零后６５。～９０。范围之内。
１５１６６．２中试验方式１的规定，保证任一边极中熔断器的起弧相
该试验方式的开断试验应按ＧＢ
预期瞬态恢复电压应符合４．１０２及６．１０１．１．９。
土５％，每相与平均值的偏差为土２０％。
工频恢复电压（见６．１０１．１．６）应等于组合电器的额定电压除以√３，平均值的偏差为规定值的
外施电压应符合６．１０１．１．７。
试验回路的功率因数为０．０７～０．１５（滞后）。
电流，偏差为＋：％。
必须在试验回路中进行一个单分和一个合分试验，回路的预期电流等于组合电器的额定短路开断
清单中的替代熔断器构成的所有组合电器有效。
２￡，则认为对装有特定型式熔断器的组合电器的试验对于相同的组合电器底座和熔断器
止电流和动作Ｉ
１５１６６．２确定的截止电流和动作１２ｆ不大于型式试验的特定熔断器的截
只要替代熔断器根据ＧＢ
击器将使负荷开关分闸。该试验是在装有所有三相熔断器的组合电器上进行的。
这一试验方式是为了验证负荷开关能够承受和关合熔断器的截止电流而无损伤，且在该电流下撞
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１）——额定短路电流时的关合和开断试验
６．１０１．２．１
６．１０１．２试验程序
如规定有延时线时，其起始部分不能与延时线相交。
ｂ）
注：必须强调，包络线超出规定参考线的程度需征得制造厂的同意。
ａ）其包络线在任何时刻都不能低于规定的参考线；
试验回路的预期瞬态恢复电压波形应满足下列要求：
试验回路的预期瞬态恢复电压波形用图１所示的方法画出的包络线和它的起始部分表示。
极与其他两闭合极之间的电压。
三相试验回路，瞬态恢复电压是对符合６．１０１．１．４布置的适合的试验回路中的首开极而言，即开断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工频恢复电压（见６．１０１．１．６）应等于组合电器的额定电压除以√３，平均值的偏差为规定值的

士５％，每相与平均值的偏差为土２０％。
预期瞬态恢复电压应符合６．１０１．１．９以及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的试验方式２中的规定值。

６．１０１．２．３试验方式ｍ．。（试验方式３）——额定转移电流时的开断试验
进行该试验方式的目的在于验证开断职能由熔断器转移到负荷开关时负荷开关与熔断器的正确配
合（见３．７．１０９）。
注１：对于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如果交接电流等于或大于转移电流，则本试验方式可以免去，

应在三相回路（如图４所示）中进行三次开断试验，三次试验中安装熔断器的极应不同，其余两极用
两根阻抗可忽略不计的导电棒替代两极中的熔断器。
如果一极中的一只熔断器和其他两极中的两根导电棒的这种布置对试验室不可行的话，则可以省
去熔断器，负荷开关通过别的途径分闸。
试验回路应包括三相电源和负载回路（见图４）。
负载回路应是一个Ｒ—Ｌ的串联回路。
电源回路，其功率因数不超过０．２（滞后），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电源回路短路开断电流的对称分量不应超过组合电器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也不应小于该电
流的５％；
电源回路的阻抗应在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３）试验回路总阻抗的１２％～１８％之间。如

ｂ）

果受到试验站的限制，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则这个百分比还可降低，但应保证最后所得预期
ＴＲＶ不低于规定值；
ｃ）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电源回路在短路条件下的预期ＴＲＶ应符合ＧＢ ３８０４负载电流开断试验时电源侧的要求。

负载回路的功率因数应该是：

——开断电流＞４００ Ａ，０．２～ｏ．３（滞后）；
——开断电流≤４００ Ａ，０．３～Ｏ．４（滞后）。
试验电压应符合６．１０１．１．５的规定。

表２试验方式ＴＤ。一（试验方式３）预期ＴＲＶ的标准值
额定电压

ＴＲＶ电压峰值

Ｕ，

时间
ｔ３

上升率
“。／岛

ｋＶ

ｋＶ

ＨＳ

ｋＶ／ｐｓ

３．６

６．２

８０

０．０７７

７．２

１２．３

１０４

０．１１５

１２

２ｏ＿６

１２０

０．１６７

（２４）

４１

１７６

０．２３６

４０．５

６９．４

２２９

０．３０

“。一１．４×１．５ＸＵ，磐
√３
工频恢复电压应等于组合电器的额定电压除以捂。平均值的偏差为±５％，每相与平均值的偏差
为士２０％。
如果适用，负载回路的预期瞬态恢复电压，为了标定，应符合６．１０１．１．９和表２。延时线不做规定。
注２：表２给出的数值仅指首先开断极，也就是说，装有熔断器（或模拟熔断器／绝缘棒）的一极。
注３：表２适用于典型布置，这些布置涉及到的转移电流比那些因变压器二次端子金属短路产生的电流小，后者通
常由熔断器开断。但是，这些参数不适用于要求负荷开关开断这种端子附近故障的使用情况，这种使用条件
应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
１４

Ｉ一。或者
ＴＤ㈨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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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源侧：
合闸相角
回路
序号
ＴＲＶ
功率因数
试验系列
试验电压
试验电流／
试验方式
表３试验方式的试验参数摘要
表３给出了试验方式所用的试验参数。
６．１０１．２．５试验参数摘要
见图１２。
最大额定电流的熔断器的最长动作时间。
ｂ）
周波的最小动作时间。
脱扣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加上适用时的表示外部过流继电器或接地故障继电器的半个
ａ）
试验电流值相应于：
ＤＩ。。“，（试验方式３）相同。
试验回路与试验方式Ｔ
应在如图５所示的三相回路上进行三次开断试验，三极熔断器全部用阻抗可忽略不计的导电棒替代。
接给脱扣器操作的负荷开关时，在交接电流范围内，熔断器与脱扣器操作的负荷开关之间的正确配合。
这一试验方式仅对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是强制性的。进行该试验旨在验证开断负荷由熔断器交
６．１０１．２．４试验方式Ⅱｋ（试验方式４）——额定交接电流时的开断试验（仅对脱扣器操作的组合电器）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见ＧＢｌ５１６６．２的
方式１
ＣＯ
试验方式１
０．０７～ｏ．１５（滞后）
ＴＤｋ
０１５１６６．２的试验
三相／－－相
负载侧：
Ｉ—ｄ。＞４００
方式２
Ｃｏ
试验方式２
图３
ｏ．０７～ｏ．１５（滞后）
Ｕ。
ＴＤ研血。
（Ｏ．８７Ｊ—。ｋ）
Ｕｆ
０．２～０．３（滞后）
见本标准６．１０１．２．３
Ｊ。—妇≤４００
图４
本
Ｊ。
三相
负载侧：
Ａ：
Ｊ。＞４００
０．３－－０．４（滞后）
３８０４的负载电流
电
见本标准的
Ｕ：
ＴＤｌ。
ｏ．２～ｏ．３（滞后）
Ｏ见
６．１０１．２．４
Ｌ≤４００Ａ：
图５
】５
何外部损伤，它不应使试验无效。
注２：三相试验中，一只熔断器和／或其撞击器可能没有动作，这是正常的，而不是异常的情况，只要该熔断器无任
注１：试验中，不论熔断器动作与否，应更换所有的熔断器。
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１）和ＴＤｗ一（试验方式２）中，负荷开关应在熔断器撞击器动作后分闸。
试验后，如果６．１０１．１．４中规定的熔断器完好无损，则认为没有流过明显的泄漏电流。
其他类型的组合电器，可能损坏绝缘水平的火焰或金属粒子不应喷射到制造厂规定的边界之外。
充液式组合电器，不允许喷出火焰，允许喷气或者含油的气体，但不应引起电气击穿。
操作过程中，组合电器不应出现任何损坏或者危及操作者的迹象。
不能检修（更换熔断器除外）。
应在同一台组合电器上进行全部试验方式的试验，在各试验方式之间，可对组合电器进行检查，但
６．１０１．３试验中组合电器的状况
注：与试验方式３和方式４相关的功率因数是指负载回路的。
开断的试验条件
０．３～０．４（滞后）
３８０４的负载电流
ＧＢ
ＧＢｌ５１６６．２的试验
标准的表２；
Ｇ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６．１０１．４试验后组合电器的状况
试验后，熔断器应满足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２００８中５．１．３的要求。
每一试验方式之后：
ａ）

组合电器的机械功能和绝缘子实际上应和试验前的状况相同。绝缘子上可能沉积有灭弧介质
的分解物。

ｂ）毋需修整，组合电器应能承受其额定工频耐受电压而不击穿。
ｃ）对那些负荷隔离开关组成的组合电器，负荷隔离开关在分闸位置时，其绝缘性能不能因与隔离
断口相邻的或并行的绝缘子绝缘性能降低而降低到规定值（见４．２）以下。并且应满足
ＧＢ

１９８５中对隔离开关的要求。

ｄ）更换熔断器后，组合电器应能连续承载其额定电流。
试验后，组合电器的外观检查和空载操作就足以验证以上要求。
如对组合电器是否满足６．１０１．４的ｂ）项有怀疑，则按照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６．２．１１进行相应的工频电
压耐受试验。对于灭弧室终身密封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除非密封的灭弧室可以拆开或打开检
查，否则，状态检查试验是强制性的。
适用时，如对组合电器是否满足６．１０１．４的ｃ）项有怀疑，则应按照ＧＢ／Ｔ １１０２２的６．２．１１进行相
应的工频电压耐受试验。对于灭弧室终身密封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除非密封的灭弧室可以拆
开或打开检查，否则，状态检查试验是强制性的。
适用时，如对组合电器是否满足６．１０１．４的ｄ）项有怀疑，则应在额定电流下增加两次合分操作。
６．１０２脱扣联动试验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脱扣联动试验应按如下程序进行：

ａ）对熔断器撞击器和负荷开关脱扣器之间联动的机械可靠性进行试验，共需１００次操作，其中
９０次（每相３０次）用一只能量最小的撞击器，其余１０次用三只能量最大的撞击器同时进行
操作。

这一试验方式完成之后，脱扣联动的机械功能应与试验前相同。
ｂ）用一只带有已伸出的撞击器的模拟熔断器，按照ＧＢ １５１６６．２中规定的范围调整到最小运动
行程，依次对每相进行试验，应该证明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按照其设计要求既不能合闸也
不能保持在合闸位置。
注：为了便于这些试验，可采用一只模拟熔断器撞击器操作的装置。

６．１０３熔断器的机械震动试验
在６．１０２的脱扣联动试验中，组合电器不装有熔断器撞击器模拟装置的两极中应安装两只熔断器，
进行所述的三组３０次操作试验。所用的两只熔断器中的每一只均应是参考的熔断器清单中的最小额
定电流。如果该额定值列有几种型式的熔断器，则试验所用的两只熔断器应是不同类型的。
这个（这些）试验方式之后，熔断器既不能出现任何机械损伤，也不能在阻抗上有所变化。熔断件触
头不应出现偏移。
上述试验方式的满意结果，认为是确定使用未经过试验的熔断器时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机械震动试
验的充分证据。
６．１０４具有长弧前时间的熔断器的热试验
试验条件与温升试验（６．５）所采用的条件相似。但是，电源的空载电压应足以操作撞击器。
试验应在参考的熔断器清单中的额定电流在同族系列中最大的熔断器上进行。试验电流应使得熔
断器的温度达到熔断器制造厂规定的最高温度。
如上所述，试验应施加要求的试验电流直到撞击器动作。
如果替代的熔断器具有比受试熔断器更低的熔断器温度，则上述试验不需要重复。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试验有效：
ａ）撞击器和负荷开关能够正确动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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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熔断器没有出现ＧＢｌ５１６６．２的５．１．３规定的情况。
】７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额定电流是由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制造厂根据温升试验取得的数据选定
在外壳中时对其产生的影响。
１５１６６．２的８．３．２对熔断器额定电流的注释，熔断器额定电流的选取和熔断器安装
应该参考ＧＢ
８．１０２．１额定电流
８．１０２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配合
附录Ａ中给出了一个例子。
值并提高了功率因数。
满足该条件后，相应于故障的转移电流，由于电弧阻抗或故障线路的阻抗降低了电流和ＴＲｖ的幅
ｚ——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百分比。
Ｊｔ——变压器的一次侧额定电流；
式中：
Ｉ，。一１０２０ＩＴ
关。实际上，这就要求确保组合电器的转移电流小于前述的、由下式表示的一次故障电流：
开断这种故障。因此，应选择合适的熔断器使其单独将此故障消除，而不把任何开断职能转移给负荷开
变压器二次端子直接短路使得一次侧的故障条件具有高的ＴＲｖ值，组合电器中的负荷开关不能
因变压器二次端子直接短路引起的一次侧故障条件
８．１０１．２
中组合电器安装地点的最大预期故障电流水平的有效值。
组合电器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熔断器，而且应大于或等于配电系统
８．１０１．１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电器上完成的，则采用后备保护熔断器时，可能需要进行附加的组合电器试验。
户的要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如果型式试验是在另外一个制造厂提供的全范围熔断器的组合
本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方式连同把这些试验用于其他组合电器的相关选用导则已能满足绝大多数用
２００４的第１０章中给出。
３８０４
负荷开关的选用导则在ＧＢ
１５１６６．６中给出。
流特性曲线及额定值选取这些熔断器的导则均在ＧＢ／Ｔ
当用于变压器保护时，有关高压熔断器与其他电路元件配合的准则和如何具体按照它们的时间一电
试验而取得的参数值，制定确保负荷开关和熔断器所组成的组合电器安全运行的选用准则。
１５１６６．２和本标准所进行
３８０４、ＧＢ
１５１６６．６）一起，是为了利用按ＧＢ
保护变压器选用熔断器的ＧＢ／Ｔ
３８０４－－２００４的第１０章）和熔断器的选用导则（见关于
本选用导则，与负荷开关的选用导则（见ＧＢ
目的
８．１０１
８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选用导则
试验后，应对组合电器进行检查，以证实没有零部件受损和所有零部件处于良好状态。
每极一次分闸操作。
对所有的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在６．１０２的条件下，模拟最小能量的一只熔断器撞击器动作：
熔断器进行试验。对于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试验可以在没有熔断器的情况下进行。
在这些试验中，主要应该验证：这些操作不会引起组合电器的任何损伤。应安装最大质量和尺寸的
条件。
应进行脱扣联动试验来保证组合电器在其操动机构规定的电压和压力限值内满足规定的操作
７．１０１脱扣联动试验
１１０２２的第７章的试验内容列出相关的试验项目。
按ＧＢ／Ｔ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７出厂试验
注：ＧＢｌ５１６６．２中引入了新的试验项目来确定熔断件和相应电流值的最高温度（７．１．５）。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的，并且取决于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型式及额定值。如果使用地点的环境温度超过规定的环境温度，则
组合电器的额定电流必须有所降低。
注：组合电器的额定电流一般是小于熔断器制造厂提供的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但不应小得过多。

８．１０２．２低过电流特性
当故障电流低于安装在组合电器中熔断器的最小开断电流时，在熔断器因长时间的内部电弧（见
５．１０２）损坏之前，组合电器的正确动作是靠一只或几只熔断器的撞击器的弹射操作负荷开关的脱扣机
构（因此才使负荷开关分闸）来保证的。
８．１０２．３转移电流
组合电器的转移电流取决于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和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
在转移点附近，三相故障条件下，最快的熔体熔化成为首开极，其撞击器开始使负荷开关分闸。其
余两极将承受减小的电流（８７％），它或者被负荷开关或者被剩下的熔断器开断。转移点是指负荷开关
分开和熔体熔化同时出现的时刻。
对于给定组合电器的转移电流，按照附录Ｂ中的规定确定，应小于额定转移电流。
８．１０２．４交接电流
组合电器的交接电流值取决于脱扣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和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顾名
思议，它是两条曲线的交点的电流值，超过这一电流，熔断器把开断电流的职能由脱扣器和负荷开关承
担过来。
继电器的性能和熔断器的特性应使得交接电流小于组合电器的最大交接电流（见３．７．１１２的定义
以及６．１０１．２．４的试验条件）。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８．１０２．５型式试验有效性的扩展

现已认识到，对所有的组合电器底座和熔断器组成的组合电器进行试验以及当熔断器更换时，对组
合电器进行重复试验是不现实的，本标准规定了温升、关合和开断型式试验的有效性扩展到那些未经过
试验的组合电器的条件。
８．７０３操作

ａ）在一特定的组合电器中安装的三只熔断器都应是同一型号和同一电流额定值，否则，对组合电
器的开断性能将产生不利影响。
ｂ）安装的熔断器的撞击器方向正确，对组合电器的正确动作是很重要的。
ｃ）

当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因三相故障动作时，则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１）三只熔断器中两只动作；
２）三只熔断器均已动作，但其中只有两只撞击器弹出。

三相使用条件下，一组熔断器的这种局部动作，不应该认为是不正常的。
ｄ）

当系统中无任何明显的故障迹象，而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已动作，则检查动作过的熔断器可为故
障的类型和故障电流的近似值提供线索。这样的研究工作最好由熔断器制造厂来进行。

ｅ）组合电器中一极或两极的熔断器动作后，建议最好废弃并更换所有的三极熔断器。
ｆ）更换熔断器之前，操作者应该证实：熔断器底座与组合电器中所有可能仍带电的零部件在电气
上隔离。这一点，当熔断器底座没有可见隔离时尤为重要。
９随询问书，标书和订单一起提供的资料
９．１

随询问书和订单提供的资料
除了ＧＢ ３８０４中负荷开关需要提供的资料外，询问者还应规定供应的界限，也就是说，要求的组合

电器是（定义为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否（定义为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底座）包括熔断件。
９．２随标书提供的资料
除了提供ＧＢ ３８０４中负荷开关的资料外，组合电器制造厂除了提供额定参数外，还应提供下列资料：
１８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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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熔断器的各选清单，包括组合电器底座的型号，验证过的最大截止电流，以及对每一个备选的
１６
ＧＢ
用两参数参考线和延时线表示规定的ＴＲＶ
图１
ＧＢ／Ｔ１１０２２的第１ｌ章适用。
１１安全性
荷开关一熔断器单元中，那么在人工将其安装到位时，应暂时拆下熔断器。
在其具有防护的包装之内，应和继电器、仪表或其他类似元件一样小心处理。如果熔断器已经安装在负
高压熔断器，虽然外表结实，但是可能装有相对脆弱的熔体。因此，在准备安装之前熔断器应保存
１１０２２的第１０章适用，并作如下补充：
ＧＢ／Ｔ
１０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护规则
——焦耳积分（６．１０１．２．１中所用熔断器的数值）。
——降容（６．５）；
——额定功率耗散（６．５）；
——最大额定电流（６．５）；
——长度（６．５）；
有要求时，关于型式试验有效性扩展的相关资料，即：
ｂ）适用时，充入介质（类型和总量）。
——额定截止电流。
——额定短路电流；
——额定电流；
——熔断器型号（品牌、型式、额定值）；
熔断器的下述资料：
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Ａ

／＼＼

＼『『ｊ尸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图２

ＴＲＶ的两参数参考线的例子

熔断器

ａ）优选的接地点
图３

２０

ｂ）替代的接地点

试验方式ＴＤ。（试验方式１）和ＴＤ。一（试验方式２）试验回路的布置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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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式ＴＤ。一（试验方式３）试验回路的布置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熔断器
２１
图５试验方式１Ｄ。。（试验方式４）试验回路的布置
ｂ）替代的接地点
负载
导电棒
ａ）优选的接地点
图４
ｂ）替代的接地点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

啊／＼八

彬Ｖ

／＼

Ｖ

Ｌ第，极，熔断器未动作

Ｖ

＼八

队八ｒ

醵Ⅺ＼Ｊ

卜

八Ｖ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厂＼厂 、爪八
边羔Ｕ Ｕ
ｆ

Ｖ

Ｖ

ｊ

。

图例

Ｕ，／２√虿：１极的电压；Ｕ：／２压：２极的电压；ｕ。／２√虿：３极的电压

１极、２极和３极的平均电压＝些』堕至旦生等』型兰生丝巫
００：负荷开关的分闸时刻

图６工频恢复电压的确定

２２

乙第。极，熔断器首先开断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誓̈９２６—２００９
誓
６ｋ
、＼
（ｍ
＼＼
＼、
图８采用迭代法确定转移电流
图７转移电流的实际确定
Ｔｈ（ｍｌ
１（Ｔ毗）ｏ
ＧＢ
０．８７Ｉ
丁。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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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图９转移电流与因变压器二次端子短路引起的一次侧故障电流Ｊ。之间的关系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ｆ

一＼

、

＼”蝻躲髓削
圈１０

间一电流特性

与保护一台１０ ｋＶ～４００ ｋＶＡ变压器有关的特性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熔断器
负
时间
２５
器操作，
电器动作时间）
外部过流继电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ｆ／Ａ
图１２确定交接电流的特性
预期电流
高压和低压熔断器之间的配合
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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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附录Ａ

（资料性附录）
熔断器、负荷开关和变压器配合的例子
用户根据其具体的运行要求选定变压器，从而确定了满负荷电流和允许过负荷电流。
高压系统的最大故障电流值是已知的。
本示例选取１０

ｋＶ、４００

ｋＶＡ变压器，其所在高压系统最大故障电流为１６

ａ）满负荷电流近似为２３

ｋＡ：

Ａ；

ｂ）允许的短时过载假定为１５０％，在变压器的“一５％”分接处，即近似为：
２３ Ａ×１．０５×１．５≈３６ Ａ
ｃ）最大励磁涌流假定为１２倍的额定电流，等于：
２３

Ａ×１２—２７６ Ａ

持续时间为０．１ ｓＥ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６的４ａ）］。
现场周围空气温度是４５℃，也就是说高出标准５℃。
假定用户已决定选用某制造厂的一台１２ ｋＶ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控制和保护变压器。
制造厂应能够提供可以用在组合电器中的熔断器备选清单，并建议选用这些熔断器中哪些比较合适。
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制造厂基于按本标准在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上所进行的相应试验并利用其
有效性的扩展（见８．１０２），列出这些熔断器的清单。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假定组合电器制造厂建议选用某个熔断器制造厂某一特定型号的一组１２

ｋＶ，４０ Ａ，１６ ｋＡ（至少）

的后备保护熔断器。为了核实这一建议，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制造厂将落实：
１）熔断器可以承受２７６ Ａ变压器励磁电流０．１

Ｓ

Ｅ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６的４ａ）］。为此通常是检查熔断

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并在该点上选择性地留有２０％的距离和／或向熔断器制造厂咨询。
２）装入熔断器后，负荷开关一熔断器组合电器的电流额定值足以允许在周围空气温度为４５℃时
变压器周期性过载到３６ Ａ［见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６中的４ｂ）１）］。
注１：装入熔断器后组合电器的电流额定值可能达不到４０ Ａ，尤其在高于标准的环境条件下。负荷开关一熔断器制
造厂进行的温升试验或在这些试验基础上进行计算就可以说明组合电器的额定电流值，如在４５℃的环境条
件下为３８ Ａ。则将足以满足使用要求。
３）

在熔断器时间一电流特性１０ Ｓ范围内，熔断器的弧前电流足够小以保证可靠地保护变压器［见
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６的４ｃ）］。为此，制造厂通常通过检查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和／或向熔断器

制造厂咨询来实现。
４）熔断器将单独承担变压器二次侧直接短路的故障条件，也就是说，最大一次短路电流
！！！丕！！！≈４６２
１０×√３×５

Ａ

（在此情况下：变压器的阻抗按５％考虑）大于装有４０Ａ熔断器时组合电器的转移电流（见３．７．９）。
利用８．１０２．３中所述的方法确定转移电流。参考图１０，表明由此确定的转移电流仅为２８０ Ａ，本例假定
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为０．０５
５）

ｓ。

假定选用的组合电器的额定转移电流为１

０００

Ａ，则装入４０ Ａ熔断器后组合电器的转移电流

小于其额定转移电流（见４．１０４）。
在低压系统中发生相问故障条件下，供电方必须检查这些熔断器与高额定值的低压熔断器的配合
问题。
注２：这通常是配合的最恶劣条件。

如ＧＢ／Ｔ １５１６６．６中的４ｄ）所述的那样，高压熔断器与低压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交点处的电流
值应大于低压熔断器负载侧的最大故障电流（见图１１）。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ＴⅢ，一Ｒ［矸‰］……………
］．．．……………“蹦）
时间Ｔ神，第二动作的熔断器的熔化时间。应该注意到时间ｋ（见图７）要短于最大时间一电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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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ａ。和式（Ｂ．６）可以利用上述方法计算出新的（丁■），和（Ｊ。。“），和ｎ。。假如这个数值和前面
于１．２Ｔｏ，因为它通常接近实际值。然后从最小的时间一电流特性中导出第一个（Ｊ～一）。和ａ。。
因为斜率ａ取决于Ｔ。，的值（图８），应进行一个重复的计算：首先选取第一个值Ｔ二，，例如（Ｔ■）。等
然后，转移电流Ｉ。，一。可以从熔断器的最小时间一电流特性导出。
值代人式（Ｂ．５）中可得出：
取一个统计的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的相对偏差为土６．５％（土１０％的±２ａ），则Ｘ一０．１３。把该
转移点出现在△Ｔ等于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Ｔ。。
Ｏ．８７４
（１＋ｚ）４—１
△Ｔ—Ｔｍ２一Ｔ协Ｉ
合并（Ｂ．３）和（Ｂ．４）会得到：
………………（Ｂ．４）
１１。×Ｔ二１＋（０．８７１１）４×（１乙一Ｔ０）一Ｃ（１＋ｚ）４
特性式（Ｂ．２）为：
Ｉ，，时间丁二ｚ后熔断。按照最大时间电流
电流Ｉ，经过了时间Ｔ■，第二只熔断器在两相电流０．８７
…………………………（Ｂ．３）
Ｊ１。×丁■一Ｃ
１）为：
在三相故障电流Ｊ，经过了时间７乙后，第一只熔断器熔断，７■按照最小时间一电流特性等式（Ｂ
这里ｚ为两个时间一电流特性之间电流的偏差，而且定义为１００ｘ％。
…………………………（Ｂ．２）
１４×了二一Ｃ（１＋ｚ）４
把等式（Ｂ．１）用于最小时间一电流特性，则最大时间一电流特性的等式可表示为：
这里ａ为斜率；ｌｇＣ定义为直线在纵坐标上的截距。
…………………………（Ｂ．１）
Ｉ。×丁二一Ｃ
确定的Ｉ和Ｔ。之间的关系为：
１９Ｌ一－－ａｌｇＩ＋ｌｇＣ
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小线段在双对数坐标下可以被认为近似是直线，它们的关系式为：
Ｉ。对应的时间，这是由于第二个动作的熔断器已经过了Ｔ０的三相故障电流Ｉ－。
性上的两相电流０．８７
时间Ｔ０，在最小特性上，是在三相故障电流ｊ。下首先动作的熔断器的熔化时间。
图８表示在转移电流范围内可能的最小和最大的熔断器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小线段。
ＡＴ的数学确定
Ｂ．２
行比较。
知道了差别，熔断器熔化时间之间的差△Ｔ，就允许在其与撞击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之间进
同时分断，这是因为熔断器的熔化时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别。
转移电流发生在第一只熔断器熔断后，负荷开关在撞击器操作下，在第二只熔断器熔断之前或与之
转移电流Ｊ～＊的定义为，在撞击器操作下，开断职能由熔断器转移到负荷开关时的电流。
Ｂ．１背景资料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ＧＢ
确定转移电流的程序
（规范性附录）
附录Ｂ

ＧＢ

１６９２６—２００９

的数值相差不超过５％，那么就可以把它作为Ｊ～＊，。如果没有，这样的计算应该重新进行，直到两次连
续的转移电流的差小于５％。
Ｂ．３确定转移电流的简化方法
取ａ一４，这是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处在０．０５ ｓ～ｏ
等式（Ｂ．５）为：

ＡＴ＝Ｌ。［业舻］

３

Ｓ之间时实践中通常选用的值，则

转移点发生在熔断器触发的负荷开关分闸时间Ｔ０等于△Ｔ：
Ｔｏ—ＡＴ一１．１×Ｔｍｌ

或者
Ｔｍｌ—０．９ Ｔｏ

因此，转移电流可以确定为：熔断器的最小时间一电流特性上弧前时间等于０．９Ｔｏ时的电流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