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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YOU CAN BE SURE OF

HTTP://westinghouse-powerdandc.com.cn

西屋电气 W6-12 系列交流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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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10.6-1914.3.12

美国实业家、发明家，西屋电气创始人

George Westinghouse

乔治·威斯汀豪斯

1886 年 , 西 屋 电 气 创 始 人 George 

Westinghouse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

堡市创办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西屋电气公司。

创始人 George Westinghouse 同时也是美

国具有杰出贡献的实业家、发明家。

130 多年以来 , 西屋以照亮世界为愿景 ,

始终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 , 将更好的产品带

给我们每一个人。西屋电气公司的主要业务

领域涉及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用电设备

和电控制设备、家用电气、电子产品等门类

共 4000 多种产品 , 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和民

用工业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电机、家电、能源、

电子等产品主要供应商之一。

西屋在美国拥有很高的认可度 , 并享有

高度的全球赞誉。在消费者眼中西屋电气即

是“创新产品引领优质新的生活”的代名词。

2013 年西屋重新进驻中国市场 , 秉承高质产

品优质服务的理念并进行行之有效的创新 , 带

给中国消费者更优的体验。如今 , 我们追随乔

治的脚步 , 创造历史 , 同时让日常生活更好一

点。西屋 , 为您创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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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6-12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简称：W6-12开关柜）是三相交流户内成套配电装置。

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6～12KV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电力系统，具有完善的“五防”功能。

主要用于电厂、变电站、工矿企业及高层建筑中，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并具有对

电路进行控制、保护和监测等功能。

W6-12 开关柜符合以下标准

IEC60298、IEC60694、IEC62271-100、GB3906、GB/T 11022、

GB/T 1984、DL404 等。

W6-12 系列交流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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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 完全金属铠装及全封闭结构

■ 开关柜各隔室之间各自独立

■ 快速合闸接地开关用于接地检修和人工短路

■ 可在柜门关闭的情况下进行断路器分合、推进 / 移出，接地开关分合等

■ 可靠的五防联锁装置，有效防止误操作和误入带电间隔

■ 方便的门板观察窗，可察看断路器分合状态、手车位置、储能状态、接地开关分合状态和电缆连接状况

■ 符合 IEC、GB、DL 等多项国内、国际标准和规范

■ 壳体严密封闭，可防止污秽物及小动物进入

■ 配置免维护型真空断路器手车，配套的操动机构仅需少量维护

■ 二次导线敷设于宽敞的线槽内，美观且便于查找

■ 一次电缆连接方便

安全可靠的开关设备

方便实用的开关设备

W6—12/ 口－口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KA）

额定电压（KV）

额定电流（A）

设计序列号

西屋产品代号

产品型号及含义 特别注意事项：

中国许多地区的湿度较高，温度波动速度较快且幅度较大，开关柜在这种气候环境下运行，就有凝露的危险，因此开关柜在备用和运行状态下，

用户应保证加热器全天候投入！但在大电流（如 1600A 以上负荷电流）运行中，可以不投入。

W6-12 开关柜正常工作条件如下：

环境温度

最高温度        +40℃

日平均值不大于        +35℃

最低         -15℃

环境温度：

日平均相对湿度   95% 及以下

月平均相对湿度   90% 及以下

安装场所的最大海拔高度        1000m

地震烈度不超过 8 度，没有火灾、爆炸危险，没有严重污秽及化学腐蚀的场所。

对于超出上述正常工作条件的特殊工作环境，订货时必须向制造厂咨询或协商。

当安装场所的海拔高于 1000m 时，必须考虑空气介质强度的降低对绝缘水平的影响。

若环境温度超出极限值，则必须在母线和分支母线的设计上加以补偿或限制载流量。在柜内安装通风装置将有利于开关柜散热。

工作条件

正常工作条件

特殊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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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W6-12 开关柜主要技术参数
断路器柜主要技术参数

断路器柜外形尺寸及重量

注：特殊方案条件下，订货时需向制造厂核实具体开关柜尺寸。

高度 H（mm） 2200

宽度 W（mm）

额定电流为 2000A 及以下 800（650）

额定电流为 2500A 及以上 1000

深度 D（mm）

柜前维护 1350

双面维护 1500

重量（kg） 800 ～ 1200

F-C 柜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W6-12

额定电压 KV 7.2  12

额定绝
缘水平

1min 工频耐压（有效值） KV 32   42

雷电冲击耐压（峰值） KV 60   75

额定频率 Hz 50

主母线额定电流 A 1250，1600，2000，2500，3150，4000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 A 300，400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4 秒 KA 4KA/4S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峰值） KA 10 
外形尺寸 宽 × 高 × 深 =500/650×2200×1500mm
重量 600 ～ 1000kg

开关柜内配用西屋公司的 VCW 型真空断路器：性能优越，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断路器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单位 数据

型号 VCW

额定电压 KV 3.6 ～ 12

额定绝缘水平
1 分钟工频耐受电压 KV 42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 75

额定频率 HZ 50

额定电流 A 630，1250，1600，2000，2500，3150，4000*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有效值） KA 16，20，25，31.5，40，50

直流分量 不小于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 5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40，50，63，80，100，12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KA 16,20,25,31.5,40,50

自动重合闸操作顺序 分 -0.3S- 合分 -180S- 合分

非自动重合闸操作顺序 分 -180S- 合分 -180S- 合分

合闸时间 ms 40 ～ 70

分闸时间 ms 25 ～ 45

燃弧时间 ms ≦ 15

开断时间 ms ≦ 45

机电寿命 次 50000

储能电机和线圈额定电压 V 110VAC/220VAC，48VDC/110VDC/220VDC

储能电机功率 W 150/150，130/140/140

额定电压下储能时间 s 15

合闸 / 分闸脱扣器功率 W 250

* 需采取强制风冷措施   **40KA及以上为3s 

I  需采用强制风冷装置
II  50KA为3秒
III  电流互感器参数与变比有关，在订货时需具体确认
Ⅳ 150KA需订货时咨询制造厂家，非标配产品，仅适用于50KA产品

型号 W6-12
额定电压 KV 3.6 ～ 12

额定绝
缘水平

1min 工频耐压（有效值） KV 42
雷电冲击耐压（峰值） KV 75

额定频率 Hz 50
主母线额定电流 A 1250，1600，2000，2500，3150，4000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 A 630，1250，1600，2000，2500，3150，4000I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III，4 秒 KA 16，20，25，31.5，40，50 II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峰值）III KA 40，50，63，80，100，125，150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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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WE6-12 接地开关主要技术参数

WE6-12型户内接地开关（以下简称接地开关）是我公司设计

开发的一种全新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适用于12kV及

以下三相、交流50Hz的电力系统中，可供变电站变压器室单独

作为检修防护开关之用，也可作为检修时保证人身安全，用以

接地的一种手力操作的机械接地装置，通常用于中置柜及各

种型号的高压开关柜。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下限－15℃，日温差15℃。

相对温度条件：日平均值不超过95%；月平均值不超过90%。

环境条件：无火灾、爆炸危险、严重粉尘、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污秽等级为II级。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海拔高于1000m可特殊定做）。

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使用环境条件

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1 断口开矩 mm ≥ 125

2 触头接触压力 N 500±50（40kA)、430±（31.5kA)

3 刀片接触面范围 ≥ 2/3

4 相间中心距 mm 210±1、230±1、250±1、275±1

5 三相合闸同期性 ms ≤ 3

6 手动合闸操作力矩 N·m ≤ 200

7 手动分闸操作力矩 N·m ≤ 200

WP660 系列微机保护测控装置主要技术参数

采用32位处理器，16位AD采样，主要元件全部采用进口器件，保证了装置电气设计

上的高可靠性，产品通过了严格的型式试验和电磁兼容测试，保证了产品在恶劣环

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可靠性。

针对35kV及以下主变压器、配电系统馈线、电容器、电动机、变压器和备自投等而设

计。除了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外，还具有对设备的电气量的测量功能及对设备的可编

程控制功能，具有通讯接口，能够通过现场总线将数据和信息传送至上位机（监控、

调度计算机），同时接受上位机的分、合闸等控制命令。

采用一体化型材机箱，安装方便灵活，适用于固定式及混合式的柜型，也可集中组屏

安装。

具有多路开关量输入和输出，可根据用户需求在标准版本上扩充开入和开出，所有的

开入均为交直流两用。

交直流两用操作回路，自适应0.5～5A开关跳合闸电流；操作回路配置了防跳回路。

配置工业级宽温型160×160点阵液晶，全中文操作菜单及事故报文显示。

面板上显示设备的实时信息，监视设备的运行工况，如：电流、电压、功率，开关位置

等等，并有完善的预告、告警功能。

具有 1 个标准的 RS485 通讯接口(内置Modbus RTU 通讯协议)，一路以太网通讯。

整机静态功耗小于5W。

高抗干扰性，通过10项电磁兼容认证（快速瞬变、静电放电、浪涌抗干扰等）。

WP660系列保护测控装置适用于工业

和民用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配电系

统的线路（包含母联及备自投保护）、

厂用变 及 站用变、并联电容 器、电 动

机、PT及其并列的保护、测量、控制和

管理，实现配电系统的无人值守和智能

管理。

应用 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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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686 通信管理机是现代发电厂 /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重

要设备，作为现场总线的数据中枢，它负责实现协议转换，同

时肩负着向当地数据服务器和调度数据中心传递信息的功能。

■ 通信管理机采用 32 位 RISC CPU 架构，可实现高速处理通

信数据。通信管理机现场总线层支持 RS232、RS485、以太

网等接口。通信管理机负责完成非标准协议的转换，通过现场

级以太网和通信管理机连接，可实现热插拔。

■ 2 个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一般作为 SCADA 系统通

讯端口；以太网为多线程运行，可支持多种连接方式，处理多

个通信任务；

■ 10 个串行口，串口 1、串口 2 集成 RS232 或 RS485 两种通

讯方式，可选择其中一种通讯方式使用；串口 3~10 为 RS485

通讯方式，一般作为设备层通讯端口；每个端口都是独立运行

的任务，端口间可处理不同的规约，端口采用高电压隔离输出，

具有抗浪涌和防静电能力；

■ 1 个 USB 接口，支持 U 盘即插即用；

■ 硬件采用 32 位 ARM9 CPU，主频 454MHz，64M RAM，

128M flash；具备自检和看门狗功能；

■ 系统采用 WinCE 6.0 ( 微软认证 )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 支持 RS232/RS485 通信网、以太网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网；

■ 300 多种已有协议可选，支持多达 8 路调度；

■ 软件实时监视串口和网络运行状态并且有运行日志，保证及

时发现并记录通信异常；

■ 采用了标准的 5U 1/3 铝型材筒形机箱。

WP686 通讯管理机主要技术参数

应用 技术特点

WP6000 自动化监控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 WP6000自动化监控系统制作平台以电力监控系统为背景，

可以制作出标准的 SCADA 系统，适用于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各级电网调度以及给水、煤气等各个领域。

■ 使用 WP6000 制作出的监控系统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历史记录、画面显示等各项功能，同时 WP6000 开发环境还

为二次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开发接口，各个层次的功能，包括数

据处理、显示方式等，用户都可自行设计，进行二次开发。

■ 在技术上，WP6000 各项任务分布处理，数据可多机热备，

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可扩充性等特点。

■ 通用开放式设计

WP6000 系统是高度集成的开放式通用平台，在平台上集成

了 SCADA、设备管理、信息管理、操作票管理等功能，并在保

证系统安全的基础上向企业网络系统提供访问接口。

■ 客户 / 服务器体系结构

服务器模块运行在系统后台，占用系统资源少、响应速度快且

不受运行在前台的客户程序影响，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和实时处理速度。服务器模块负责客户模块的调度、时钟的分

配、消息触发及响应等；客户模块负责人机交互界面及个性数

据处理。

■ 灵活的配置方案

WP6000 系统采用组件化、分布式系统设计，数据及进程可在

线动态迁移，既可以集中运行于单台主机，也可以分布运行于

网络，极大地提高硬件资源复用能力，加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

可利用率。

■ 优秀的支撑平台

WP6000 系统的软件支撑系统采用了微软的主流的操作系统

如 Windows2000/2003/XP 等，适用性强，具有易学性、易用性、

易维护等特点。

应用 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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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由固定的柜体和可移开部件（简称手车）两大部分组成。根据柜内电气设备的功能，柜体用隔板分成四个不同的功能单元：

■ 母线室、断路器室、电缆室和低压室。柜体的外壳和各功能单元之间的隔板均采用防腐钢板拴接而成。

■ 开关柜外壳的防护等级为 IP4X，当断路器室门打开、手车移开时，防护等级为 IP2X。

■ 开关柜柜体内还可安装避雷器、带电显示器、微机保护、计量表计等元件，保证了对电网的控制、保护和监测等。

■ 考虑到开关柜的安装和调试方便，开关柜可分为柜前维护结构和双面维护结构。

■ 开关柜的门板面漆采用静电喷涂后焙烤而成，表面抗冲击，

耐腐蚀并保证了外形的美观。

■ 开关柜的顶部，在断路器室、母线室和电缆室的上方均设有

压力释放装置，当发生内部燃弧故障时，伴随电弧的出现，开

关柜内部气压升高，顶部装设的压力释放金属板将自动被打开，

释放内部压力和排泄气体，在开关柜各门上装设有特殊的密封

圈，把柜前面完全封闭起来，确保了操作人员和开关柜的安全。

双面维护结构 柜前维护结构
双面维护结构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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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点

双面维护结构注解说明：

A 母线室           B 断路器室          C 电缆室          D 低压室

1 主母线            2 静触头盒          3 断路器           4 接地开关 

5 电流互感器        6 电缆终端          7 控制和保护单元   8 压力释放板    9 二次插头

■ 断路器手车装在有导轨的断路器室

内，可在运行、试验 / 隔离两个不同位

置之间移动。当手车从运行位置向试验

/ 隔离位置移动时，金属活门会自动盖

住装在母线室和电缆室内的漏斗形绝缘

套筒内的静触头，保证了操作人员不会

接触到带电体，反向运行则打开。

■ 手车能在开关柜门关闭的情况下操

作，通过门上的观察窗可以看到手车的

位置、手车上的 ON（断路器合闸）/

OFF（断路器分闸）按钮、机械位置指

示器和储能 / 释能状况指示器等。

■ 在断路器室内配置 VCW 真空断路器

手车、F-C( 熔断器和接触器组合 ) 手车、

计量手车、电压互感器手车、隔离手车

及熔断器手车等。各类手车高度和深度

统一，相同规格的手车可自由互换。

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和“试验 /

隔离”位置均设有定位闭锁装置，保证

手车只有在特定位置时才允许进行操

作。

■ 具有花瓣式触指系统的触臂装在断路

器三相独立的极柱上。手车与开关柜之

间的信号、保护和控制线，由一个特制

的接插件联接。手车被推入开关柜内后，

首先处于“试验 / 隔离”位置，然后用

摇动手把将手车移入“工作”位置。

■ 手车在柜内的位置可由低压仪表面板

上的位置指示器指示，也可从门上的观

察窗看到。

■ 母线室内包含主母线、分支母线、支

撑绝缘子等，母线材质为铝或铜，接触

面镀银处理。根据开关柜载流量的大小，

配置不同截面的母线。

■ 母线以高强度的螺栓联接，必要时，

母线接头处设有专用的绝缘罩保护。

■ 为了使开关柜相互隔离及承受短路电

动力的作用，母线隔室的柜间均装设有

隔板和套管，以防止故障蔓延。

概述

表面处理 压力释放装置

断路器室 手车 母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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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线方案

开关柜选择说明

电缆室

电缆室位于断路器室和母线室的下部，

可安装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接地

开关、避雷器、传感器及电缆联接铜排

等。

对于单芯电缆，每相最多可连接六根电

缆；对于三芯电缆，每相最多可连接二

根电缆；电缆连接的高度在 650mm 以

上。

电缆室的底板为可拆卸的不锈钢板，并

配置相应的电缆固定夹及变径密封圈。

低压室的面板与室内可根据要求，安装

各种二次设备，如继电保护元件、仪表、

带电显示器、操作控制开关等。

室内装有标准的网格板，可灵活地布置

各二次设备及线槽，并方便布线。

线槽内部空间宽裕，并有盖板。左侧线

槽用于引入和引出控制导线，右侧线槽

用来敷设开关柜内部连线。低压室侧板

上有导线穿越孔，以便控制电源的联接。

低压室

防止误操作的联锁装置

W6-12 开关柜具备可靠的“五防”机械联锁装置，从根本上防止出现危险局面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误操作，有效地保护了操作

人员和开关柜。机械联锁装置的功能如下：

只有断路器和接地开关在分闸位置时，手车才能从“试验 / 隔离”位置移动到“工作”位置。

■ 接地开关在合闸位置，手车不能从“试验 / 隔离”位置移动到“工作”位置。

■ 只有手车处于“试验 / 隔离”位置或移开位置，接地开关才能操作。

■ 只有断路器手车在“试验 / 隔离”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断路器才能合闸。

■ 手车在“试验或运行”位置而没有控制电压时，仅能手动分合闸。

■ 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拔出。

开关柜还可配置多种电气联锁功能，以更好地提高联锁的可靠性。如带电强制闭锁、手车之间联锁等。用户在订货时，可按需要

提出并选择。

进线柜或馈线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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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线方案

进线柜或出线柜方案 进线柜或馈线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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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线方案

母联和隔离柜方案 母联和隔离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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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互感器柜方案 专用计量柜方案

主接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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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一次方案（二）

典型一次方案（三）

F-C 柜和负荷开关柜方案 典型一次方案（一）

主接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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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及技术参数选择
用户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产品：

■ 根据配电种类，合理选择主母线额定电流、短路开断电流等，初步确定所需开关柜的数量和类型。

■ 根据整体布线方案，确定开关柜的进出线方案，如：电缆下进下出或上进上出；母线上进、电缆下出等，并确定开关柜的尺寸。

当对于单台开关柜，进出线方案采用下进下出或上进上出时，开关柜须适当加深增加背包，保证开关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如有特殊方案或要求，可向我司相关技术部门垂询和协商。

A 1450(1350)

22
00

12
4

■ 主结线方案图、用途及单线系统图；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短路开断电流；配电室平面布置图及开关柜的排列配置图等。

标明进 / 出线电缆的规格及根数。

■ 提供开关柜控制、测量及保护要求以及其他闭锁和自动装置的要求。提供二次接线原理图及端子排列图，如不能提供，按照制

造厂标准或协商确定。

■ 开关柜内主要电气元件的型号、规格及数量。

■ 如开关柜之间或进线柜需要母线桥连接，应提供母线桥的额定载流量、母线桥的跨度和距地高度等具体要求数据。

■ 开关柜使用在特殊环境条件时，应在订货时详细说明。

■ 需要其他或超出的附件、备件时，应提供种类和数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开关柜安装基础的施工应符合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中的有关条款规定。

开关柜的安装基础一般要分二次浇灌混凝土，第一次为开关柜安装予埋件，敷设基础槽钢。第二次浇灌混凝土是地面的补充层，

在浇注混凝土补充层时混凝土高度应低于槽钢顶面 3-6mm。

开关柜的地基安装图详见附图：

关柜安装基础平整度应每米误差不超过 1mm，全长不超过 3mm。

开关柜的安装基础尺寸和安装尺寸详见附图：

柜体单列布置时，柜前走道以 2.5 米为宜；双列布置时，柜间操作走道以 3 米为宜。

按工程需要与图纸标明，将开关柜运至指定的位置，如果一排开关柜的排列较长（10 面以上），建议并柜时从中间部位开始。

在运输过程中，应使用特定的运输工具如吊车或叉车，严禁使用滚筒撬棍。断路器手车及其他手车应在柜体安装完成后再推入相

小室，严禁手车推入柜体后一起搬运。

先移去盖板，逐一安装开关柜，调整水平和垂直两方面因素，使开关柜安装不平度不得超过 2mm。

开关柜安装完成后，采取相应措施使开关柜牢靠固定。

用预设的连接板将各柜的接地母线连接在一起。

在开关柜内部连接所有需要接地的引线。

将基础框架与接地排相连，如果开关柜排列数量超过 10 台以上，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接地点。

将接地开关的接地线与开关柜接地主母线联接。

基础埋设

开关柜的安装

主母线采用绝缘子支撑，母线之间的连接采用螺栓紧密固定。

用清洁干燥的软布擦拭母线，检查母线是否损伤，在连接部位涂敷导电膏或中性凡士林。

逐一安装母线，将母线段和对应的分支母线连接，插入合适的垫块，拧紧螺栓。

母线的安装

开关柜的接地装置
订货须知

开关柜布置及安装

开关柜外形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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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开关柜单列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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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开关柜双列布置及母线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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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W6-12柜深1500-后维护/配电室典型剖面布置及载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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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W6-12柜深1350mm-靠墙安装/配电室典型剖面布置及载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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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F-C柜深1450-后维护/配电室典型剖面布置及载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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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柜单列布置示意图

开关柜双列布置及母线桥示意图

开关柜安装基础示意图（深：1450mm） 开关柜安装基础示意图（深：1350mm）

F-C 柜安装基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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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F-C柜深1450mm开关柜基础开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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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尺寸适用于 1000mm 宽开关柜

开关柜地基开孔及槽钢布置示意图 - 双面维护（深：1450mm）

开关柜地基开孔及槽钢布置示意图 - 前维护（深：1450mm）

开关柜地基开孔示意图（深：1350mm）

F-C 柜地基开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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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中压开关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812-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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