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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关柜五防闭锁的分析
及解决方案
党丽敏
（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陕西 宝鸡

721306）

摘要 电力运行的安全性，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所以对电力设备能否很好的满足五防要求至
关重要。本文简要对中置式金属铠装封闭移开式开关设备（以下简称开关柜），各种方案的五防机
械闭锁及电气闭锁进行分析，做出一套合理、安全的防误闭锁方案。且此套闭锁方案使开关柜不
但在满足五防要求的前提下，还对系统突然断电又突然送电的情况下，也进行了有效的闭锁，防
止了误操作而带来的安全危险，确保了电力运行的安全。本文还就开关柜内配有接地手车的变电
站，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常配的两种接地手车：母线接地手车（PT 柜配的上接地车）和进线接地
手车（进线柜配的下接地车），各做出一套合理、安全的防误闭锁方案，并能对突然断电又突然送
电的情况也进行有效闭锁，以提升电力运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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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witchgear “Five-anti” Interlocking Functions of the
Analysis and Scheme
Dang Limin
(XD Baoji Electric Co., Ltd, Baoji, Shaanxi

721306)

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electric power operation,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power equipment is whether meets “five-anti” interlocking functions requirements
counts for much.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five-anti” interlocking functions for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hutting of various solutions of metal clad closed remove type switchgea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witchgear), and makes a set of prevent misoperation interlocking functions scheme
that is reasonable and safe. This scheme ensures the safety of electric power operation of the switchgear,
not only meet “five-anti” interlocking functions requirements, but it is the effectively preventive to
sudden power failure and sudden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o preventive wrong operation and safety
hazards. This article analyze grounding trolley in the switchgear for transformer substation, and makes a
set of reasonable and safe of preventive misoperation shutting scheme to two kinds of grounding trolley,
that is bus bar grounding trolley (up grounding trolley of the PT switchgear ) and incoming the line
grounding trolley ( down grounding trolley of incoming line switchgear), and improve the safety of
electric power operation for the condition of sudden power failure and sudden power transmission is also
effectively shutting.
Keywords：switchgear；“five-anti” interlocking；grounding trolley；scheme
电力设备运行，必须满足五防要求。五防，通
常是指为确保人身安全，对高压电气设备应具备五
种防误功能的简称，是保障电力安全的重要措施之
一。五防具体指：①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②防

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③防止带电挂（合）接
地线（接地开关）；④防止带地线送电；⑤防止误入
带电间隔。
1）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在开关柜二次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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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回路中加装防跳功能、在紧分按钮上加装防误
罩，以防止误操作。
2）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在隔离手车上
加装闭锁电磁铁，保证当有负载时隔离手车不允许
推拉。

现出线侧有电时也不允许合接地刀。反之也必须将
接地刀位置接点给反送电侧送去，闭锁下级反送电
侧开关合闸回路，以实现当接地刀合闸时，不允许
下级反送电侧开关合闸。如图 1 所示。

3）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在开关柜上加装可靠
的机械闭锁，当断路器手车在试验位置时，才允许
合接地开关；对于出线柜，为了避免出线侧反送电、
对于进线柜因接地刀安装于进线侧，所以还需加装
接地刀闭锁电磁铁，利用出线侧、进线侧的带电显
示来闭锁接地刀，实现当此处有电时，不允许合接
地刀。
4）防止带地线送电。在开关柜上加装可靠的的
机械闭锁，当接地开关在合闸位置时，断路器手车
不允许往工作位置推。如果是进线侧带接地刀时，
必需再加装电气闭锁，用接地刀位置接点来锁上级
来电侧的开关合闸回路。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在开关柜上加装可靠的
的机械闭锁，当断路器手车在试验位置，接地刀才
允许合闸，接地刀合闸后，电缆室的门才允许打开，
检修完成后，电缆室门关上，才允许分接地开关，
接地开关分闸了，才允许将断路器手车往工作位置
推。
以上是对开关柜如何满足五防做了大体的分
析，但开关柜方案及具体功能的不同，对于五防闭
锁的解决措施及实施方案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下面
就以开关柜的各种方案，具体分析其五防闭锁的解
决措施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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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线柜进线侧加接地刀方案
此方案开关柜中也有与第一种方案一样的机构
闭锁，但是此方案接地刀是加装在进线侧，本柜断
路器无法控制进线侧送电，所以也必须加装接地刀
闭锁电磁铁，利用进线侧带电显示+上级进线侧开关
分位点（加上级进线侧开关分位点，是为了防止突
然断电又突然送电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后，先
将上级进线侧开关分闸后，才可将接地刀合上，如
果上级进线侧开关有失压脱扣功能时，无需加此点）
来闭锁此接地刀，实现当此进线处有电时，不允许
合接地刀。反之也必须将接地刀位置接点给上级进
线侧送去，闭锁上级进线侧开关合闸回路，以实现
当接地刀合闸时，不允许上级进线侧开关合闸，如
图 2 所示。

带接地刀方案开关柜的五防闭锁解决措
施及实施方案

1.1

出线柜出线侧带接地刀方案
这种方案开关柜有完善、可靠的机械闭锁，以
实现当断路器处于试验位置时，才允许合接地刀，
当接地刀合闸时，才允许打开后门，打开后门检修
完后，只有将后门关上后，才允许分接地刀。但是
现在国网要求，为了防止出线侧反送电的情况，必
须加装接地刀闭锁电磁铁，利用出线侧带电显示+
下级反送电侧开关分位点（加下级反送电侧开关分
位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送电的情况，就
是当突然断电后，先将下级反送电侧开关分闸后，
才允许将接地刀合上，如果下级反送电侧开关有失
压脱扣功能时，无需加此点），来闭锁此接地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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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地刀的方案开关柜的五防闭锁解决
措施及实施方案
这种方案没有手车与接地刀与后门之间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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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锁了，那就必须加装电气闭锁，来实现五防中误
入带电间隔这条。此方案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进
线柜（无接地刀）、分段断路器柜、隔离柜、站用变
压器柜、PT 柜。
2.1 进线柜（无接地刀）方案
利用本柜手车下口进线侧带电显示+本柜进线
柜手车试验位置点+上级进线侧开关分位点（加本柜
手车试验位置点和上级进线侧开关分位点，是为了
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送电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
后，先将本柜手车退出到试验位置，并将上级进线
侧开关分闸后，才可将后门打开），来闭锁后门电磁
锁。反之后门打开以后，还没关上之前，是不允许
送电的，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给后门安装门控开
关，用其将送电处闭锁住。对于这种方案，送电处
有两侧：①进线侧送电，这一侧只能将后门行程开
关开点，送去闭锁上级开关合闸回路，实现当进线
柜后门没关上时，不允许上级开关送电；②母线侧
送电，必须将后门行程开关开点，送去闭锁本进线
柜手车闭锁回路，实现当进线柜后门没关上时，不
允许本进线柜手车往工作位置推，如图 3 所示。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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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隔离柜方案
利用隔离车下口带电显示+本柜手车试验位置
点+分段柜手车试验位置点（加本柜手车和分段柜手
车试验位置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送电的
情况，就是当突然断电后，先将本柜手车及分段柜
手车退出到试验位置后，才可将后门打开），来闭锁
后门电磁锁。反之，同上，用后门门控开关接点去
闭锁本柜手车和分段柜手车。这样才满足了防止误
入带电间隔。对于这种方案还要考虑防止带负荷推
拉隔离手车，为了满足此条防误要求，需要在隔离
车闭锁回路中加上分段断路器分位接点，来一起闭
锁此手车，实现当分段断路器在合闸位置且本柜后
门没关上时，不允许推拉隔离手车，如图 5 所示。

3

2.2

分段柜方案
利用断路器手车下口带电显示+本柜手车试验
位置点+隔离柜手车车试验位置点（加本柜手车和隔
离柜手车试验位置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
送电的情况，就是当突然送电后，先将本柜手车及
隔离柜手车退出到试验位置后，才可将后门打开），
来闭锁后门电磁锁。反之，同上，用后门门控开关
接点去闭锁本柜手车，再用后门门控开关接点+分段
柜断路器分位点（加此点是为了防带负荷推拉隔离
手车）去闭锁隔离柜手车。这样才能满足了防误要
求，如图 4 所示。

图

5

2.4

站用变压器方案
即熔断器手车+固定式变压器方案，具体是用本
柜手车下口的带电显示+本柜手车试验位置点+变压
器下口开关分位点（加本柜手车试验位置点和变压
器下口开关分位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送电
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后先将本柜手车退出到试
验位置后，才可将后门打开，加变压器下口开关位
点，也是为了防止下口反送电，如果下口不会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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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此点就可不加），来闭锁后门电磁锁。反之，同
上，用后门门控开关接点去闭锁本柜手车。对于这
种方案也要考虑防止带负荷推拉熔断器手车，必须
在熔断器手车闭锁回路加上变压器下口总开关的闭
点，来一起闭锁此手车，实现当变压器下口总开关
在合闸位置且本柜后门没关上时，不允许推拉此熔
断器手车，如图 6 所示。

车试验位置点+分段柜手车试验位置点（加本段进
线、分段柜手车试验位置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又
突然送电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后，先将本段进
线柜及分段柜手车退出到试验位置后，才允许将后
门打开），来闭锁后门电磁锁。反之，用后门门控开
关去闭锁本段进线柜手车及分段柜手车，如图 8 所
示。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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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T 柜方案
一般有二种方案，一种是单车方案，即熔断器
避雷器手车安装，PT 固定安装方案；另一种是双车
方案，即一个手车安装 PT 及熔断器，另一手车安
装避雷器方案。两种方案的闭锁略有不同。
1）单车 PT 柜方案
因后门打开直接可能接触到的是手车下口，所
以利用手车下口的带电显示+本柜手车试验位置点
（加本柜手车试验位置点是为防止突然断电又突然
送电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后，先将本柜手车退
出到试验位置后，才允许将后门打开），来闭锁后门。
反之，用后门门控开关接点去闭锁本柜手车，如图
7 所示。

图

开关柜配接地手车方案五防闭锁解决措
施及实施方案

因近年来国网项目中对接地手车的普遍应用，
这就要求开 关柜在原有 的五防闭锁 基础上增加 闭
锁，来使产品完全满足五防要求。现在大多数项目
中配有两种接地手车：一是母线接地手车（PT 柜配
的上接地车），二是进线接地手车（进线柜配的进线
侧接地车）。下面就这两种接地手车的闭锁回路进行
具体分析。
3.1 母线接地手车（PT 柜配的上接地车）
此手车的闭锁，要从以下两点考虑（如图 9 所
示）。

7

2）双车 PT 柜方案
因后门打开直接可能接触到的是母线侧的电
压，所以后门必须用母线侧带电显示+本段进线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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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
此防误因无法用纯机械闭锁来实现，只能考虑
用电气闭锁与机械闭锁相配合来实现。可以用 PT
柜中母线侧的带电显示器+进线柜手车试验位置接
点+隔离柜手车试验位置接点（加进线柜、隔离柜手
车试验位置接点，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后又突然送
电的情况，实现当突然断电后先将本段进线手车及
分段柜手车退到试验位置以切断送电处，才允许将
接地车推进工位置），来闭锁接地手车上的闭锁电磁
铁，以实现当母线上有电时，不允许将接地手车往
工作位置推。
2）防止带地线送电
此防误也无法用机械闭锁来实现，需要用接地
手车工作位置行程开关，去闭锁给本段母线送电的
进线柜手车及隔离柜手车回路，即当母线接地手车
在工作位置时不允许本段进线柜手车及隔离柜手车
往工作位置推，用电气加机构闭锁来实现此防误要
求。
3.2 进线接地手车（进线柜配的进线侧接地车）
此手车的闭锁，也要从以下两点考虑（如图 10
所示）。

此点是为了做到后门关上时才允许移动接地手车），
来闭锁接地手车上的闭锁电磁铁，以实现当进线侧
无电、后门关上时，才允许推拉接地手车。
2）防止带地线送电
这一点也无法用机械闭锁来实现，可以用接地
手车工作位置行程开关，去闭锁给本进线柜送电的
上级开关合闸回路，即当此接地手车在工作位置时，
不允许给本进线柜送电，来实现此防误要求。
此文中各图纸中接点位置是：手车在试验位置、
断路器在分闸位置、后门在开启位置、接地手车在
非工作位置时的状态。

4

结论
电力运行的安全性，直接关乎操作人员人身安

全，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电力设备能否满足五
防闭锁要求，是保证电网能否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
五防闭锁首选机械闭锁，它直观、可靠，但是却受
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跨柜之间的闭锁等，用机
械闭锁是很难实现的，这时只有增加电气闭锁来实
现防误闭锁的要求。对于电力设备的设计者与制造
者来说，责任重大。惟有不断探索，使我们所设计
的产品能够完全满足五防的要求，以确保错综复杂
的电网运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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