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应用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在 126kV 气体绝缘封闭
开关设备母线中的应用研究
杨

勇

张

路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摘要 126kV 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中，母线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电能汇总、传输和
分配的作用。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广泛应用于各种 126kV 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中，针对单式轴向
型波纹管在 126kV 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工程中的使用情况，本文从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基本功能、
设置原则、拉杆设置、固定支架设置、波纹管内外侧螺母设置、多波纹管配合等几方面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避免了因波纹管使用不当而造成 126kV 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产品使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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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ingle axial bellows in 126kV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Yang Yong Zhang Lu
(Xi’an XD Switchgear Electric Co., Ltd, Xi’an

710077)

Abstract In 126kV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 a b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llec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energy. Single-type axial bellows are widely used in 126kV GIS
equipment of various GIS manufacturer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single-type axial bellows in
126kV GIS project, the basic functions, setting principles, tie rod setting, fixing support setting, nut
setting inside and outside bellows, and multi-bellows coordination of single-type axial bellows are
discussed and studi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defects of 126kV GIS products caused by
improper use of the bellows.
Keywords：126kV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 single-type axial bellows; fixed support; tie rod
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主要由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套管、
母线等组成，具有占地面积少、元件密封性好、可
靠性高、运行和检修方便等优点。母线作为 126kV
GIS 的主要组成部分，起到电能汇总、电能传输、
电能分配的作用，为了确保母线运行安全可靠，在
母线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母线热胀冷缩和母线基础沉
降的补偿方法。工程中通常采用单式轴向型波纹管、
碟簧波纹管、自平衡波纹管等不同种类的波纹管伸
缩节来解决母线结构补偿问题。其中单式轴向型波
纹管结构简单，价格较低，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厂家
的 126kV GIS 母线设备中。
本文介绍了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技术特点以及
使用方法，为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在工程中的正确使
用提供参考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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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特点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主要由螺母、薄螺母、拉杆、

波纹管和法兰等 5 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通过调
节波纹管内外侧螺母实现波纹管收缩功能，用于吸
收母线轴向位移以及少量径向位移。当外侧螺母松
开后，波纹管会在内压的作用下产生内压推力。单
式轴向型波纹管主要有以下关键特征。
1.1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内压推力
两端封闭的管道受到内压作用时，当管道中装

有波纹管膨胀节，由于波纹管刚度较小，所承受的
压力推力非常有限，因此波纹管很容易产生变形，
这种促使波 纹管变形的 力即是波纹 管的内压推 力
（俗称盲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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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其中

δ m = δ Dd / Dm

（4）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弯曲弹性刚度 Kθ 可以通
过下式进行计算
Kθ =

π × Dm2 × Ki

1.44 × 106 × N
式中，N 为波纹管波数。

（5）

整个伸缩节波纹管的轴向弹性刚度 Kp 为
Kp =

2
1—螺母；2—薄螺母；3—拉杆；4—波纹管；5—法兰

图1

下式计算
π
Fp = p × × Dm2
4
Dm = Dd + h + n × δ

（1）
（2）

式中： p 为 SF6 气体额定压力； Dm 为波纹管平均直
径； Dd 为波纹管直管内径； h 为波纹管波高； δ 为
波纹管单层材料名义厚度； n 为波纹管材料层数。
1.2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弹性刚度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波型尺寸如图 2 所示。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在 126kV GIS 母线中
的作用

母线安装拆卸和扩建对接
在 126kV GIS 设计时为了便于设备扩建对接和
检修拆卸工作，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配合可拆卸单元
被应用于母线设计中。
可拆卸单元结构由可拆卸导体、带手孔壳体及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部分组成。某种 126kV GIS 用可
拆卸单元结构如图 3 所示。
2.1

图3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波型结构图

当波纹管在轴向产生单位长度位移时，施加的
轴向力为波纹管的轴向弹性刚度。当波纹管端部承
受横向作用力或弯矩时，使波纹管的轴线产生单位
角位移，施加的力或弯矩为波纹管的弹性弯曲刚度。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弹性刚度 Ki 根据 GB/T 12777，
通过下式计算
Ki =

（6）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

作用于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上的内压推力 Fp 由

图2

Ki
N

1.7 × E × Dm × δ m3 × n

h3 × Cf

（3）

式中：Cf 为修正系数；E 为波纹管材料的弹性模量；
n 为波纹管的波数；δ m 为波纹管成形后一层材料的

某种 126kV GIS 用可拆卸单元结构

126kV GIS 带母线扩建工程时，一般先对扩建
部分进行装配试验，试验通过后再与前期设备对接，
对接完成后再对母线进行试验。扩建间隔母线设计
时在与前期对接部位设置单式轴向型波纹管，方便
新设备现场试验和间隔就位时误差补偿以实现母线
对接。126kV GIS 母线对接方案如图 4 所示。
2.2 误差补偿
126kV GIS 母线壳体通常为焊接结构，在母线
壳体安装时需要调整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长度以补偿
母线壳体的累计制造公差。
现场安装 126kV GIS 母线时，基础存在建筑公
差，定位母线的预埋件公差较大时也需要调整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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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型波纹管的长度以补偿基础建筑公差。

管外侧螺母必须锁紧。

（a）直线型补偿布置

（b）拐角型补偿布置

图5

图4

126kV GIS 母线对接方案

热补偿
当 126kV GIS 安装于变电站室内时，若设备间
隔紧凑，母线距离较短，环境温度变化较小，环境
温度变化引起母线的热胀冷缩变形可以通过母线支
架承受，此时母线上的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只需考虑
安装检修功能；当 126kV GIS 安装于变电站室外时，
若设备间隔较大，母线较长，环境温差变化较大，
需要考虑温差作用下母线的热变形，在热变形的补
偿中，根据补偿量以及内压推力合理考虑单式轴向
型波纹管的结构布置。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热补偿量较小，在工程布
置时，需要配合固定支架和滑动支架使用，且对固
定支架的强度和刚度有一定要求。单式轴向型波纹
管的补偿方向主要是轴向，且在波纹管的两端端点
处支架为主固定支架，在母线的中间布置的固定支
架为次固定支架，主固定支架对强度和刚度都有很
高的要求，次固定支架可以降低对刚度的要求，但
校核强度时应该考虑内压推力的影响。另外，滑动
支架应该保证轴向的完全自由，以免母线壳体在热
变形时对支架造成破坏。126kV GIS 典型的补偿布
置方式如图 5 所示。
2.3

3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在 126kV GIS 母线中
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螺母调节方式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不补偿母线热变形时，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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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kV GIS 典型的补偿布置方式

如图 6 所示，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不补偿母线热
变形时应该锁紧外侧螺母，若波纹管外侧螺母未锁
紧，留有距离 S，则当波纹管与母线壳体安装完毕，
母线内充入 SF6 气体后，由于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刚
度较小，母线内压推力较大，在内压推力的作用下
波纹管会由安装长度 L 伸长为 L+S，内压推力会传
递到母线固定支架上，使固定支架产生弯曲变形。
为保证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安装后的长度不改变，单
式轴向型波纹管安装完成后必须锁紧外侧螺母。

图6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内压推力示意图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需要补偿母线热变形时，内
外侧螺母须松开。若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内外侧螺母
锁死，波纹管无法伸缩变形以补偿壳体长度变化。
但当波纹管外侧螺母松开后，波纹管在内压推力的
作用下会被拉伸，此时波纹管无法满足母线壳体变
形对波纹管的补偿要求；同时，波纹管在内压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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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拉伸变形，波纹管两端固定支撑也会受到内
压推力的作用产生弯曲变形，严重时可能造成固定
支架塑性变形或破坏。
为了使单式轴向型波纹管有效补偿母线的变
形，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抵消内压推力对波纹
管以及支架的影响。
1）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配合拉杆的使用
如图 7 所示，母线安装完毕后，锁紧拉杆内外
侧螺母，同时波纹管内外侧螺母松开一定尺寸以补
偿母线所需变形量（具体松开尺寸需要根据具体工
程情况计算，但不应该超出波纹管技术要求的补偿
尺寸），随后母线充入额定压力 SF6 气体。由于拉杆
外侧螺母锁紧，波纹管的内压推力主要由拉杆承担，
若拉杆刚度较高，拉杆和波纹管变形量很小，固定
支架受到内压推力的影响也较小，当拉杆内母线热
胀冷缩变形时，波纹管可有效吸收母线的变形，并
且波纹管变形后产生的反力也由拉杆承担。

图7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配合拉杆的使用

使用拉杆时，须按照波纹管内压推力以及波纹
管变形后的弹性力对拉杆的刚度和强度进行计算校
核，拉杆设计不宜过长，拉杆过长，刚度不能保证，
并且制造和安装也非常困难。
2）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配合高强度固定支架的使用
如图 8 所示，在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两端安装刚
度较高的固定支架，母线和固定支架安装完毕后，
波纹管内外侧螺母松开适当尺寸以补偿母线所需变
形量（具体松开尺寸需要根据具体工程情况计算），
随后母线充入额定压力 SF6 气体。波纹管内压推力
会作用于固定支架上使支架受力弯曲，由于固定支

图8

单式轴向型波纹管配合高强度固定支架的使用

架刚度较大，固定支架弯曲变形较小，波纹管变形
相应较小。当固定支架间母线热胀冷缩变形时，波
纹管可有效吸收母线的变形，并且波纹管变形后产
生的反力也由固定支架承担。
使用高强度固定支架时，须按照波纹管内压推
力以及波纹管变形后的弹性力对固定支架的刚度和
强度进行计算校核；同时要注意固定支架需要焊接
或化学锚栓固定于电站基础预埋件上，设计前需考
虑土建要求。
3.2 固定支架之间不允许串联多个波纹管
固定支架间母线较长，不允许分别用于补偿母
线壳体安装变形和补偿母线运行时壳体热胀冷缩变
形的多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串联。下文通过一实例
说明。
126kV GIS 母线壳体制造温度和安装温度经常
不同，当安装温度低于制造温度时，母线壳体会产
生收缩变形，安装时需要波纹管补偿此收缩变形，
此时波纹管的功能为母线安装补偿；安装完毕后，
母线壳体会随着环境温度、太阳辐射以及母线内部
导体发热的共同作用产生热变形并由波纹管补偿，
此时波纹管的功能为母线热变形补偿。通常母线壳
体的制造温度为 20℃，此时母线壳体不发生热变形，
以此温度作为基准温度，母线在基准温度下安装完
毕充入 SF6 气体后，产生的波纹管内压推力作用于
固定支架上，若固定支架刚度较高，内压推力对固
定支架造成的变形较小，波纹管亦产生微小变形（忽
略此处变形），波纹管长度为 300mm，以此长度作
为波纹管的基准长度，将波纹管内外侧螺母分别松
开 10mm，波纹管补偿量为±10mm，用于吸收母线
安装和运行的变形，如图 9 所示。

图9

波纹管内外侧螺母调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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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126kV GIS 母线结构中两固定支架间距为
8000mm，由母线壳体、固定支架、单式轴向型波纹

图 10

管、滑动支架组成，其中两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分
别为安装变形补偿用和热变形补偿用，如图 10 所示。

8000mm 母线使用双波纹管布置

根据经验式（7）可计算出不同安装温度下
8000mm 母线壳体的热胀冷缩量，具体数据见表 1。

ΔLl /mm

δt2/mm

变化量 δt3/mm

−20

−6.40

14.41

−3.20

形由补偿热变形用波纹管补偿，此时补偿母线热变
形用波纹管初始长度为 300mm。
环境温度由−20℃上升至 0℃（考虑导体温升
40℃，母线总温升为 60℃），母线壳体热胀变形量
为 9.6mm ， 补 偿 热 变 形 用 波 纹 管 长 度 由 初 始 的
300mm 变化为 290.4mm。
环境温度由 0℃上升到 20℃时，母线壳体热胀
变 形 量 为 3.2mm ， 补 偿 热 变 形 用 波 纹 管 长 度 由
290.4mm 变化为 287.2mm。
环境温度由−20℃变化为 20℃时，补偿热变形
用波纹管长度由 300mm 变化为 287.2mm，超出了波
纹管补偿范围±10mm，不满足补偿要求。以上温度
变化引起的波纹管长度变化如图 11 所示。

−15

−5.60

13.61

−4.00

若将图 10 中一处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取消，两支

−10

−4.80

12.81

−4.80

架间仅使用一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当安装温度为

−5

−4.00

12.01

−5.60

−20℃时，母线壳体变形量为−6.4mm，现场基础误

0

−3.20

11.21

−6.41

差 为 −1mm ， 波 纹 管 补 偿 以 上 变 化 ， 由 初 始 长 度

ΔLl = L × α1 × (Th + Tt + Ts − Tal )

（7）

式中： ΔLl 为母线壳体伸缩量； α1 为母线材料热膨
胀系数； Th 为母线安装时周围空气温度； Tt 为母线
内导发热引起壳体温升； Ts 为太阳辐射引起壳体温
升； Tal 为壳体制造时周围空气温度。
表1
安装
温度/℃

8000mm 间隔距母线壳体长度变化表

安装温度时

温度 40℃时母线 环境温度−40℃时

壳体长度变化量 壳体长度变化量

母线壳体长度

5

−2.40

10.41

−7.21

300mm，调整为 307.4mm（调整后不锁紧波纹管内

10

−1.60

9.61

−8.01

外侧调节螺母）。

15

−0.80

8.81

−8.81

20

0.00

8.01

−9.61

25

0.80

7.21

−10.41

30

1.60

6.41

−11.21

35

2.40

5.60

−12.01

40

3.20

6.40

−12.81

当安装温度为−20℃时，根据表 1 可知母线壳体
冷缩变形量为−6.4mm，现场基础误差为−1mm，补
偿安装变形 用波纹管补 偿以上变化 ，由初始长 度
300mm 调整为 307.4mm，调整后锁紧安装补偿用波
纹管内外侧调节螺母（此后安装补偿用波纹管长度
固定，不具备补偿功能）；设备带电运行后的母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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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后设备带电运行，环境温度上升到 0℃
（考虑导体温升 40℃，母线总温升为 60℃），母线
壳 体 热 胀 变 形 量 为 9.6mm ， 此 时 波 纹 管 长 度 由
307.4mm 变化为 297.8mm。
环境温度由 0℃上升到 20℃时，母线壳体热胀
变形量为 3.2mm，此时波纹管长度由 297.8mm 变化
为 294.6mm。
环境温度由−20℃变化为 20℃时，单个波纹管
长度由 300mm 变化为 294.6mm，满足波纹管补偿范
围±10mm。
由以上实例可知，固定支架间串联两个单式轴
向型波纹管，一个用于补偿母线壳体安装变形，一
个用于补偿母线壳体热变形时，无法满足波纹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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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双波纹管尺寸变化图

间串联多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可以通过减小固定

许在两固定支架间串联多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只
有严格遵循单式轴向型波纹管的使用原则进行母线
设计，才能设计出合理的 126kV GIS 母线结构，并
为 GIS 长期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支架间母线长度或采用补偿变形较大的波纹管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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