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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配电变压器安装是指按照设计图纸和国家标准规范把变压器安装在变配电室内

的指定位置上。 

1.1.施工流程变压器的安装方式 

① 单柱： 

组成： 

变压器、高压跌落式熔断器和高压避雷器装在同一根电杆上。 

特点：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用料少，占地少，适用于安装 50KVA 以下的配电变压器。 

② 双柱： 

组成： 

由高压线终端电杆和另一根副杆（长约 7.5M）组成。 

特点： 

比单柱式坚固，可安装 63-315KVA 的配电变压器 

③ 露天落地安装：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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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图纸结合实际情况编制施工方案 

变压器二次搬运 

变压器稳装 

附件安装 

交接试验 

送电前检查 

送电运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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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直接放在高度不低于 2.5M 砖石垒成的台（墩）上。 

特点： 

拆装变压器方便，变压器容量不受限制 

④ 室内安装 

油浸式变压器 

组成： 

铁芯、绕组、油箱 

特点： 

需要单独房间进行放置。 

干式变压器 

组成： 

主要由硅钢片组成的铁芯和环氧树脂浇注的线圈组成 

特点： 

可以跟其他高低压设备放置在同一间房间内。 

1.2.安装前准备 

① 按立杆作业流程立好支架杆、支架杆的直径应根据变压器的重量来确定，

其埋深不小于 2m，特别注意回填夯实，做到稳固牢靠。 

② 埋设变压器防雷接地装置，接地管的数量应根据土壤电阻率来确定，但

最少不小于两根，两接地管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 米，接地管上端及接地引

线距地面不小于 0.6 米，两接地引线的连接板应与避雷器杆上接地引下线一

起用螺丝连接紧固于杆下地面处，如增加接地管时，新增加的接地管必须与

其他接地管可靠连接。 

1.3.变压器器身检查 

① 所有螺栓应紧固，并有防松措施，绝缘螺栓应无损坏，防松绑扎完好。 

② 铁芯应无变形，铁板与夹件间的绝缘垫应完好。 

③ 打开夹件与铁轭接地片，铁轭螺杆与铁芯、铁轭与夹件、螺杆与夹件问的绝

缘应良好。 

④ 绕组绝缘层应完整，无缺损、变位现象；各绕组应排列整齐，间隙均匀，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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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无堵塞，绕组的压钉应紧固，防松螺母应锁紧。绝缘围层绑扎牢固，围层上所

有线圈引出处的封闭应良好。 

⑤ 引出线绝缘应包扎紧固，无破损、折弯现象，引出线绝缘距离应合格，固定

牢靠，固定支架应紧固；引出的裸露部分应无毛刺或尖角，且焊接良好，引出线

与套管的连接应牢靠，接线正确。 

⑥ 无励磁调压切换装置各分接点与线圈的连接应紧固正确；各分接头应清洁，

且接触紧密，引力良好，所有接触到的部分，用塞尺检查，应塞不进去，转动接

点应准确地停留在各个位置上，且与指示器所示位置是一致；切换装置的拉杆、

分接头凸轮、小轴、销子等应完整无损，转动盘应动作灵活，密封良好。 

 

1.4.附件安装 

① 气体继电器安装：应使其观察窗装于可检查一侧，箭头方向应指向油枕，与

道管密封良好，其内壁应清拭干净，截油阀应位于贮油箱和气体继电器之间。 

② 吸湿器安装 

③ 温度计安装：温度计有水银套管温度计、信号温度计和电阻温度计。 

④ 电压切换装置各分接头与线圈的连线正确，牢固可靠，各触点接触紧密良好，

切换电压时，转动触点仪位置正确，并与指示位置一致。 

⑤ 防爆管安装：防爆管装在油箱顶盖上，它一端与油箱相连，另一端装有玻璃

片，故障时，如果油箱压力高出 0.5大气压时，为了避免周围空气温度变化，使

防爆管内可能产生剩余压力而压爆玻璃片，故应用联管将防爆管上部与油枕联通。 

⑥ 净油器安装：安装前，先用变压器油冲洗净油器，然后将净油器与安装孔的

法兰连接起来，滤网安装方向应正确并在出口侧。将净油器的容器装满干燥的硅

胶粒后充油，油流方向应正确。 

⑦ 油枕安装 

 

1.5.变压器接线 

变压器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高压侧、低压侧的电气连接。当采用裸母线连接时，应

按裸母线的安装要求安装；采用封闭式母线应按封闭母线的安装要求连接；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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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缆连接时，应制作电缆终端头与变压器连接。 

1.6.主要工器具 

汽车式起重机、滚杠、倒链、钢丝绳、手锤、钢锯、活扳手、台钻、台虎钳、电

焊机、钢卷尺、钢板尺、水平尺、线坠、兆欧表 

1.7.施工现场图 

 

 

 

 

2.安装能力介绍 

2.1.资质能力 

公司拥有国家能源局颁发的电力设施承试一级、承修一级、承装二级许可证，同

时，还拥有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等资质。 

2.2.施工设备 

拥有拖挂式牵引机、拖挂式张力机、抱杆、拖拉机绞磨机、电缆输送机、机动绞

磨机、液压机、滑车、卡线器、地钻、手拉葫芦、链条葫芦、接地线等一大批制

作精良的施工设备，其中包括优良的变压器安装设备汽车式起重机、电焊机、台

虎钳等。 

2.3.工程经验 

公司于 2002 年进入配网施工安装领域，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

完成近千余个配网施工安装的项目，其中工程预算在千万以上的项目几十余个，

施工足迹已踏遍了大江南北。 

2.4.信息化管理 

拥有自主研发的项目施工过程管理、施工现场管控、施工人员调度、站班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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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盘点等信息化管理工具。项目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可视、可控，提高项目管理

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使项目施工更加安全可靠。  

3.产品优势 

3.1.品牌价值高 

扎根电力施工二十余年，“交联”品牌誉享海内外。为用户提供电力设计、施工、

运行一条龙服务，参与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任务，公司还走出国门，积

极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参与多个国家的电力工程建设。 

公司以“工匠精神”指导生产过程；以高度信息化手段管控生产过程；以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输送一线生产，确保工程施工质量，把“建一个工程，留一座精品”

做为每个项目的目标。公司的施工质量得到了广大电力客户高度认可。 

电力设施承试一级、承修一级、承装二级许可证，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专业资质，是公司实力的体现。 

3.2.信息化管理 ePM 

公司率先提出“互联网+电力服务”理念，并于 2007年全面启用项目管理协同工

作平台（ePM），实现了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及远程实时管

理，进而大幅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客户也可以通过 ePM 系统，查看、

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与公司协同进行项目管理。同时，系统实时向客户推送项

目关键节点更新提醒，项目现场施工图片、项目进度等信息，一部手机便可做到

整个项目施工过程可视、可控、可溯。 

ePM 系统包括：进度管理子系统、预决算管理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文档管

理子系统、质量管理子系统、安全管理子系统。 

ePM系统功能点：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在信息化系统中进行项目进度节点的设置，方便对于整个

项目的把控。 

对于项目规划的节点，依据完成情况进行进度的录入，随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

况。 

对于项目关键节点，利用项目节点把关卡进行卡控，保障各个步骤都不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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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施工效率，并可查看节点现场施工图，对于项目施工质量进行随时把控。 

项目施工结束之后，生成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对照表，并以柱状图、曲线

图、甘特图等表现形式进行最终项目时间进度的展示。 

 

（项目施工进度规划）    （项目施工进度录入）    （项目施工进度确认） 

 

 

 

 

           （项目现场施工图）     （项目进度计划于实际进度对比图） 

3.3.e 电工施工现场管控 

运用 e 电工平台的工程管理系统，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管理。施工任务派发、

站班会管理、现场工器具管理等功能，在施工现场得到广泛应用。 

 

e 电工工程管理使项目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可视、可控，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质

量的同时，使项目施工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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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施工人员培训能力 

电力培训中心——母公司交联（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电力培训中心，系国

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公室、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指定的培训机构，专业从

事高压及特种类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高压电工特种作业证培训，培训结束经考

核取得由国家能源局、浙江省安全监督管理局颁发《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中

心拥有一支学科结构合理，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教学经验丰富，产业

背景深厚的多元化师资队伍，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一流的培训服务，整洁优美的

培训环境，为公司输送优秀的施工作业人员。 

 

（电力培训中心） 

e 电工云课堂电工培训——为施工人员者提供海量、优质课件。为电力学习者提

供 8大分类，27个电力工种的公开培训类别，实现实时在线交互式、音像式的基

础技能学习和习题考试，让电工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容易、高效，以及基于 e电

工平台的个人业绩的技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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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工云课堂施工人员职级认定——e 电工云课堂通过不同等级的电工考试，对

施工人员的施工能力进行评定，在通过平台的学习时长、接单数量、综合评价、

在线时长、技能证书认定等综合评份，科学、客观地获得相应等级的电工职称，

以此加强和提升整体施工人员的施工综合能力。 

 

4.售后服务承诺 

保证产品质量一年 

5.产品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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