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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您或或或许许许也也也遇遇遇到到到过过过以以以下下下问问问题题题！！！   

高压设备内的 SF6 气体，由于在 SF6 新气的制造过程中以及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混入少量杂质，如水分、空气、矿物油、粉尘以及各种低氟化合物等。当这些

杂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时，可能造成设备故障或绝缘击穿，严重时将威胁电网的

安全可靠运行，甚至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或大面积的电力停运。 

 

近年来，随着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SF6 气体绝缘电气设备的投运量也越来越大，特别是

GIS 组合电器的不断增多，气体的用量急剧上升，许多已有的 SF6 电气设备的运行年限都

到了大修年限或者接近寿命期，检修工作也随之逐渐增多。SF6 气体作为绝缘和灭弧的电

气设备，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必须对其内的 SF6 气体及分解物进行回收或中和处理，包括检

修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处理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报废淘汰、更换掉的电气设备。因此，

如果不重视现场解体检修时的 SF6 气体回收及循环利用问题，没有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措施

来处理这些更换下来的气体，那么，将有可能导致更多的 SF6气体被泄漏排放到大气中。 

 

 

 

 

 

 

 

 

虽然 SF6 气体本身是无毒的，但具有窒息作用，它的比重约为空气的五倍，若发生泄漏，

则会沉积在低洼处，将该空间的氧气排出。如果工作人员在这些环境中工作而不采取保护

措施，极易吸入大量 SF6 气体而造成缺氧而窒息。此外 SF6 气体在电弧作用下，会分解生

成一些有毒的低氟化合物，这些分解物又和电极材料、水分、氧气等进一步反应生成有毒

的其他化合物。主要的气态分解物有 HF、SO2、S0F2、SO2F、SF4、H2S；固态产物有 SIF4、

ALF3、WF6、CUF2 等。这些分解产物主要对人身呼吸系统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威胁电力

设备的安全。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近年 SF6 电气设备的广泛应用，投运多年的 SF6 气体绝

缘设备中的气体因水分增大，杂质增多，灭弧性能下降，需要大量更换，否则会严重影响

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大量更换下来的 SF6 气体的处置问题便需亟待解决。 

 一方面将构成对接触 SF6 气体（尤其是封闭式 SF6 开关站或地埋式变电站等）的电力

运检人员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也将严重危害设备的运行安全，同时也造成周围环境和大气的严重污染。所

以对使用过的 SF6 气体进行回收处理，并对回收气体净化处理，以期能再生利用。一

方面可遏止 SF6 气体直接排放，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可变废为宝，节约电网运行维护

成本，是电网系统循环经济的一大亮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SF6回收处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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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和您您您一一一道道道了了了解解解一一一下下下中中中国国国 SSSFFF666 回回回收收收处处处理理理的的的现现现状状状！！！   

1、 目前,国内现有SF6气体回收充气装置的种类规格繁多，其执行标准也不一样。中国2006

年执行标准 GB/T 12022-2006《工业六氟化硫》，要求回收处理后再利用的六氟化硫气

体纯度需达 99.9%以上。有些供电企业配备了回收处理设备，但大多回收设备只具备简

单的干燥和颗粒物过滤的处理功能，净化处理效果不好，使得处理后的气体经检测不

能满足中国的回收回充再利用标准要求。 

2、 中国 SF6 气体的回收处理循环利用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场对电气设备中使用过

的 SF6 气体的回收、处理及回充过程没有制度化，对回收后气体的管理和处理各单位

也没有统一，没有形成完善的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因此，完善和提高六氟化硫设

备回收处理管理工作迫在眉睫。 

3、 随着 SF6 废气回收储存量的增加，在设备检修过程中直接将 SF6 废气排放到大气中或

者只经过简单的过滤吸附而排放到大气中的问题普遍发生。人们对 SF6 气体对环境所

造成的危害认识不深，对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产生的后果认识不足，环境保护意识

淡薄。许多场合由于回收设备不良时，或者管理人员刚离开，操作人员图省事就选择

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去了。 

4、 回收处理，尤其是净化设备价格昂贵，体积庞大。目前，市面上出售的 SF6 处理装置

大多数只能在实验室进行处理，还没有做到小型化、现场化、易用化，而现场净化处

理设备往往净化手段单一，处理后气体不可能达到国家 SF6气体新气标准要求。 

5、 由于现场的 SF6 回收处理设备大部分时间处于停运，然而这些带有电子和机械部件的

设备在一段时间未运转情况下，到真正需要时往往运转不灵或者启动不久后就出现问

题。 

6、 电力运行部门自行购买 SF6 回收处理装置成本高，使用利用率不高，经济产出价值不

高。在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电力检修人员更喜欢以外包或租赁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员去做。尤其是诸如石化、冶金等工业用户单位，由于检修

工作并不频繁，回收处理设备往往几年甚至上十年难得使用，利用率极低。 

7、 电力运行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回收处理工作，或者由于调岗等的需要，相关人员

开展工作时需要重新开展培训，开展回收和处理工作的效率不高。 

8、 各开关厂在各省区开展 SF6 电气设备安装时，不是由于回收设备被其他站点占用，就

是由于从厂里到设备安装现场路程太远导致运输成本高、效率低。 

 

 

 

 

 

 

 

 

 

 

 

   

您您您选选选择择择 WWWIIINNNFFFOOOSSSSSS 可可可以以以解解解决决决哪哪哪些些些问问问题题题？？？   

WINFOSS 和意大利 EMD 公司以及德国 DILO 公司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欧洲，WINFOSS

已经为 30多个国家提供过 SF6回收处理服务，WINFOSS立足于为电力用户提供最专业的 SF6

回收处理方案。并充分考虑了中国电力市场的技术参数和要求，以解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

服务支持体系 

SF6回收现状剖析 

http://www.winfoss.com/article_read_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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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改善 SF6 气体的无序排放。我们始终致力于为人们营造绿色、健康、和谐、欢乐的生

活环境。WINFOSS 在吸收国外产品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多年研发、生产、服务经验，

精心为用户提供各类 SF6回收处理服务： 

 

SF6气体回收服务：WINFOSS为用户提供专业、快捷的 SF6气体回收服务，本公司采用高性

能的回收处理装置，结合国外先进的 SF6 气体回收技术和理念以及在国外多年丰富的回收

服务经验为您打造国内一流的一站式回收服务，旨在为用户提供一流的 SF6气体回收体验。

WINFOSS 致力于为国内电力行业提供专业的 SF6 气体回收服务，致力于改善、保护人类生

存环境。这对推动国家电网公司的减排工作和建设绿色电网、发展绿色电力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 

 

抽真空处理服务：随着电力行业的迅猛发展，电力行业基础建设和设备的投入，尤其是 SF6

电器设备的不断增加，对 SF6 电气设备在安装调试、检修维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关部门

对 SF6 电器设备（尤其是 GIS）施工及检修过程中的抽真空和回充补气提出更高的质量和

时间要求。为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WINFOSS 在长期从事 SF6 气体电气设备试验、检测及

专业技术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并根据国外最新、最先进的维护设备的实情分析，研制了一

系列高速率的抽真空装置，为国内用户提供最为完善、高效的抽真空服务。 

 

SF6新气供应服务：SF6气体应用于断路器之中，其质量能否达到标准要求，对 SF6断路器

能否达到应有的使用性能至关重要。您是否曾经为 SF6 气体的品质无法得到保障而感到担

忧？您是否为了寻找一家专业的 SF6 气体供应商而头疼？WINFOSS 作为 SF6 专业领域一站

式解决方案供应商，长期为广大用户提供干净、无油污、无水分的高品质 SF6 气体。SF6

气体品质达到国家标准，WINFOSS 有自己完善的 SF6 气体管理制度，保障客户能用到最为

放心的 SF6 气体。WINFOSS 一直从事 SF6 气体的回收处理和新气供应，拥有行业内丰富的

工作经验，并结合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您提供最佳的 SF6 气体，是行业内最专业

的 SF6气体供应商。 

 

SF6的储存和转运服务：您知道 SF6气体的包装、运输相关规定吗？ 

 工业 SF6 气体应充装在洁净、干燥的气瓶中，充装前要进行抽真空干净处理，使之无

油污、无水分。 

 气瓶容积一般为 40L，也可根据用户需要选用相应容积的气瓶。 

 气瓶设计压力为 8.0MPa 时，充装系数不大于 1.17kg/L；气瓶设计压力 12.5MPa 时，

充装系数不大于 1.33kg/L。 

 严禁过量充装，充装气体过量的气瓶不准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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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装后的气瓶要认真填写充装记录，内容包括：充装日期、批号、毛重量、实际充气

量、充气者、复检者签名等。 

 气瓶应带有安全帽和防振胶圈，存放时气

瓶要竖放，标志向外，运输时可以卧放；

搬运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掷溜放。 

 凡此种种，无论您是否知道或者愿意遵从

以上规定，您都可以选择 WINFOSS，来提

供专业、一流的 SF6 气体储存和转运服

务，WINFOSS结合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

的 SF6 气体储存和转运服务工作经验，力

求做到最好、最安全的 SF6气体储存和转

运服务。 

 

选选选择择择 WWWIIINNNFFFOOOSSSSSS 的的的理理理由由由？？？   

专业价值：30000 

二十多年来，WINFOSS 始终站在世界专业气体检测技术前沿推动电力智能化和安全治理的

发展，为客户提供大量的优质工程和服务，迄今为止，WINFOSS 服务已为国内外 30000 多

个客户提供服务支持。专业经营达到最优成本，专业优势提供最有力保障，专业管理为客

户持续创造价值。 

 

技术价值：20＋40 

依托 WINFOSS 20 余年的技术沉淀与开拓，同步于瑞士电力 40 余年的研发、设计、制造的

技术优势与经验积累，形成了 WINFOSS服务最强大的专业技术竞争力。“专注，精深，卓越”，

WINFOSS 服务非常注重服务工程师梯队的培训及成长，定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及技能比武

活动，使得 WINFOSS服务团队技术素质永远走在行业的前端。 

 

网络价值：100＋300 

WINFOSS 服务是瑞士规模最大、服务网络最完备、服务技术实力最强的电力检测服务商，

拥有 100 个服务网点、300 名服务工程师。服务“以人为本”。WINFOSS 服务公司总部凝聚

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技术力量，拥有专业的产品服务工程师、系统设计工程师、软件开发

工程师、系统保养工程师、技术培训讲师等。各服务网点同时汇集了多类产品、经验丰富、

训练有素的专业服务人员，技术力量雄厚，并进行统一培训，统一服务规范，统一管理，

统一考核，实现专业人员专业上岗，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资源价值：2000＋3000 

WINFOSS 服务持续打造服务硬件资源平台，服务工具和设备全面，从有形设备上更好保障

了现场调试与保养服务的专业性与精确性。WINFOSS 服务依托 WINFOSS 在全球的备件服务

网点，保证为用户提供质量可靠的专用或原厂备件。WINFOSS 服务总部设有备件库，库存

备件价值 3000多万元，备件存量充足，各服务网点设有不同级别的备件仓储，以此为客户

Winfoss 服务优势 



 

 6 / 6 

﹥韦弗斯·SF6回收处理服务 

服务热线：400-7755-016         www.winfoss.com           SF6@winfoss.com 

提供第一时间的主用备件响应服务。 

 

关怀价值：7×24 

“机动、快速、优质”是 WINFOSS 服务长期秉持与形成的职业素养，WINFOSS 服务工程师

全天候为您的电力检测系统提供快速的专家级支持服务，第一时间的电话支持、7×24 小

时不间断全程服务关怀、基于 web的远程诊断维护及完善的 CRM（客户服务管理系统），最

大限度的贴近客户，更细致入微地满足客户的实时工作需求。 

 

WINFOSS 中国：3+7 

WINFOSS 来到中国，旨在为中国电力提供全面的电力 SF6 检测和配套专业服务，将在 3 年

的时间内致力于硬件产品的销售，7 年的时间建立全面的服务网络和团队，以适合中国本

土化的需要。相比北欧，中国电力设备更广、气候环境更为复杂、设备的老化紧迫程度更

为严峻、设备的种类和质量更为参差不齐。因而 WINFOSS 在中国，有更加艰巨的使命要完

成，也更能为中国电力用户提供更丰富、更全面、更专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