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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SF6 气体处理

50多年来，一如既往地为用户提供一流产品，服务于零
排放SF6气体处理。   

我们一如既往的设计创新产品的追求、战略及勇气已经
使DILO成为SF6气体处理领域的全球领导品牌。

1967年，DILO完成了全球第一台SF6气体绝缘开关的
SF6 管路系统的供货和安装，由此开启了SF6品牌之路。

基于对巨大的SF6应用市场潜力的清晰认知， DILO投资
并致力于SF6气体处理技术的研发。仅仅几年后就推出了
世界上第一台SF6气体维护车。现今，已开发了全系列的
零排放SF6气体处理设备并成功地服务于全球客户。

我们持久致力于三个中心目标：环境保护，低运行成本
和遵守法律法规 

除了创新产品解决方案，我们还提供广泛的与产品相结

合的服务，为用户创造高附加值。

这也是数十年来全球的开关设备制造商和公用事业公司
都信赖DILO品牌的原因。 

零排放和气体再利用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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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是在一个充分完整的封闭循环中实现“零排
放”和“气体利用最大化”。

因此，需要高技术和高效率的仪器设备。

因此，用户受益于：

 SF6气体零排放

 使用无油和气密压缩机

 最高的经济效益和可靠性

 完整的产品系列，从小型装置到大型的设备 

 为用户定制的解决方案

 全方位技术服务

 授权的SF6气体回收培训和证书颁发

 有50多年经验的专家

为什么要处理SF6气体?

SF6气体是一种无毒的，可灭弧的高绝缘强度和热稳定的
惰性绝缘气体。

作为一种具有一流性能的灭弧和绝缘气体，SF6气体广泛
应用于中高压开关设备上。

SF6气体是列入《京都议定书》的导致全球变暖的六种主
要温室气体之一， 需要得到监控。。

SF6气体必须在密闭的系统中使用，避免排放。。

气体质量的测量

气体回收和
净化

测量净化后的气
体质量

向气室充气

记录气体使用量/SF6监控

DILO
零排放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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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大部分的气体排放是由于SF6气体处理不当所导
致。但是，自从DILO提供每个独立处理过程的零排放和
安全解决方案后，排放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持续地将根据多年的行业经验研发出来的SF6气体回
收车的领先技术与最新的用户或市场需求相结合。 

无论是在中压开关，高压开关还是气体绝缘母线上，我们
的维护车都能完成便利，安全和经济的维护。

DILO产品分为不同系列，有不同的性能参数，满足SF6气
体处理的各种需求。

我们的专家团队将非常荣幸地根据您的应用需求为您选择
合适的设备，我们的基于网站的选择工具提供了设备预选
的极好机会，以支持您的决策。

如果决定在SF6气体处理方面投资，您
完全可以信任我们。我们是全球唯一
的维护车性能被TÜV SÜD机构测试和
认证的制造商。

不管您是对小型装置还是大型设备感兴趣，DILO产品将
永远为您提供最好的技术，零排放的SF6气体处理和最佳
的经济效益 

使SF6开关设备的维护简单化

Markus Schraudolph,

瑞士ABB AG公司

DILO SF6 维护车

DILO SF6 维护车

* 经认证的维护车: B143R11 - Mini系列, L030R02 - Piccolo系列, 
   B057R03, B057R17 - Compact系列, L057R01 - Economy系列, 
   L170R01, L400R01, L600R01, L600R02 - Mega系列

“我们深信DILO的高技术标准和       

   独特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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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SF6 气体维护车 DILO SF6 气体储存罐

SF6断路器 抽出的空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气瓶

1. SF6 气体回收

2. 空气或氮气的抽真空 

3. 充入SF6 (至工作压力) 

维护车的功能图

抽气泵 压缩机 干燥过滤器颗粒过滤器

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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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地适用于小型气室的气体处理，且气体回收至
< 5 mbar 或< 1mbar.

该系列包括两个型式：

 便携式单组件用于液态储存，可组装为完整的单元。

 B143R11 小型维护车作为一个紧凑和移动式单元用 
于SF6气体的液态储存 

SF6 气体充气和抽真空装置
用于对空气抽真空和借助压差从气瓶向开关充入SF6气体

对于抽真空和充气，DILO提供了多款SF6气体充气装
置，抽真空装置以及移动式真空泵

 抽真空，可达到最终真空度< 1 mbar

 移动和便携式

 电子式钢瓶称重装置（0-120kg)

 紧凑的移动式真空泵用于小型气室

  高性能的移动式真空泵用于更大的开关气室

DILO SF6 维护车

Mini 系列
用于中压开关SF6气体的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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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系列
适于高压开关设备的维护

对于高压开关设备的维护，坚固耐用和方便用户的设备
是必需的。Compact系列是您的最佳选择！

 设备用于气态或者液态存储

 SF6气体回收低至< 5 mbar 或1 mbar

 半自动化控制，3.6”操作屏

 完整的特殊功能 

 所有型式均能提供压力罐，可安装在设备下部

L030R02 Piccolo系列
用于高压开关较少充气量的SF6气体处理

该维护车专门设计用于带小型气室的新型开关设备。在气
体绝缘开关设备站内，即使非常狭窄的通道也可方便地转
向移动。

 高度紧凑单元，十分方便地安装在一欧式托盘上 

 设备用于SF6液态存储

 SF6 气体回收低至< 1 mbar

 数字式钢瓶称重装置和完整的特殊功能

 可选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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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SF6 维护车

Mega（大型）系列 
SF6维护装置用于更大或者超大的气室 

Mega系列维护车是我们能力最强的设备，确保大气室的快速
维护。 

 SF6气体的液态存储

 SF6气体回收低至 < 1 mbar

 DN20和DN40连接件

 通过10“多点触摸屏实现自动控制

 完整的特殊功能

 可选带液态压力罐

Economy系列
该系列设备通常适用所有需求

L057R01系列的紧凑设计，用户友好界面和自动气体
处理是令人信服的全能手。放置软管和附件的实用工具
箱以及内置的数字式称重装置等，考虑周全。

 SF6气体的液态存储

 SF6气体回收低至 < 1 mbar

 通过10“多点触摸屏实现自动控制

 完整的特殊功能 

 可选300L或600L液态压力罐，可安装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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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DILO 设备

特殊设备
满足用户特殊需求的智能SF6气体处理装置

其他的定制解决方案：

 带自动过程控制的SF6气体处理设备，用于充有SF6气
体的设备和组件

 用于加速器内SF6气体处理的高性能设备

 用于SF6气体绝缘母线(GIL)的气体处理的全系列产品

 用于分离SF6混合气体的SF6分离装置（再生SF6气体
的纯度等级≥99.%）

 冷却系统用于SF6绝缘变压器(GIT)

 大容量储存容器和压力罐，用于SF6气体从 1000至
20,000升的气态储存

 为GIS生产提的完整的车间管路

自动化生产过程和对SF6气体质量的长期监控，需要智能
和创新的气体处理功能，以实现最高的经济效益和示范
性的环境保护。

我们提供高性能，按用户要求定制的设备，应用于GIS, 
GIL和GIT制造行业。

SF6气体泄露检测单元用于快速和精确检漏

 数分钟内对GIS部件进行完整的泄漏测量

 泄漏检测系统的检测极限为 1*10-9 l/s

 可提供不同尺寸的检测室和结构供选择

泄漏扫描仪SV系列的SF6泄漏测试单元 SF6气体处理站作为开关厂的单机解决方案SF6气体处理站作为开关厂的单机解决方案



10

DILO 配件

配件
用于完美SF6气体处理的所有配件

除SF6维护车，测量仪器，阀和自封连接件外，DILO公司
还提供所有SF6气体处理需要的配件。

预过滤和分离过滤装置
在气体回收过程中，为了能安全地吸附水分，气态和固体
颗粒的分解产物，保护回收装置免受污染，推荐使用移动
或便携式预过滤和分离过滤装置。

“DensiControl”密度控制器测试仪
可以在密度控制器处于安装状态或卸下状态时检测其开
关接点的动作状况，达到校验目的。

SF6气瓶加热毯
当移除大量SF6气体时，该加热毯用于加热SF6气瓶，避免
气瓶冷冻。

精密压力表
用于精确测量开关气室内的压力

数字真空计（电池供电2 x 9V） 
用于检测显示范围0--400mbar的真空度

独立SF6气体储存罐
可提供不同尺寸的用于气态存储至25bar和液态存储至
50bar的独立储罐

带数字式称重装置的600L独立液态储罐“DensiControl”密度控制器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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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油抽气泵单元

工作防护套件/干式真空吸尘器
根据IEC规则，打开断路器气室时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保
护

安放在塑料手提箱内的适配器套件
配置包括用于所有标准SF6开关设备上的适配器和转接
头。

无油抽气泵单元和改装套件
改装套件适于所有回收气体至<1mbar的SF6维护装置，移
动单元可改装到现有设备上。

SF6气体使用的监控
SF6气体储备管理的设备和软件 

电子称重装置和质量流量计带界面，允许简单地登记和
储存SF6气量。SF6储备管理是“SF6监测管理”软件的
优化。 

该软件可记录不同位置的所有输入和输出的SF6容器。此
外，根据1191/2014欧盟指令，可容易地创建SF6质量
平衡。

便携式操作单元带数据库连接，条形码扫描仪以及标签打印机
用于连接至数字称重装置和气体回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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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
满足所有的需求

测量仪器用于中高压开关设备的环境空气监测，SF6泄漏
检测及SF6气体质量的测量。

SF6气体必须一直保持纯净。断路器中的微水，有毒的或
者腐蚀性分解产物会削弱气体的绝缘特性。

根据氟化气体的EC517/2014标准，气体质量需被监
控。IEC60480指令也规定了SF6气体再利用的限定值。

在断路器上进行维护工作前，绝对有必要知道气体的质
量，以便安排准备工作，或是再利用气体或者是特殊处置
气体

断路器中的SF6气体的基本质量标准如下：

 湿度 (露点) 

 分解产物

 气体纯度 %

DILO提供全方位的测量仪器，全部的应用包括：室内监测
系统，泄漏检测仪，SF6气体质量测量仪，以及用于简单
的现场测量的相关附件和老式仪器改装所需的组合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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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SF6气体质量的仪器
测量重要参数

SF6多功能分析仪带循坏系统
该多功能分析仪允许一次测量确定最多6个质量参数:

 SF6百分比浓度

 微水含量

 SO2含量（ppmv)

 选项：HF含量，H2S含量, 
 CO含量(ppmv)

测量过程中没有SF6气体释放至大气压中。

SF6多功能分析仪是一款电池操作、紧凑的、用户友好和
维护方便的仪器，测量精度高。该分析仪能通过不同方
式的测量和气体处理。 

主要参数的限值可在7“彩色电容触摸屏上设置，最多可
储存 500次测量的数据，而且可将测量数据传输到U盘
或者个人 计算机上（LAN接口）。

DILO提供先进技术水平的全系列的SF6气体测量装置和分析
仪器，以测量所有主要的SF6气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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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测量仪器

测定SF6气体质量的仪器
测量重要参数

电子式湿度测量仪
用于测量SF6气体中的微水含量

 测量范围 -60 ℃ ～ +20 ℃露点

 测量精度 ± 2 ℃

 输入压力pe 0.5 bar ～ 10 bar

 高抗污染和SF6分解物

 长时间漂移最小化

SF6气体百分比测量仪
用于测量SF6/空气和SF6/氮气中的SF6体积百分比

 测量原理基于声速

 测量范围0 – 100% SF6体积百分比

 测量精度±0.5% SF6体积百分比

 输入压力pa (绝对压力) 1.7 ～10 bar

 响应时间约1分钟

便携式SO2测量仪
用于测量混合气体中的SO2浓度。

 高抗污染和SF6分解物

 长时间飘移最小化

 测量范围0 ～ 20/100/500 ppmv

 测量精度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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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检测仪
用于探测SF6气体的泄漏

SF6气体定量检漏仪
快速探测和量化微小的SF6泄漏

 探测SF6泄漏最低至3克/年

 灵敏度不受潮湿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交叉影响

 尺寸小，轻巧，方便实用

 电池可替换（在单独的充电单元上可对第二个电池进行充电

SF6气体定性检漏仪
快速探测最小的SF6泄漏

 探测SF6泄漏率最低至5 克/年

 6个级别的灵敏度

 快速响应时间

室内监控装置
在线监测开关室空气中的SF6含量

SF6空气传感器
如果在空气中检测到SF6气体，便触发报警

 测 量范围 0 ～ 1500 ppmv SF6

 可与SF6网络监控装置配合使用

SF6网络监控装置
集中管理和显示测量值，通过总线系统最多可连接5个
SF6空气传感器

SF6空气传感器 SF6网络监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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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阀和自封连接件

阀和自封连接件
在开关气室上密封连接

您正在寻找用于SF6气体的压力和真空密封的阀和自封连
接件吗？DILO是您正确的选择！ 我们在全球提供最大范
围的产品。无论是中压开关，高压开关还是气体绝缘母线
（GIL），DILO产品总能满足您的需求。

DILO连接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最佳的密封效率，从而避免
SF6气体的流失以及在SF6气体循环中的湿气渗透。

由于不正确的气体处理导致任何SF6气体流失的情况必
须排除。DILO连接件的可靠性、质量以及持久性在行业
已享有盛誉，最广泛地用于全球SF6开关行业的连接系
统。.  

应用优点:

 自封连接件系统

 连通和脱开时，压力和真空都是密封的

 即使频繁地连接和拆卸，连接件始终密封

 应用最高至 PN 64 bar

 适用温度范围-40 ℃ ～ +80 ℃

 直接连接至DILO维护车，无需任何适配器

 可提供不同材质的连接件，甚至用于户外开关设备上

自封连接件连通状态

DILO自封连接件通过螺纹的拧入连通在一起。在金属对金
属密封闭合前，自封连接件中的O型圈保证了压力和真空

自封连接件脱开状态 

密封。当自封连接件脱开时，相同的O型圈防止气体损
失，同时自封连接件关闭。

DILO 密封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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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可提供DN6 ～ DN40标称通径的自封连接件，分为法
兰，螺纹和插拔等连接方式

 焊接件，拧入式短管和表计接口用于气体密封管道

 各种型式和压力范围的球阀

 各种不同标称直径和长度的压力和真空密封的橡胶软
管和金属软管

 各种标称直径的转接件和适配器

 SF6气瓶连接件

 配管盘和用户定制解决方案

认证和测试:

 认证符合ISO 9001:2008

 获得压力设备生产商必需的HP0 批准

 生产控制符合2014/68/EU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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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服务和培训

服务和培训
额外的受益

您正在设想一个全方位的SF6气体处理服务吗？我们可以
提供一个完美的全方位的专业服务！除了技术服务，数年
来我们已经系统地为用户提供了特殊的专业培训和认证培
训。 

总之，我们根据每个用户的不同需求来提供针对性的完美
解决方案，我们的用户和合作伙伴均从中获益良多。

 全方位的现场服务

 我们的资深工程师和技术员直接在现场，或者与全球五
十多个培训合格的授权代理商合作为用户提供服务。此
外，我们也提供新设备的投运服务，包括全部功能测试
及操作人员的培训。 

 预防性维护工作

 我们对设备也进行预防性维护工作，推荐对设备进行定
期保养，例如：对压缩机，真空泵和过滤器单元进行检
修等。另外，预防性维护也包括测量仪器的校验。

 灵活的零配件物流

 对于易损件，比如：滤筒，密封件或者阀件等都可以由
我们在德国的仓库或者DILO的全球销售服务中心马上
提供。DILO保证用户购买仪器和设备后10年内仍然可
以提供相关备件。 

 设备和服务需求的在线注册

 通过我们网站的在线注册口，您可以方便地注册新设
备。一旦您有服务需求，我们可以提供快速帮助。您
想将您的问题或者故障情况反映给我们的技术支持
吗？使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表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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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设备

 如果用户临时性需要气体处理和测量的装置，可以采取
租赁方式。

 

 改造

 为了节省费用并保护周围环境，可以使用我们的特殊模
块对旧的气体处理和测量装置进行改造，以符合最新的
IEC标准。

 现场SF6气体处理

 如果有需求，我们也提供完整的SF6气体处理服务。

 SF6 气体的制备

 根据用户需求，DILO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可以将
SF6气体分离装置租赁给用户，并随设备提供有资质的
操作人员。

 GIS 组件的泄漏测试

 提供在我们工厂进行GIS组件的泄漏测试的服务，并出
具测试证书。

 服务中心

 被授权的DILO服务中心遍及全球，保证亲临用户现
场，快速提供售后服务。

 资质培训

 我们提供专门培训，以满足单个的或特殊的需求。 
培训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在DILO培训中心或用户
所在国家的销售服务中心进行。培训主题包括：安全，
运输规定，气体处理，环境保护和实际操作。

 SF6 证书

   我们将成为一家SF6认证公司，根据EC517/2014标
准及补充说明2015/2066规则来提供完成SF6气体回
收的培训课程。

 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自电力系统和开关设备制造商，通
过在我们培训中心的培训，均获得了实施SF6气体回
收工作的许可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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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管件

高压管件是DILO第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高压管件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我公司网站并下载相关资料。

持续的信息更新：

我们的产品通讯将为您提供最新的产品信息和SF6相关信息。欢
迎在线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