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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 舌

    本标准是根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2005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发改办

工业 [2005] 739号文)的安排，对DL 474.5-1992进行的修订。

    修订后与原版本相比有以下主要变化:

    — 修订了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检测方法。

    — 修订了原导则中现场试验所用仪器仪表的内容。

    — 将原导则中的介绍仪器仪表原理部分归到附录B中。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DL 474.5-1992.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高电压试验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电力科学研究

院。

    本标准起草人:林毅、王剑、邓春、王天君、郭守贤。

    本标准1992年11月3日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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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避雷器试验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阀型避雷器 〔包括碳化硅普通阀型 (FZ和FS)、碳化硅磁吹阀型 (FCZ和FCD)以

及金属氧化物等避雷器〕常规试验项目的具体试验方法、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等技术细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发电厂、变电所现场和在修理车间、试验室等条件下对避雷器进行常规试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327 交流系统用碳化硅阀式避雷器 (neq IEC 60099-1)

    GB 11032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eqv EEC 60099-4:1991)
    DL/T 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3 避雷器试验项目

    运行中阀型避雷器的常规试验项目列于表to

表1 阀型避雷器的常规试验项目表

序
号

试验项目

碳化硅避雷器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本

标

准
条

号

    普通阀型 (FZ)

磁吹阀型 (FCZ, FCD )

配电型

(FS)

        无间隙

(YW, YHW或HYW )

配电型有

串联间隙
  (YC)

1 测量绝缘电阻 J J J ,/ 4

2

  测量电导电流及检查串
联组合元件的非线性系数差
值

              J

(有条件时可用带电测量交

    流电导电流代替)

5.2

3
  测量直流电 1mA下电压

UlmA及0.75U,}e,下的漏电流
J 5.3

4 测量工频放电电压
        ,/

(解体大修后)
J 4 6

5
  测量外施运行电压下的

交流泄漏电流

              4

(有条件时可用带电测量

工频泄漏电流的全电流

和阻性电流分量代替)

7.1

6

  运行中带电监测工频电

导 (或泄漏)电流的全电流

和阻性电流分量

,/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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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

号
试验项目

碳化硅避雷器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本
标

准

条
号

    普通阀型 (FZ)

磁吹阀型 (FCZ, FCD )

酉己电型

(FS)

        无间隙
(YW, YHW或HYW)

配电型有
串联间隙
  (YC)

7
  采用红外线测温仪对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进行带电监测

./ 8.2

8 测量工频参考电压
        ./

(需要时进行)
7.2

9 检查密封情况
        ,/

(解体大修后)

        4

(解体大修后)
9

10 放电记录器动作试验 J J 10

11
  测量基座绝缘瓷柱的绝

缘电阻
J ./ 4

注 1:避雷器解体大修后的其他试验项目及标准根据制造厂技术条件自行规定。

注2:保护旋转电机弱绝缘用的有并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例如:Y3B, YlB型)的试验项目，按照GB 11032
      的规定:电站型有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例如:YCZ等)和其他新生产的避雷器的试验项目，按制造厂

      规定。

注3:低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试验见附录A.

4 绝缘电阻的测量

    测量避雷器的绝缘电阻，目的在于初步检查避雷器内部是否受潮;有并联电阻者可检查其通、断、

接触和老化等情况。一般使用2500V兆欧表测量;220V, 380V等级低压避雷器使用500V兆欧表测量。

5 电导电流和直流1mA下的电压Ul.A及0.75Ul.A下漏电流的测量

    普通阀型FZ避雷器及磁吹阀型避雷器要求测量电导电流及检查串联组合元件的非线性系数差值;

对无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则要求测量直流1 mA下的电压Ul a,A及75 % U1.A下的漏电流。

5.1 试验接线和技术要求
    电导电流和直流 1mA下的电压U,mA及0.75U, �,A下漏电流的试验接线与一般直流泄漏试验接线相

同，如图1所示。试验设备可采用市售的成套直流高电压试验器。也可采用自行搭建的直流高电压试验

器，此时直流高电压试验器的整流回路中应加滤波电容器C，其电容量为0.01 gF̂-0.1 gF o
                                                          一 二、z

直流高电压试验器

1-2一微安表位置;FB一被试避雷器;PA-微安表

图1 电导电流试验原理接线图

5.2 试验电压、电导电流和非线性系数“值

5.2.1 试验电压和电导电流标准
    测量电导电流的直流试验电压标准见表2。由两个及以上元件组成的避雷器，应对每一个元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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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表2 测量避雷器电导电流的直流试验电压 kV

避雷器型号 F2

元件额定电压 3 6 10 15 20 30

试验电压 4 6 10 16 20 24

避雷器型号 FCZ FCZ FCZ FCZ FCZ FCX

额定电压 35 110 220 330 500 500

试验电压 50 110 110 160 160 180

    电导电流差值47 ，指同一相内串联组合元件或并联电阻的最大电导电流与最小电导电流之差，

与最大值之比，即:

                          0/二I max - (min  x 100%                                                                ( 1
                                            1 mxx

    要求同一相避雷器内串联组合元件的电导电流差值DI ( %)不应大于30%.

5.2.2 直流电压的测量

    试验电压应在高压侧测量，推荐用高阻器串微安表 (或用电阻分压器接电压表)测量，不推荐用静

电电压表测量，因有时误差较大，尤其是高于30kV的静电电压表更不宜使用。也不能使用成套装置上

的仪表测量。测量系统应经过校验。测量误差不应大于2%0

5.2.3 电导电流的测量

    测量电导电流时，应尽量避免电晕电流、杂散电容和表面潮湿污秽的影响。

    一般将微安表接在图1中微安表2的位置，此时从微安表到避雷器的引线需加屏蔽，分压器高压侧

应接在微安表的电源侧，读数时注意安全。如避雷器的接地端可以断开时，微安表可接在避雷器的接地

端，如图1中微安表1的位置，应注意避免避雷器潮湿或污秽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必要时可考虑加装屏

蔽环。

    测量电导电流的微安表，其准确度宜不大于1.5级。

5.2.4 非线性系数“的确定

    为了测定非线性系数a值，应测量在试验电压U,, U:条件下的相应电导电流It,人。非线性系数a
按下式计算:

      U,，1,
“=lg= i 1g=

        u,          I,

(2)

    式中:

    Ul, U2— 试验电压，U,=0. 5 U, , kW(见表2);

        I1— 电压U，时测得的电导电流，AA;

        12— 电压U:时测得的电导电流，4A.
    也可根据11112值从DLfr 596-1997中附录G5直接查得避雷器的非线性系数a值。

    非线性系数差值，为串联元件中两个元件的非线性系数的相差值△a= a,-a2 o FZ型避雷器的a-
般在0.25̂-0.45之间，要求同组 (一相)各元件的△“不大于0.05.

5.3直流1mA下的电压U1mA及0.75UIMA下漏电流的测量
5.3.1直流1mA下的电压U1mA为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通过I mA直流电流时，被试品两端的电压
值·0.75 U,�,A电压下的漏电流，为试品两端施加75%的U,.A电压，测量流过避雷器的直流漏电流。U1mA
和0.75U,�,A下漏电流是判断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质量状况的两个重要参数，运行一定时期后，U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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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0.75U,�,A下漏电流的变化能直接反映避雷器的老化、变质程度。特别是对采用大面积金属氧化物电阻
片组装的避雷器和多柱金属氧化物电阻片并联的避雷器，用此方法很容易判断它们的质量缺陷。

5.3.2  U, �,A值应符合GB 11032中的规定，并且与初始值或与制造厂给定值相比较，对于35kV及以下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避雷器或采用面积为20cm“及以下规格金属氧化物电阻片组装的避雷器，变化率应
不大于”%;对于35kV一  220kV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避雷器或采用面积为25cm2_45cm2规格金属氧化物

电阻片组装的避雷器，变化率应不大于士10%;对于220kV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避雷器和多柱金属氧

化物电阻片并联的避雷器或采用面积为50cm“及以上规格金属氧化物电阻片组装的避雷器，变化率应不
大于120%.

5.3.3 0.75U,�,A下的漏电流值与初始值或与制造厂给定值相比较，变化量增加应不大于2倍，且漏电流

值应不大于50gA。对于多柱并联和额定电压216kV以上的避雷器，漏电流值应不大于制造厂标准的规
定值。

    测量0.75U, �,A下漏电流时的U1mA电压值应选用UlmA初始值或制造厂给定的UlmA值。

5.3.4避雷器的U1.A值和0.75U,n,A下的漏电流值两项指标中有一项超过上述要求时，应查明原因，若

确系老化造成的，宜退出运行。但当这两项指标同时超过上述要求时，应立刻退出运行。

5.3.5测量U1mA值和0.75 U,mA下的漏电流值时，宜使用专用的成套装置。使用专用的成套装置测量时，
宜在被试品下端与接地网之间(此时被试品的下端应与接地网绝缘)串联一只带屏蔽引线的电流表，电

流表精度应高于成套装置上的仪表，当两只电流表的指示数值不同时，应以外部串联的电流表读数为准。

测量系统应经过校验，测量误差不应大于2%.测量0.75 U,� ,A下漏电流的微安表，其准确度宜不大于1.5

级。

    测量UlmA值和0.75 U,� ,A下的漏电流值所用设备的直流电压纹波因数必须满足标准规定。由于目前
使用的直流电压发生器都是通过整流后将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因此使用时，应采取一定措施，避免

附近的交流电源及直流离子流产生的干扰，影响对所测避雷器质量情况的判断。现场实践表明，在局部

停电条件下测试避雷器时，除了所用仪器应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能和应使用比较粗的连接导线外，还应将

被试避雷器的高压端用屏蔽环罩住或采取屏蔽措施。必要时，在靠近被试避雷器接地的部位也应加屏蔽

环或采取屏蔽措施，将避雷器的外套杂散电流屏蔽掉。天气潮湿时，可用加屏蔽环的方法防止避雷器绝

缘外套表面受潮影响测量结果。

5.3.6不拆引线测量500kV避雷器直流1mA电压UlmA及0.75U,mA下漏电流的原理与接线方式。500kV

避雷器一般为三节避雷器元件串联叠装，每节避雷器元件的直流1mA参考电压U1.A为210kV左右。为
降低拆装500kV避雷器高压端引线对避雷器端部的应力损伤，宜采用不拆引线测量500kV避雷器直流

1mA电压UlmA及0.75 U,mA下漏电流的方法。其原理和接线方式如下:
    当不拆高压引线时，避雷器与变压器或CVT(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相连，若在避雷器端部施加电压，

则此电压将会传递到变压器中性点上，而变压器中性点可能耐受不住这样高的电压，因此，不能采用常

规接线测量上节避雷器元件。由于避雷器的阀片是非线性电阻，正、反向加压通过的电流一致，因此，

可通过反向加压进行测量，即将避雷器首端通过毫安表接地，在上节避雷器末端施加直流电压。这样，

避雷器端部为低电位，CVT及变压器均不受影响。毫安表测量的仅为上节避雷器元件的电流值，因而测

试结果准确、可靠。

    三节叠装的避雷器测量直流1mA参考电压UlmA及0.75U,�,A下漏电流的试验接线图如图2、图3,
图4所示 (四节叠装的避雷器参照执行)。试验时500kV线端A点直接接地。

    第一节避雷器测量时，B点经电流表PA接直流高压，D点经电流表PA1接地。当试验电流I-I,=1 mA
时，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即为第一节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U,� ,A，当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

为0.75 U,�,A时，电流I-1,即为0.75U, A时的漏电流。
    第二节避雷器测量时，C点接直流高压，B点接地，D点接一只RV - l OkV的支撑避雷器或一个电

阻箱，然后再经电流表PA 1接地。电阻箱的电阻值可以分5MS2, IOMQ, 15MU和20MU等几档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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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3节避雷器和支撑避雷器 (或电阻箱)通过1mA直流电流时的直流电压之和大于第2节避雷器的

直流1 mA参考电压Ul.A，以使得直流高压发生器的负载不至于过大，同时也保证基座上的电压不会击

穿基座绝缘。测量时监视PA1与PA示数，若PA 1示数Il先达到1mA，则将D处支撑避雷器或电阻箱

的电阻值重新选择。当1-I1=1mA时，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即为第二节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

UlmA。当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为0.75 Ul� ,A时，电流I-I,即为0.75 UlmA时的漏电流。也可将B点经

电流表PA2接地 (见图3虚线部分所示)，当PA2示数几=1mA时，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即为第二

节避雷器直流1 mA参考电压UlmA。当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为0.75 UI.A时，PA2所示的电流Iz即为

0.75 U,mA时的漏电流。
    第三节避雷器测量时，C点接直流高压，D点经电流表接地。当I=1 mA时，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

压即为第三节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 UI.A。当直流高压发生器输出电压为0.75 U,mA时，PA中所示

的电流即为0.75 U,�,A时的漏电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测量避雷器直流1mA参考电压UI.A以及0.75U1�,A
下漏电流时，如天气潮湿，应尽量采用屏蔽接线。试验时，除了对被试品采用适当屏蔽措施外，还应注

意高压引线和测量线的走向。

图2 第一节测量接线 图3 第二节测量接线 图4 第三节测量接线

5.4 电导电流的温度换算系数

    对不同温度下测量的普通阀型或磁吹阀型避雷器电导电流进行比较时，需要将它们换算到同一温

度。经验指出，温度每升高100C，电流增大3%-5%，可参照换算。

6 避雷器的工频放电电压试验

6.1 一般要求
    测量工频放电电压，是配电型 (FS)避雷器和有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必做项目。对每一个

避雷器应做三次工频放电试验，每次间隔不小于1 min，并取三次放电电压的平均值作为该避雷器的工频

放电电压。

    对运行中的FZ避雷器，一般不要求做工频放电电压试验，但在解体检修后及必要时，应测量工频

放电电压，放电电压值应符合DL/T 596的规定。

6.2 试验连接
    工频放电试验接线与一般工频耐压试验接线相同，接线如图5所示。试验电压的波形应为正弦波，

为消除高次谐波的影响，必要时在调压器的电源取线电压或在试验变压器低压侧加滤波回路。
    对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应在被试避雷器下端串联电流表，用来判别间隙是否放电动作。

6.3 试验回路保护电阻器R的选择

    图5中的保护电阻器R，是用来限制避雷器放电时的短路电流的。对不带并联电阻的FS型避雷器，

一般取 0.10/V-0.552lV，保护电阻不宜取得太大，否则间隙中建立不起电弧，使测得的工频放电电压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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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一调压器:T一工频试验变压器;R一保护电阻;FB一被试避雷器;TV一测量用电压互感器;PV 1, PV2一电压表

图5 避雷器工频放电试验原理接线图

    对有并联电阻的普通阀式避雷器，应在间隙放电后0.5s内切断电源，为此在试验回路内还应装设过

流速断保护，并使通过被试品的工频电流限制在 0.2A-0.7A范围内。由于并联电阻的泄漏电流较大，

在接近放电电压时，保护电阻上压降较大，这时可以选用阻值较低的电阻器，或不用保护电阻。

    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于阀片的电阻值较大，放电电流较小，过流跳闸继电器应调整

得灵敏些。调整保护电阻器，将放电电流控制在0.05A-0.2A之间，放电后在0.2s内切断电源。

6.4 升压速度

    对无并联电阻的FS型避雷器，升压速度不宜太快 (以免由于表计机械惯性引起读数误差)，以每秒

3kV-5kV为宜。

    对有并联电阻的避雷器，作工频放电试验时，必须严格控制升压速度，因为并联电阻的热容量小，

在接近放电时，如果升压时间较长，会使并联电阻发热烧坏。因此，在GB 7327中规定:工频放电试验

时，电压超过避雷器额定电压 (灭弧电压)后的时间，应尽可能控制在 2s之内。通常超过灭弧电压以

后到避雷器放电的升压时间不得超过0.2s。为此，通常可改造调压装置使之达到要求。

6.5 工频放电电压的测量

    对不带并联电阻的避雷器，在间隙击穿前泄漏电流很微小，在正弦电压波形条件下，可根据低压侧

电压表的读数和试验变压器的变比来计算避雷器的放电电压。试验变压器的变比应事前校准，电压表的

准确度不得低于0.5级。

    对有并联电阻的避雷器，应在被试避雷器两端直接测量它的工频放电电压，可用0.5级及以上的电

压互感器或分压器配合示波器或其他记录仪进行测量，并可同时观察放电电压的波形。应注意在放电时

工频电压波形上会叠加高频振荡，其振荡幅值有时会超过工频部分，应以放电瞬时的工频放电电压为准

作为放电电压。也可在分压器测量的低压回路中串以数千欧的阻尼电阻，起到抑制高频振荡的作用。这

时需要重新校验分压器的分压比。应使用交流峰值电压表测量电压，其准确度不得低于1.0级，并应注

意消除放电高频振荡引起的误差。

7 外施电压下交流泄漏电流、阻性电流分量和工频参考电压的测量

7.1 交流泄漏电流、阻性电流分量和容性电流分量的测量

    本试验只适用于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于避雷器交流泄漏全电流IX、阻性电流分量I,和容性电流分
量Ic电流的变化是判断避雷器劣化或受潮情况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规定在交接和现场投运之初，必须

测量避雷器的IX, I,和Ic电流并以此值为初始值存入运行初始档案。

    测量避雷器IX. I,和Ic时的电压要求:在试验室条件下或在变电所现场某些停电情况下，应对避雷
器 (或其串联组合元件)施加避雷器持续运行电压 (该电压一般为避雷器额定电压的0.76.0.80倍，具

体数值见GB 11032标准)。为了便于现场运行状态下避雷器质量的监督，应同时测量避雷器在现场运行

条件下的I. I  Ir和Ic，此时对避雷器施加工频运行相电压。

    测量避雷器的IX,  Ir和Ic，应使用专门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阻性电流测试仪，如使用电子示波器测

试时，可采用附录B的B.1所示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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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时要记录气象条件，当测试时的环境温度高于或低于测试初始值的环境温度时，应将此时所测

的阻性分量电流值进行温度换算后，才能与初始值相比较。温度换算的方法可参照5.4中所示的温度换

算系数，按温度每升高100C，电流增大3%-5%进行换算。

7.2 工频参考电压的测量
    工频参考电压是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重要参数之一，它表明阀片的伏安特性曲线饱和点的位

置。运行一定时期后，工频参考电压的变化能直接反映避雷器的老化、变质程度。
    所谓工频参考电压是指将制造厂规定的工频参考电流 (以阻性电流分量的峰值表示，通常约为

1mA-20mA )，施加于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在避雷器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即为工频参考电压。
    由于在带电运行条件下受相邻相间电容祸合的影响，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阻性电流分量不易测

准，当发现阻性电流有可疑迹象时，应测量工频参考电压，它能进一步判断该避雷器是否适于继续

使用。

    判断的标准是与初始值和历次测量值比较，当有明显降低时就应对避雷器加强监视。进行测量值

比较时，应将基准值和被比较值的环境气象因素考虑在内。HOW 及以上的避雷器，参考电压降低超

过10%时，应查明原因，若确系老化造成的，宜退出运行。

运行中带电监测避雷器的方法

8.1 运行中带电监测工频电导 (或泄漏)电流的全电流和阻性电流分量

8.1.1 对磁吹和普通阀型避雷器带电监测电导电流

    为了在运行中监测避雷器内部是否受潮、内部元件接触是否正常等，可以采用定期测试运行中避雷

器对地电导电流的方法，即在避雷器放电记录器两端并接低内阻的交流电流表 (例如MF-20型或MF

-14型万用表)，用同一电流量程测量，同时记录电压 (如图6所示)。正常情况下，通过避雷器并联非

线性电阻的电流很小，在微安表上测得的电流通常在500gA以下，一旦内部受潮，泄漏电流大为增加，
流过微安表的电流可增加到几毫安甚至几十毫安。由于运行电压往往有所波动，不易定出一个绝对标准

来判断是否严重受潮，但可对以往的记录和三相进行互相比较，如果电导电流有明显差异，则必须进行

处理。

向PA MF-松
放 电记录器 交流 电流表

图6 带电测量磁吹和普通阀型避雷器的原理接线图

8.1.2 监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工频泄漏电流的阻性分量和全电流

    为了在运行中监测避雷器内部是否受潮、金属氧化物电阻片是否劣化等，可以采用定期测试运行中

避雷器工频泄漏电流的阻性分量和全电流的方法，即在避雷器放电记录器两端并接专用的测试仪器。目

前常用的带电监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泄漏电流的专用仪器为:阻性电流测试仪和带漏电流监测功能的避

雷器放电计数器。

    带漏电流监测功能的避雷器放电计数器的测试原理，和8.1.1相类似，当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内部

严重受潮时，避雷器的漏电流与初始值相比，可增至两倍及以上，并且增加的趋势会越来越快，因

此这种仪器能够有效地检测出避雷器内部严重受潮的情况。但是该仪器反映的漏电流值是避雷器的

全电流，而避雷器的全电流是阻性电流分量和容性电流分量的矢量和。在正常情况下避雷器容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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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量大、阻性电流分量小;但劣化情况下避雷器的阻性电流分量变大后、容性电流分量却变小，
此时避雷器阻性电流分量和容性电流分量矢量相加的结果，使得该仪器所显示的避雷器劣化后的全

电流变化并不明显。现场实践表明，当避雷器发生严重劣化导致阻性电流明显上升一时，该仪器所测

出的避雷器漏电流值却经常处于正常范围内，易造成误判。因此不应使用这种仪器监测运行中的避

雷器劣化情况。

    阻性电流分量或金属氧化物电阻片的损耗是发现金属氧化物电阻片老化程度的主要判据，同时也能

发现避雷器内部严重受潮导致的阻性电流分量或金属氧化物电阻片损耗增大。因此应采用阻性电流测试

仪对避雷器进行带电运行监测。专门用来测量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阻性电流分量的专用仪器，通常采用图

7所示的桥式电路，其测量原理同附录B的B.1中的图B.1 (b).

M一电流表或电子示波器:R1-可变电阻器;R2一电阻器:

            T一试验变压器:C一标准电容器

图7 测量金属氧化物避霄器阻性电流分量的专用桥式电路

    目前用于避雷器阻性电流测试的仪器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同时需用运行相电压的桥式补偿电路或类似的电子仪器，接线方式见图8。试验时将电压监

测盒接到 CVT二次端子上，将带有磁屏蔽罩的钳形电流互感器铁芯夹在避雷器的接地线上，不需拆断

接地线。由于桥式补偿电路或类似的阻性电流测试仪测试时，需从电压互感器二次端子上取运行相电压

作为仪器的标准电压，为预防测试过程中若仪器处不慎将电压线短路，影响CVT二次电压的正常工作，

应采用光电绝缘式电压监测盒的阻性电流测试仪，或在 CVT二次电压端子上并联一个高阻抗分压器的

方法进行标准电压取样。现场实践证明，采用在 CVT二次端子上并联的高阻抗分压器低压臂取标准电

压时，即使高阻抗分压器的低压臂发生短路，也不会影响CVT二次电压的正常工作。判断避雷器质量

情况时，将测得值与初始值相比较，若阻性分量增加到初始值的1.5倍时，应适当缩短测量周期;若阻

性分量增加到初始值的2倍时，应立即停电检查。试验时要记录气象条件，当测试时的环境温度高于或

低于测试初始值的环境温度时，应将此时所测的阻性分量电流值进行温度换算后，才能与初始值相比较，

温度换算的方法参照 5.4。现场实践表明，对一字形排列的三相 110kV - 500kV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

于相间杂散电容祸合影响，会对这种测量方法产生误差，应予以注意，解决这种问题的简便办法是:不

论影响程度如何，只需将避雷器各自的前后测试数据单独进行比较，按照上述判断依据，一般也能发现

问题。目前在此基础上，已研制出采用移相补偿原理的阻性电流测量仪器，能基本上消除相间电容干扰

的影响。

    还有一种是不需用运行相电压，采用三次谐波电流原理制成的仪器，接线方式见图9。试验时在避

雷器接地线侧放电记录器盒 (TXB型)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引出端子上，接上测试仪的匹配器，经测量电

缆接到测试仪，可测出泄漏电流的平均值、峰值和三次谐波分量的峰值百分数。此测试仪不需接入CVT

的二次电压，现场使用比较方便，但受电网电压谐波影响较大。测量时应记录各相对地电压。判断避雷

器质量情况时，在相同条件下，测得的数值三相相差较大时，建议停电检查。现场实践表明，在电气化
铁路沿线的变电站或有整流源的场所，电网电压谐波的影响使得采用三次谐波电流原理制成的仪器无法

测出避雷器的劣化情况，因此在这些场所不宜使用这类仪器进行避雷器质量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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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母线

运行母线

电压检浏盒

桥式补偿电路测量泄漏电流原理接线图 图9 三次谐波电流型泄漏电流测试仪原理接线图

目前常用的带电监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泄漏电流的专用仪器原理见附录Bo

采用红外线测温仪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带电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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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线测温仪的原理是通过传感器感应出避雷器表面的温度变化，通过对避雷器的纵向和横向的温

差或温升比较进行避雷器运行质量的判断。

    现场实践表明，避雷器劣化引起表面温度场的变化是比较细微的，所以现场需要仔细对避雷器热像

图进行分析，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在同全电流泄漏电流检测相结合时，可以对故障相 (节)避雷

器的故障性质做出初步判断。

9 密封情况检查

    对 FZ, FCZ, FCD和较高电压等级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解体大修后，应进行密封试验。将避

雷器内腔抽真空 (380 400) X 133.3Pa，在5min内其内部气压的增加不应超过133.3Pao

10 阀型避雷器放电记录器的检查

10.1 常用放电记录器
    常用的阀型避雷器放电记录器有两种，它们的电气接线如图10所示。

10.2 检查方法
10.2.1 采用专门的能产生模拟标准雷电流、电压的避雷器放电记录器校验仪，对放电记录器进行放电

检查也可以用2500V兆欧表对一只4叮-6叮电容充电，充好电后，除去兆欧表接线，将电容器对记录

器放电，观察动作情况。

10.2.2 用万用表测量记录器整体电阻并与同类型记录器比较。

1           672
T4

1           6 67
甲 定 5

a)内部无放电间隙的放电记录器 b)内部有放电间隙的放电记录器

  1一接线端子:2一铜片;3一阀片R1; 4一铁片或外壳;5一放电间隙;

          6-~铜片:7一阀片R2; 8一电容器:9一记录器线圈

图10 两种常用的放电记录器电气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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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低压 (220V, 380V)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试验方法

A.1 用500V兆欧表测量阀片电阻值，如读数在0.5M S2以上说明正常;如读数为0，说明阀片已坏;

如读数为无穷大，说明熔丝已断，避雷器不能使用。

A.2 对低压避雷器施加直流电压，用直流毫安表和电压表测量避雷器的泄漏电流和 UlmA，对于 220V

避雷器，U1� ,p, > 500V;对于380V避雷器，Ul�,A > 800V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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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试验用仪器仪表原理简介

B.1 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交流泄漏全电流Ix、阻性电流分量Ir和容性电流分量Ic
时，按图B.1所示的接线方法进行。阻性电流分量以峰值表示，全电流和容性电流分量考虑可能受电压

谐波的影响，也用峰值表示。图B.1 (a)为采用双踪电子示波器，通过适当的分压器和分流器，将避雷器

的电压和电流信号接入示波器，在一个完整的示波图中(图B.2)，可以测得电压U、全电流IX、容性电流

分量Ic和阻性电流分量Ir各波形，当电压瞬时值为0和Um时，相应的电流瞬时值，即分别代表容性电流
分量峰值 IC.和阻性电流分量峰值7m,。图B.1 (b)为采用单踪电子示波器的测量接线图，可利用电容器

Cl(标准电容器或tan8很小的油浸纸电容器)所串接的可变电阻器，适当调节电阻值，达到补偿容性电

流分量的目的，在BE端测得的最小值为IR�值。在AE端可测得IX或IC.值。IC.通常与IX基本相同。

      T.. _

加ll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SB 或二c,

一P; _cZ余0-10052
a)双踪电子示波器测量接线 b)单踪电子示波器测量接线

AE一全电流Io引出端;BE一阻性分量Ir引出端;SB一示波器;

                R一补偿容性电流分量电阻

图B.1 测量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交流泄漏电流接线图

此方法也可适用于变电所现场在某些停电情况下对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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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等值电路 b)交流泄漏电流波形

‘一工频电压;Um一工频电压峰值;to一全电流;Ic一容性电流分量;11一阻性电流分量;

                I-一阻性电流分量峰值:Ic二一容性电流分量峰值

图B.2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等值电路和交流泄漏电流波形

    专门用来测量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阻性电流分量的专用仪器 (电路图见图7)，基本接线与图B. I (b)

相似，当可变电阻器R1的活动端子处于地线测零值时，仪表M测得的为全电流值 (或容性电流值)，

适当向上移动Rl活动端子，把R1上的容性电流的压降来补偿避雷器中容性电流R2上的压降，仪表M

显示最低值，此最低值即为阻性电流分量 (峰值)。M可做成指针式电子仪表，或者用电子示波器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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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工况:A通道一B通道)。

    试验前，将电子示波器两个通道的输入端同时接到分压器的输出电压，调节两个通道的“水平位移”，

使两个电压波形完全重合。然后保持 “水平位移”不动，恢复正常接线，开始正式试验。

B.2 带电监测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阻性电流专用仪器的工作原理

    a)同时需用运行相电压的桥式补偿电路或类似的电子仪器。桥式补偿电路泄漏电流测试仪的原理

      接线图见图8，其工作原理是自钳形电流互感器夹取得的泄漏电流输入仪器中的放大器，自母线

      取得的二次电压作为标准电压进入仪器移相 900，使其与泄漏电流中的容性电流分量同相，将

        容性电流分量自动抵消掉，剩余下的即为泄漏电流的阻性分量，由指示仪表显示其峰值。

    b)不需用运行相电压，采用三次谐波电流原理制成的仪器。三次谐波电流测试仪的原理接线图见

      图9，其工作原理是从避雷器总电流中检出三次谐波分量l3的峰值，假定i3 -" 43，然后根据1r3
      与阻性电流1「的经验关系得到阻性电流峰值，它的基础是电压不含谐波分量或很小。由于使用三

        次谐波法测试仪受系统电压中谐波分量的影响很大，当谐波分量较大时，仪器的误差可达百分

        之百到百分之几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