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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 GIS 设备局部包扎检漏法
在处理气室微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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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多年来在处理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GIS）设备微渗缺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结
合工程实践对传统的局部包扎检漏法加以改进，使其更适用于 GIS 设备微渗缺陷的现场处理。该
方法在现场工作中，简单易行，是提高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有效手段。文章最后介绍了该方法在
典型案例中的应用，通过实际例子验证了该方法在处理微渗缺陷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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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rtial Binding Leak Detection Method Improved of
GIS Equipment in Dealing with Micro Seepage
Li Xinjie Li Jingsheng Song Honglei Niu Weiguang Ding Xinyong
(State Grid Dongying Power Supply Company, Dongying, Shangdong 257091)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in dealing with Gas Insulated
metal-enclosed Switchgear (GIS) device defects in micro seepage, the article improved traditional local
wound leak detec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 so as to make it more suitable for
solve the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GIS devices micro seeping defects. The method in the field work i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means of improving safety and stable operation. Finally,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in a typical case, and through practical examples to verify the value of the
method in dealing with defects in the micro seepage.
Keywords：GIS equipment；micro seepage；partial binding leak detection method improved
SF6 气体绝缘组合电器（GIS）因其占地面积小，
运行安全可靠，火灾危险小，检修周期长，安装方
便等特点而被各个供电公司广泛采用。随着设备保
有量的增大，因为产品制造质量、运行损耗、安装
不当、环境影响等因素造成的 GIS 设备漏气问题也
日益显露，特别是设备微渗情况比较普遍。但是微
渗往往没有引起设备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不仅影
响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而且反复充气造成大量人
力财力的浪费。准确找出并控制消除微渗点，防微
杜渐是 GIS 设备检漏工作的重点 [1-2]。

1

GIS 设备的微渗缺陷及其处理方式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GIS 设备微渗点大多存在
于管路接头、法兰接触面、阀门、焊缝砂眼等部位，
这些部位是平常检漏工作的重点。造成上述这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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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点的主要原因有接头、法兰紧固力矩不够、热胀
冷缩、密封件老化、密封面划伤或夹渣、制造缺陷
和安装缺陷等，其中密封件老化、密封面划伤与安
装缺陷较为常见。同时也有微渗点存在于管路中段
或者罐体，这些不容易被发现，但这种情况及其少
见，其原因一般为制造缺陷 [3]。
对于一般的泄漏，大部分无需停电检漏，运用
定性检漏仪与泡沫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检漏，先用定
性检漏仪确定漏气方位、范围，再用泡沫涂抹查找，
能够快速准确找出设备机构部分漏点，这种方法检
出的漏点成功率较高，在实际工作中简单实用。
但是，微渗的处理与一般的泄漏处理不同，微
渗漏点极其微小，漏气速度极其缓慢，定性检漏仪
和泡沫涂抹法不能确定其漏点。针对微渗，结合多
年的工程经验，一般采用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微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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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位置。目前，常用的定量精确检漏法为局部包
扎检漏法 [4]。

2

传统的局部包扎法

传统的局部包扎法采用包扎加定量检漏仪检测
的方法，一般用于组装单元和大型产品的场合。用
厚度为 0.1mm 左右的塑料薄膜按被试品的几何形状
围 1 圈半，使接缝向上,尽可能构成圆形或方形，经
整形后边缘用胶带粘贴密封。塑料薄膜与被试品应
保持一定的间隙,通常为 5mm 左右，一般过 24h 后
测定包扎腔内 SF6 气体的浓度 [5]。通过换算可精确求
出设备的年漏气率，可用于漏气极缓慢的微渗点查
找。
根据式（1）、式（2）、式（3）分别计算出试
品的漏气率 F 、相对年漏气率 Fy 与补气间隔时间

τ。
在Q/GDW 1168—2013“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
验 规 程 ” [6] 中 规 定 为 ： 相 对 年 漏 气 率 一 年 不 超 过
0.5%。
漏气率 F ：
F = ΔC (Vm − V1 ) P / Δt

（1）

式中， ΔC 为试验开始到终了时泄漏气体浓度的增
量。为测量值的平均值，×10−6； Δt 为测量 ΔC 的间
隔时间，s； Vm 为封闭罩容积，m3； V1 为试品体积，
m3； P 为绝对大气压，为0.1MPa。
相对年漏气率 Fy ：
Fy =

F × 31.5 × 106
× 100%
V ( Pr + 0.1)

（2）

式中， V 为试品气体密封系统容积，m3； Pr 为气室
SF6额定压力。
补气间隔时间 τ ：
V ( Pr − Pmin )
τ=
F × 31.5 × 105

（3）

式中， Pmin 为最小运行压力，MPa。

3

改进的局部包扎检漏法

由于 GIS 设备体积较大，常用的局部包扎法在
应用时存在包扎工作量大，式（1）、式（2）、式
（3）中的各部分体积值不易得到的缺点,而精确地
得到各部分体积 V 、Vm 、V1 是准确求出年泄露率的
关键。用大量估算得到的体积数值来计算年泄露率，

误差很大。即使能够计算得出精确的年泄露率，也
不能判断具体哪一个接触面漏气，漏气程度怎样，
并且现场设备不是每一个点都可以包扎，有些（如
出线套管）需要停电才能对设备本体包扎，同时由
于包扎后需要等待 24h，所以检漏周期较长，设备
停运时间长，因此在日常的工作中常用的局部包扎
法既不实用也不易实现。
在平常的设备维护工作中，对易发生渗漏的管
路接头、法兰接触面、阀门等进行局部包扎，包扎
面积小，容易实现，也能准确判断渗漏部位。同时，
Q/HBW 14701—2008“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电力设备
交接和预防性试验规程（2008 年版）[7]”中提到“对
于电压等级较高的断路器和 GIS,因体积大可用局
部包扎法检漏,每个密封部位包扎后历时 24h，测得
的 SF6 气体含量（体积分数）不大于 30×10−6”。
由式（1）、式（2）推导可得
ΔC =

FyV ( Pr + 0.1) Δt
F Δt
=
（4）
(Vm − V1 ) P (Vm − V1 ) P × 31.5 ×106

对于SF6微渗漏，微渗漏点极其微小，微渗漏的
孔径远远小于10mm，其渗漏模型属于小孔模型 [8]。
由于微渗的漏气速度极其缓慢，加上东营地区24h
温差较小，对气室压力几乎不产生影响，因此24h
气室的压力基本不变，可以忽略不计，再忽略摩擦
的影响，气体膨胀过程为等熵过程因而气体泄漏速
率恒定等于起始最大泄漏速率，也就是在24h内SF6
的泄漏速率恒定，那么气体的泄漏量与时间成正比。
结合式（4）可以看出，在24h内 ΔC 正比于 Δt 。
选取4个充气频繁的未投运间隔，分别为220kV
广利变电站110kV备用线114-3刀闸气室、220kV胜
利变电站110kV备用线117出线气室、220kV史口变
电 站 #2 主 变 202-3 刀 闸 气 室 、 220kV 胜 坨 变 电 站
110kV备用线119断路器气室，将他们依次作为试验
样本A、B、C、D来分析 ΔC 与 Δt 的关系。试验现场
温度平均为20℃，24h内温差为9℃，该温差对气室
压力无影响，各气室压力在试验过程均未发生变化，
试验方法为局部包扎法，测试仪器为Q200型SF6 定
量检漏仪，得到的结果见表1。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4h内， ΔC 与 Δt 线性相
关。对于一些需要停电包扎检测的设备，我们可以
将包扎时间缩短至12h， ΔC 不超过15×10−6，来判定
断面的是否渗漏。这样就可以通过检测 ΔC 来确定
Fy 是否超过0.5%。结合多年的维护经验及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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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部分渗漏点存在于断口密封接触面，提出通
过考核每个 接触面来间 接考核整个 气室的年泄 漏
率，处理缺陷成功率达90%以上。这种方法在现场
应用中既易实现又简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表1

局部包扎法得到的 SF6 浓度检测结果

项目

SF6 浓度/μL
样本 A

样本 B

样本 C

样本 D

0

0

0

0

0

3

11

4

16

6

6

21

9

31

11

9

33

14

44

15

12

43

18

59

20

15

52

22

75

24

18

62

27

90

29

21

73

32

104

36

24

83

37

130

42

时间/h

图1

根据表 2 的检测结果，判断密封面 C4 存在微
渗，微渗点具体位置如图 2 所示。在对渗漏点处理
之前，研究人员对可能存在的漏点进行了分析：此
密封面为安装手孔，发生微渗的可能原因为密封面
光洁度不够，有划伤现象，且该设备安装于室外，
运行已达 8 年，O 型密封圈可能存在老化现象。根
据分析准备相应的备品备件。
表2
项目

4

典型案例应用

东营 220kV 胜利变电站一 110kV GIS 刀闸气室
自投运以来一直存在着微渗现象，补气间隔大致在
6 个月的时间。补气至额定压力上 0.02MPa，短时间
内 SF6 气体压力没有变化，检修人员多次使用 TIF
XP-1A 便携式 SF6 检漏仪检查，均无法找到渗漏点，
运用泡沫法对断口密封接触面涂抹也不能找到渗漏
点。
针对这个缺陷，使用上述的方法均无法找到渗
漏点，那么就应该采取局部包扎法定量精确检漏。
出于安全考虑，此法在处理本缺陷时必须停电。如
果使用传统的局部包扎法，那么保守估计需要 3 天
的时间。但是停电时间不允许，只能给出两天半时
间。我们使用改进的局部包扎法进行检漏，检漏时
间就能减少半天，且我们针对每个密封面分别包扎，
能精确找出存在渗漏的密封面，有利于缩短缺陷处
理时间。
安全措施做好后，我们使用改进的局部包扎法
对该气室进行检漏，首先对该气室法兰接触面进行
编号，该设备为三相分箱式，如图 1 所示为 A 相气
室，共 5 个法兰密封面编号为 A1—A5，其余 B、C
两相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编号。对这 15 个可疑微渗
点分别包扎检漏，用 Q200 型 SF6 定量检漏仪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见表 1 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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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气气室示意图

各密封面 SF6 浓度检测结果
测试温度/℃

包扎时间/h

SF6 浓度/μL

A1

20

12

3

A2

20

12

3

A3

20

12

4

A4

20

12

2

A5

20

12

3

B1

20

12

3

B2

20

12

5

B3

20

12

4

B4

20

12

3

B5

20

12

5

C1

20

12

4

C2

20

12

5

C3

20

12

6

C4

20

12

51

C5

20

12

3

编号

图2

漏气气室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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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气室解体前，空气相对湿度应符合小于80%，
回收SF6 气体使气压将为0MPa，用高纯氮气冲洗置
换作业，然后方可进行解体。首先拧松该手孔与本
体连接螺栓，当有SF6气体溢出时，检修人员应立即
撤离30min，待气室内外压力平衡时，再拆除气室全
部螺栓。
解体后经过认真检查，我们发现 O 型密封圈存
在变形情况，如图 3 所示。密封面右上角有光洁度
不够，有毛刺现象，如图 4 所示。这两处应是造成
该气室微渗的主要原因。综合分析，应更换该安装
手孔密封面及其 O 型密封圈。先对该气室进行除尘，
再用 99.9%浓度的丙酮或 99.99%的酒精清抹，更换
该安装密封面及其 O 型密封圈。恢复完毕后进行抽
真空，合格后注入 SF6 气体，静置 24h 后检测微水
合格后，检修处理结束，可以予以送电。

5

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工程实践验证，对局部包

扎检漏法加以改进。本方法分别对气室每个密封接
触面予以单独包扎并将缩短了检漏时间缩短为 12h，
能精确找到存在微渗漏的接触面。在工程实践中对
所提出的方法予以验证，结果表明：改进的局部包
扎法相较于传统的局部包扎法，能有效缩短缺陷处
理时间，且简单易行，适用于 GIS 设备微渗漏缺陷
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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