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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诊断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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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浸式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极其重要且昂贵的电气设备，变压器的油纸绝缘系统老化
是其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因此，准确诊断变压器的绝缘状态对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阐述了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诊断方法的研究现状，将其归纳为传统特征量诊断法与介质
响应特征量诊断法；对比分析了两类方法中的各种不同诊断技术，说明了不同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改进方向；最后总结了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诊断方法的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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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il immersed transform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xpensive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 power system. The aging of the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of the transformer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failure. Accurately diagnosing the insulation state of transformer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atus of insulation
diagnosis methods for oil-immersed transformers, and summarizes them as follows: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diagnosis method and dielectr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diagnosis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diagnosis techniques in the two methods, explai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improvement direction.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sulation state diagnosis method for oil
immersed transformer are summarized.
Keywords：immersed transformer;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insulation diagnosis;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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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需求的不断增长，电力行业
逐渐向大规模容量、超高压等级发展，对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与电能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在庞
大的输配电系统中，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是极其重要
且价格昂贵的电气设备 [1-2]。据统计表明，由电力设
备故障所引发的大规模停电事故中，电力变压器绝
缘老化引起的故障问题占据主要比重 [3-5]。油纸绝缘
结构是大型 油浸式变压 器内部绝缘 的主要组成 部

分，直接、有效地诊断出变压器油纸绝缘状态对电
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国内外对于变压器油纸绝缘状态的诊
断技术已有大量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总结为传统
特征量诊断法和介电响应特征量诊断法。传统特征
量诊断法中用于诊断油浸式变压器绝缘状态的参量
主要包括：以油中溶解气体、糠醛含量及纤维素绝
缘纸聚合度为代表的化学参量 [6-8]；以绝缘电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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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数、介质损耗因数及局部放电特征量等 [8-9]为代
表的电气参量等。介电响应特征量诊断法主要包括
时域介电响应的回复电压法（return voltage method,
RVM） [10] 、 极 化 去 极 化 电 流 法 （ polarization and
depolarization current, PDC ） [11-12] 和 频 域 介 电 谱
法（frequency domain spectroscopy, FDS） [13-14]，是
一种对绝缘系统无损、操作简便的电气诊断方法，
相比于传统诊断方法更适应于电力变压器油纸绝缘
状态的现场测试、诊断与评估，具有良好的工程应
用前景。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①归纳介绍了变压器绝缘
状态几种主要的传统特征量诊断方法与介质响应特
征量诊断技术；②分析阐述了不同诊断方法各自的
优点和不足，以及目前已有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
题；③总结了油浸式变压器绝缘状态诊断方法的未
来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传统特征量诊断方法

1
1.1

基于化学参量诊断法
基于化学参量的传统诊断法主要是利用油浸式

变压器在运 行过程中， 变压器油中 不同溶解气 体
（CO、CO2、CH4 等）含量，绝缘纸的聚合度（DP），
以及油中糠醛、酸类物质、微水等含量依据制定的
相关导则和规程，进行绝缘状态的诊断。
1）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大量实践经验与研究表明，充油电气设备发生
故障时会产生 7 种气体，基于不同气体含量的油中
溶解气体分析是一种传统的绝缘故障诊断方法。绝
缘纸纤维素老化分解主要气体为 CO 与 CO2[15-17]，
依据此特性已制定相关的导则。例如：IEC 导则规
定 CO/CO2 比值大于 0.33 或小于 0.99，则表示可能
存在纤维素绝缘的分解故障。利用变压器绝缘材料
的分解并溶于油中的相关气体来诊断绝缘故障老化
等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主要存在如下
不足：①CO、CO2 气体不仅来源于纤维素的热分解，
矿物油劣化、局部放电同样也能产生相关气体并溶
解于油中，而且由于气体本身的挥发性，导致并非
所有特征气体与绝缘纸老化均有相关性；②气体的
含量比例会受到变压器的油纸比例、绝缘结构、材
料等差异影响，运行环境的变化会使气体的产生量
并不稳定，一次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诊断出变压
器实际绝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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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缘纸聚合度测量
油浸式变压器新绝缘纸的聚合度约为 1000～
1300，经干燥、浸油等处理聚合度下降为 900 左右。
依据国内的 DL/T 984—2005《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老
化判断导则》认为当 DP 降到 500 左右，变压器绝
缘寿命已进入中期；当 DP 下降到 250 时，绝缘寿
命已到晚期；当 DP 小于 150 时，则变压器需立即
退出运行。对于变压器寿命终止时聚合度的极限值
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聚合度可以直接表征绝缘纸的机械性能，因此
通过聚合度 测量在绝缘 状态诊断上 具有一定可 信
度。但该方法存在如下的不足：①变压器绕组的不
同位置实际老化情况会有所不同，使聚合度的分布
并不集中；②采用粘度法测量聚合度值，溶液配置、
环境及操作人员等多种因素将影响其准确度；③通
过对变压器吊芯取样测量聚合度，此方法不仅对绝
缘有损且实现过程较为复杂困难，只能停留在离线
状态。
3）油中糠醛、酸类、微水含量检测
糠醛是纤维素绝缘纸发生老化过程中产生的一
种呋喃类化合物 [18-20]，是绝缘纸老化分解的一种特
殊产物。由我国制定的 DL/T 596—1996《电力设备
预防性试验规程》中规定：当油中糠醛含量达
0.5mg/L 时，变压器的整体绝缘水平处于其寿命中
期；当糠醛含量大于 4mg/L 时，其整体绝缘水平处
于寿命晚期 [21]。以油中的糠醛含量诊断油浸式变压
器的绝缘老化是当前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但该方
法的可靠性会受以下因素影响：①有关糠醛含量的
物理测量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易受换油、滤
油及热虹吸过滤器等因素影响；②对于添加抗氧化
剂的油纸绝缘系统，不能简单地将油中糠醛含量用
于老化程度的判断 [22-23] 。尽管如此，相比之下糠醛
含量诊断法仍是传统特征量诊断法中较为实用有效
的方法。
此外以油中的酸类物质、微水含量来间接评判
油纸绝缘老化状态的方法，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进
行了相关研究 [24-27] ，并得到相应结论。此类方法可
以作为糠醛含量诊断法的一种补充。
1.2 基于电气参量诊断法
20 世纪 90 年代电力部门关于绝缘老化诊断和
寿命预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绝缘电阻、极化指数、
介质损耗因 数等离线电 气测量参数 作为诊断的 依
据。以电气参数为特征量的诊断法，主要通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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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气试验手段获取绝缘电阻等参数，并作为老化
诊断的依据 [28-29]。
近 20 多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基于电气参量
的绝缘老化诊断方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包括
局部放电测量技术等 [30-32]。关于局部放电信号作为
绝缘老化状态反映特征，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研究热点，有大量的实验研究 [33-37] 。基于局部放电
信号诊断技术，最先研究对有机固体等绝缘材料的
老化诊断，如 G. C. Montanari 认为可以用树枝放电
的长度以及局部放电的密度来表征绝缘的电老化特
性 [33]；张晓红等人研究利用局部放电的矩特征来反
映绝缘的老化特性 [34]。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以局部放电信号为特征量
的电气参量诊断法只能作为化学参量诊断法的一种
补充手段，真正实现其在变压器绝缘老化状态诊断
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开展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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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响应特征量诊断方法

回复电压法
回复电压法是最早出现的介电响应测试方法，
相比于传统诊断法，回复电压法凭借其无损、简单
便捷、携带老化信息丰富等优势受国内外研究学者
的青睐 [35-36] 。基于回复电压法测试可获得典型的回
复电压曲线 Ur(t)，如图 1 所示。
2.1

图1

回复电压测试过程

从 回 复 电 压 曲 线 Ur(t) 可 获 得 回 复 电 压 峰 值
urmax=Ur(tp)、初始斜率 sr=dUr/dt、峰值时间 tpeak 等
基本参数。在充电电压 U0 与充放电时间比 tc/td 保持
不变时，通过改变 tc 重复回复电压测试，即可得到
回复电压峰值与对应充电时间的散点图，称为回复
电压极化谱，如图 2 所示。从回复电压极化谱可获
取极化谱峰值 Urmax ，及与 Urmax 对应的充电时间
Tcdom，定义为主时间常数。研究表明，Urmax 与 Tcdom
是极化谱的重要特征参数，其数值会随着油纸绝缘
状态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 [36-37]。

图2

回复电压极化谱

当绝缘发生老化或受潮，材料介电性能的改变
会使其回复电压发生变化，因此可分析回复电压曲
线来间接诊断绝缘状态。基于回复电压特征量对油
纸绝缘变压器状态的诊断，国内外有关学者对此进
行了大量研究并有一定结论成果。如文献[38]指出
试品固定时，Urmax 主要与充电电压有关，Tcdom 与 sr
主要反映介质的极化情况，通常 Tcdom 越大，sr 越小，
绝缘状态越好；Saha T. K.等 [39]通过回复电压法相关
测试特征量来评估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整体状态；廖
瑞金等 [40]对油纸绝缘试样的加速热老化实验，研究
了不同老化程度下的油纸绝缘回复电压各参数的变
化规律，为回复电压法评估油纸绝缘状态提供实验
依据；高宗宝等 [41]研究表明，回复电压初始斜率与
油纸绝缘系统的微水含量存在二次函数关系，并指
出充电时间 tc 的大小会影响二次函数的吻合度；邹
阳等 [42]通过油纸绝缘的回复电压试验，获取不同微
水含量、内部绝缘结构、老化状态下油纸绝缘样品
回复电压极化谱，实验表明油纸绝缘的回复电压极
化谱最大值和主时间常数能有效地反映其受潮和老
化情况。
2.2 极化/去极化电流法
PDC 是另一种时域介电响应测试技术，其基本
测试原理为：测量介质在阶跃电压作用下的充电极
化电流 ip，以及在短路状态下测得放电去极化电流 id。
测试过程一般设置相同充电时间 tc 和放电时间
td，典型极化/去极化电流测试曲线如图 3 所示。
研究表明，油纸绝缘老化状态、含水量、绝缘
结构的不同均对 PDC 测试的极化去极化电流曲线
产生影响，可通过 PDC 的测试结果分析油纸绝缘的
老化状态和受潮程度 [43-44] 。在文献[45]中，刘捷丰
等利用极化/去极化电流法研究变压器油纸绝缘的
含水量，提出评估油纸绝缘含水量的两个新特征量：
极化电量斜率和稳定极化电量，研究结果表明，两
个特征量对样品的含水量变化非常敏感，两者之间
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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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3

极化/去极化电流测试曲线

存在指数关系，可以通过特征量定量评估油纸绝缘
的含水量。在文献[46]中，吴广宁等建立时域极化/
去极化电量差模型，分析不同绝缘纸厚度、不同微
水质量分数情况下，油纸绝缘的极化/去极化特性，
研究结果表明，油纸绝缘中微水质量分数越大，极
化/去极化电量差与测量时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直
线斜率越大，电量差能有效反映油纸绝缘中微水质
量分数的变化情况。
2.3 频域介电谱法
频域介电谱法是一种频域介电响应诊断技术。
该方法通过测量交变电场刺激下的极化响应，对不
同频率进行逐点或扫频测量相关介电参数。FDS 具
有频带宽，受噪声干扰程度小，试验电压低，携带
信息丰富等 优点，适用 于变压器绝 缘状态的现场
诊断。
FDS 的测试原理为：在电介质两端施加交流正
弦电压 U ，通过改变电源电压频率 ω，可获得对应
频率下的介质损耗因数 tanδ、复电容 C*、复相对介
电常数 ε r* 等与频率有关的参数。根据电介质物理学
理论，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与 ε r* 和 C*实部与虚部存在
如式（1）所示的关系，即
tanδ =

ε r′′ C ′′
=
ε r′ C ′

（1）

图 4—图 6 分别为典型的 FDS 相关测试结果曲
线图。
国内外研究学者应用频域介电谱法诊断油纸绝
缘状态时，主要利用 ε r* 、C*以及 tanδ 等特征参数，
根据这几个频域特征量的变化情况，研究其与绝缘
老化或受潮状态存在的关系。国外学者 Yew J H、
Ekanayake C 等人研究指出绝缘纸的相对介电常数
或介质损耗在低频段会随水分含量或测试温度的增
加而增加 [47-49]。国内学者廖瑞金、郝建等人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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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复电容

复相对介电常数

油纸绝缘试品的相对介电常数 ε r*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等和老化状态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利用复电容
虚 部 C ′′ 评 估 油 纸 绝 缘 含 水 量 与 老 化 状 态 的 新 方
法 [50]；同时提出在特征频段内采用复相对介电常数
的实部积分 SRP 和虚部积分 SIP 作为绝缘纸板水分含
量评估的特征参量 [51]。杨丽君等通过实验获取不同
水分含量、不同老化程度油纸绝缘试品的频域谱特
性曲线，基于其变化规律，提出一种采用不同频率
点的介质损耗因数为特征参量，区分评估受潮和老
化状态的方法 [52]。
2.4 三种介电响应法的对比
RVM 具有不用取样、无损、不易受测量电压及
外电工频干扰等优点。但测试时间相对较长，同时
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测量过程的温度变化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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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针对现场应用中存在的不同
干扰因素，可进一步研究对测量结果的修正，从而
提高对绝缘状态诊断的准确性。
PDC 作为一种无损介电响应诊断技术，能灵敏
反映油纸绝缘的受潮状态，被广泛应用于油纸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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