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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kV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绝缘内部
气隙放电缺陷诊断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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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一起特高压站 1100kV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支撑绝缘内部气隙放电
缺陷案例。该缺陷由技术人员在特高频局部放电在线监测装置上发现，现场综合运用特高频法、
超声波法，结合设备内部结构，对缺陷进行初步分析及定位。在将设备返厂解体检修中，结合脉
冲法局部放电试验及 3 维 CT 断层扫描技术，对缺陷设备进行综合分析诊断，指出绝缘支撑筒内部
气隙是本次局部放电异常的根本原因。结合本次局部放电异常案例分析，对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绝缘件生产、质检和运行维护的注意事项及其预防和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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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ir gap discharge defects in insulation of
1100kV GI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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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partial discharge defect of 1100kV GIS in UHV station is analyzed. The
defect is found by UHF partial discharge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UHF method and ultrasonic method
are synthetically used in site, and the defect is preliminarily analyzed and position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equip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mantling and repairing the equipment
when it returns to the factory, combined with pulse partial discharge test and 3-D CT tomography
technology, the defective equipment is analyzed and diagnosed in the facto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ir gap in the insulating support barrel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abnormal partial discharg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abnormal partial discharge, the precaution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for the production, quality inspe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insulating parts of GIS equipment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UHV GIS; insulated support tube; air gap discharge; diagnos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设备在现代电力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结构紧凑、运行可靠和易维护等优点 [1-2]。由于
组合电器结构紧凑，所以在生产、安装及运行维护
过程中可能出现内部表面脏污、尖刺、自由金属颗
粒、固体绝缘内部缺陷等情况。任由这些缺陷在运
行过程中不断发展将会导致严重事故 [3-4]。GIS 具有
封闭式的结构特性，故障后的检修需较长的时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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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本文介绍了一起特高压站 GIS 设备内局部放电
（简称局放）异常缺陷的发现及其处理过程。首先，
通过现场检测及返厂解体诊断，确定绝缘支撑筒内
部气隙是导致局放异常的根本原因，属产品生产工
艺问题；其次，结合本次缺陷案例分析，对 GIS 设
备绝缘件生产、质量检测和现场运行维护（简称运
维）环节的注意事项、预防及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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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现缺陷及现场诊断

发现缺陷
2017 年 8 月，某特高压变电站 1100kV GIS 特
高频局部放电在线监测装置发报警信号，T0121 流
变 A 相、T0122 流变 A 相和 T01367 线路接地刀闸
A 相 3 处气室同时局放异常。经工作人员现场复测
后确认存在局放异常隐患，经汇报后紧急拉停了该
故障断路器。
该特高压站 1100kV GIS 设备型号为 ZF15-1100，
生产日期为 2015 年 7 月，投运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1.2 现场复测
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对 3 处报警气室及周围气室
进行局放复测。复测项目包括特高频检测、超声波
和化学检测、特高频局放源定位。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1）特高频检测
通过对 3 处报警气室的特高频图谱和时域波形[4]
进行分析发现，3 处气室的特高频信号具有同步性，
信号单周期出现较少脉冲，幅值大小不一，具有气
隙放电特性，说明信号均来自相同的局放源。报警
气室和空气背景的特高频检测图谱如图 1 所示。
1.1

（c）T0121 流变 A 相气室

（d）空气背景信号

图1

报警气室和空气背景的特高频检测图谱

示波器采集的特高频原始波形（10ms/格）如图
2 所示。图中，局放信号分别由 T01367 线路接地刀
闸 A 相、T0122 流变 A 相和 T0121 流变 A 相的内置
传感器采集。

（a）T01367 线路接地刀闸 A 相气室

图2
（b）T0122 流变 A 相气室

3 个内置传感器异常信号的时域波形图谱

2）超声波和化学检测
对 3 个局放报警气室及周围气室分别进行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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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局放检测 [5]及 SF6 气体湿度和成分测试 [6]，均未发
现异常信号和数据。
3）特高频局放源定位
技术人员首先利用内置传感器对 3 个报警气室
内局放异常信号源进行时差定位 [7-8]。将示波器时间
轴调整至 20ns/格后进行触发，得到特高频的时域波
形，如图 3 所示。图中黄、绿、红色曲线分别为 T01367
接地刀闸 A 相、T0122 流变 A 相和 T0121 流变 A 相
的内置传感器信号。图中绿色信号最超前，绿色信
号的首个上升沿与红色信号的首个上升沿时间差约
20.2ns。经计算可知，局放源距离绿色传感器距离
比距红色传感器距离短约 6m，而现场测得绿色与红
色传感器相距 15m，可判断局放源位于 T0121 流变
A 相和 T0122 流变 A 相之间的断路器气室中，且距
T0122 流变 A 相约 4.5m。

图4

现场各通道传感器布置图

故障类型的初步诊断
通过分析特高频在线监测和现场复测图谱及示
波器时域波形可知，放电信号存在幅值大小交错分
布、放电次数较为稀疏、正负半周较为对称、放电
相位稳定、呈现“兔耳”图谱等特征 [9] ，符合气隙
缺陷的放电特征。综合局放源定位，初步判断静侧
盆子绝缘子及绝缘支撑筒可能存在内部气隙缺陷。

1.3

2

将断路器返厂检查
在现场诊断确定特高压 GIS 断路器存在局放异

常缺陷后，将该断路器停运，因设备运维单位不具
备工厂化检修条件，故计划在特高压站年度检修工
作期间进行整体更换，要求厂家调配同型号产品至
现场更换。新产品在确保出厂试验、交接试验全部
合格的情况下方可投运。同时，将更换下的故障断
路器返厂解体检修，查找故障产生的具体原因。
厂内复测及定位
对该断路器整体采用脉冲电流法进行局放试
验，确认在 762kV 下存在异常局部放电，局放量在
80～160pC，局放被定位在断路器静侧。断路器解
体检查步骤如图 5 所示。
2.1

图3

示波器定位谱图

接着，使用外置与内置传感器精准定位放电源，
将红色通道传感器布置在 T012 断路器 A 相与合闸
电阻之间的盆式绝缘子上，将黄色通道传感器布置
在 T0122 流变 A 相与 T012 断路器 A 相之间的盆子
绝缘子上，绿色通道为 T0122 流变 A 相内特高频传
感器。现场各通道传感器布置如图 4 所示。通过示
波器定位波形时差分析得到，黄色通道信号超前红
色通道信号 1.56ns（0.47m），两传感器的直线距离
约 1.5m，说明信号在两传感器之间靠近黄色传感器
约 0.5m 处。由设备结构图可知，此处水平盆式绝缘
子为向下凹，深度约为盆子半径 0.5m。
综上所述，结合时差定位结果和断路器结构图
分析，判断局放源位于 T0122 A 相流变与 T012 断路
器 A 相之间的盆子绝缘子与导体接触部位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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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断路器解体检查步骤

综合现场局放定位及厂内诊断，为断路器解体
检查指明了方向，即重点检查断路器静侧盆式绝缘
子与绝缘支撑筒。检查项目包括解体检查、绝缘件
局放试验、绝缘件强光及 X 光检查。
2.2 绝缘件的重点检查
对绝缘件进行脉冲电流法局放试验 [10-11] 。试验
加 压 顺 序 为 ： 0 → 635kV/5min → 960kV/5min →
825kV/10min→762kV/10min→试验结束。发现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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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支撑筒局放异常，局放起始电压约为 431kV。
当升压至 635kV 时，最大局放量约 10 万 pC。试验
时，示波器采集的放电脉冲信号与 2017 年 8 月现场
检测的信号特征吻合，如图 6 所示。

（a）试验工装

图6

X 光扫描，故重点对疑似缺陷部分进行 X 光检查。
从绝缘支撑筒端部以下截取一个高度为 23cm 的圆
筒样品，用于 X 光检查。在绝缘支撑筒剩余部分等
间距截取 3 个高度为 2cm 的圆环样品，用于着色渗
透试验，根据圆环样品与疑似缺陷处的距离，依次
对样品进行编号，命名为 1 号试验品、2 号试验品
和 3 号试验品。绝缘支撑筒切割方案如图 8 所示。

（b）示波器采集的脉冲信号

静侧绝缘支撑筒局放试验结果

对静侧绝缘盆子及绝缘支撑筒分别进行强光及
X 光检查 [12]。发现在强光下绝缘支撑筒靠近端盖侧
接缝处有黑色痕迹，在 X 光下绝缘支撑筒相同位置
存在一处横竖长度约为 20mm 的浅色十字状异常。
强光下绝缘支撑筒内的黑色痕迹如图 7 所示。

图8

图7

强光下绝缘支撑筒内的黑色痕迹

静侧绝缘支撑筒局放异常原因的详查
在确定缺陷位于静侧绝缘支撑筒后，为进一步
确定绝缘支撑筒缺陷位置、分析缺陷成因，结合绝
缘支撑筒的强光与 X 光检查结果，需对该绝缘支撑
筒进行解体检查，解体检查步骤为绝缘支撑解体检
查、着色渗透试验、3 维 CT 光检查及玻璃化转变温
度试验。
经查该绝缘支撑筒为 GIS 设备厂家的外购部
件，生产日期为 2012 年 6 月，入厂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切割方案
由于绝缘支撑筒尺寸过大，无法进行整体 3 维

2.3

绝缘支撑筒切割方案

2）着色渗透试验
在将 1—3 号试验品放入烘箱 80℃环境下烘干
24h 后，进行品红溶液着色渗透试验。品红溶液中
品红与酒精配比为 1:99。在进行着色渗透试验时，
品红溶液与试验品底部接触高度约为 2mm，每个试
验品的试验时间为 15min。试验发现，1 号和 2 号试
验品上表面均有品红渗透痕迹，试验不合格。3 号
试验品未见异常，试验合格。检查发现，1 号和 2
号试验品品红渗透的位置处于绝缘支撑筒外壁纵向
白色纹理痕迹附近。品红渗透位置如图 9 所示。

图9

品红渗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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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 CT 检查
采用 3 维 CT 断层扫描技术 [13-15]，分别对带有
疑似缺陷部分的样品进行 X 光检查。检查发现，样
品靠近端盖侧存在一处横向长约 50mm、纵向长约
30mm 的十字状气隙，与疑似缺陷位置一致，从俯
视切面图中发现，该气隙位置与绝缘支撑筒外表面
的距离约 1.7mm，如图 10 所示。

在绝缘支撑筒外壁发现的纵向白色纹理痕迹可
能是在内层芳纶的缠绕过程中由于工艺控制不良等
原因造成其内部存在褶皱，在固化成型后，芳纶褶
皱处和聚酯 纤维的接触 面形成了一 条纵向纹理 痕
迹。由于存在褶皱，故芳纶与聚酯纤维的接触面存
在气隙。经 3 维 CT 检查发现的十字状气隙与绝缘
支撑筒外表面的距离约 1.7mm，即位于内、外层绝
缘材料的接触面附近。因此，判定该绝缘支撑筒内
部存在气隙是导致其局放异常的原因，属于产品质
量问题。

4

图 10

样品 3 维 X 光检查结果

4）玻璃化转变温度试验
在绝缘支撑筒外壁不同位置截取 3 个直径约
5mm、重量约 25mg 的圆片样品，进行玻璃化转变
温度试验。3 个样品均试验合格，玻璃化转变温度
分别为 131.7℃、129.1℃和 131.9℃，满足玻璃化转
变温度大于 120℃的要求。

缺陷原因分析

3

结合现场局放诊断及返厂解体细查，初步分析
导致该绝缘支撑筒存在气隙的可能原因如下：该绝
缘支撑筒的绝缘部分是由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成的
一个外径 204mm、内径 184.7mm 的圆筒，环氧树脂
复合材料的厚度约为 10mm，如图 11（a）所示。该
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可分为 2 层：内层由芳香族聚酰
胺纤维（简称芳纶）缠绕而成，厚度约 8mm；外层
由聚酯纤维缠绕而成，厚度约 2mm，如图 11（b）
所示。

（a）实物图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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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结构图

绝缘支撑筒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实物和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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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分析及应对策略

本案例中绝缘支撑筒气隙缺陷一方面暴露了绝
缘件生产厂家在产品制造环节存在工艺管控不良的
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GIS 设备厂家对外购件的
质检环节存在疏漏。为了避免同类缺陷的再次发生，
结合本次 GIS 设备局放缺陷分析，从以下方面提出
建议。
1）绝缘件生产环节。对于绝缘件厂家，不仅应
加强产品生产环节中的工艺管控，而且应从缺陷产
品中分析并优化现有的产品生产工艺。例如，在本
案例中，如果厂家能够优化芳纶与聚酯纤维的缠绕
工艺，保证两者接触面的良好贴合，绝缘支撑筒中
气隙的产生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2）绝缘件质检环节。本案例中，在缺陷绝缘支
撑筒外壁可 以观察到一 条纵贯全筒 的白色纹理 痕
迹，该痕迹也是绝缘支撑筒产生气隙的原因所在。
因此，对于 GIS 设备厂家，首先应对本厂的外购部
件（如绝缘支撑筒）进行外观初步筛查，重点关注
存在明显外观差异的产品的检查和检测结果；其次，
应对关键外购部件逐个开展耐压及局放测量等入厂
试验，并对组装后的整体设备开展耐压及局放测量
等出厂试验。
3）现场运维环节。本案例中，设备业主应在确
定缺陷原因后，要求 GIS 设备厂家提供采用同批次
绝缘支撑筒产品的 GIS 设备清单，并对清单内的设
备进行带电检测工作。一旦发现类似异常情况，就
能够提前进行处理。此外，本案例中的绝缘支撑筒
有可能最初仅存在一个现有局放测量设备无法识别
的微观气隙，但在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该气隙被
逐渐发展扩大，最终引发局放监测系统报警。因此，
建议设备运维单位建立局放监测数据分析库，针对
每个监测点绘成局放量变化趋势图，提前预判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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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处理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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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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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某特高压站 1100kV GIS 设备绝缘
支撑筒内部气隙放电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该缺陷
是应用特高频局放在线监测装置发现的，现场综合
运用特高频法和超声波法，结合设备内部结构，对
缺陷进行初步分析及定位。经运维单位与 GIS 厂家
商定进行设备返厂解体检修，通过脉冲法局放试验
及 X 光检查，找出了缺陷部件；再对缺陷部件进一
步解体，结合品红渗透及 3 维 CT 检查结果，指出
绝缘支撑筒内部气隙是本次局放异常的根本原因；
最后结合本次局放异常案例分析，对 GIS 设备绝缘
件生产、质检和运维的注意事项、预防及处理措施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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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节能技术及应用”专题征稿
为研讨和交流我国电气节能技术及应用中亟需解决

（6）新型电气节能设备的开发与应用；

的关键理论与技术问题，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在电气设备中

（7）电气节能检测技术及应用；

的应用及普及，以期更好地服务我国电力事业的建设，中

（8）电厂电气节能改造技术及应用。

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气技术》编辑部现针对“电气节能技

征稿详情请扫二维码查看。

术及应用”进行专题征稿。征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高效电机设计与应用；
（2）永磁电机设计与应用；
（3）变频器技术及应用；
（4）永磁耦合器、永磁调速器的设计与应用；
（5）节能变压器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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