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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概述

现阶段，我国电力系统

对于电能的质量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不仅要确保供电

稳定可靠，而且供电的安全

性也是重要要求。电力系统

中，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得到

广泛应用，因此开关柜运行

的是否稳定可靠是重中之重，

电气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由

于受到高温、电压、振动以

及其他化学作用，将会使得其绝缘性能降低，会产生局部放电现象，同时又会加速绝缘的恶

化情况，会给电力系统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开关柜内部空间狭小、零件繁多、

结构复杂，绝缘距离小，因此比其它电力设备更容易出现绝缘缺陷，从而对设备安全运行带

来巨大隐患。

高压电气设备的绝缘内部如气泡间隙、杂质、尖刺等缺陷，在强电场作用下使得开关柜

绝缘内部的电场分布不均匀，在缺陷部位的电场强度会增大，从而容易导致该部位发生未贯

穿整个绝缘的放电，即局部放电。

局部放电一般不会引起开关柜内部绝缘的穿透性击穿，但是却会导致绝缘介质的局部损

坏。若其长期存在，则会在一定条件下造成绝缘装置电气强度的破坏，最终造成开关柜内部

绝缘击穿。因而对于电气设备而言，电气设备发生局部放电现象是导致其绝缘老化或劣化甚

至损坏从而引发设备损毁及电力系统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局部放电也是设备绝缘完整

性退化的标志。因此对电气设备的局部放电进行监检测是评估设备绝缘状况的重要手段，也

是发现设备潜伏性故障，最终实现故障预警，避免故障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

NY-PD1000型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监测装置通过检测伴随局部放电而产生的电磁波辐射

并自动确定现场局部放电的实际检测频率，随后将检测的局部放电的放电次数和放电频次上

传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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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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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7354-2003局部放电测量；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3906-1991 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式开关设备

GB/T16927.1-1997 高电压试验技术 一般试验要求

GB/T16927.2-1997高电压试验技术 试验程序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762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GB 242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GB 11022 高压开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DL/T 356-2010局部放电测量仪校准规范

DL/T 417-2006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导则

DL/T404-1997 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

Q/CSG1 0007-2004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1.3 术语和定义

1.3.1 局部放电 partial discharge

局部放电在本标准中指的是发生在开关柜内部绝缘结构中局部区域的现象，包括绝缘表

面和绝缘内部的放电。在本标准中的局部放电范畴包括导体表面电晕、绝缘表面爬电及内部

气隙放电等类型，属于广义概念。根据局部放电的特征又可分为持续性放电和间隙性放电。

1.3.2 持续性放电 Durative discharge

持续性局部放电指的是放电信号持续发生并向外部传播，没有明显的沉寂周期。

1.3.3 间歇性放电 Intermit discharge

间歇性局部放电指的是放电发展过程中有较为明显的放电停滞期，在停滞期间没有可测

的局部放电信号。

1.3.4 地电波法 Transient Earth Voltages（TEV）method

通过测试局部放电的电磁波特征感应在开关柜金属外壳表面而产生的瞬间对地电位的

方法称为地电波法。地电波信号的产生需要途径金属缝隙由内向外传播。因此，该方法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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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属封闭的设备部件不适用。

1.3.5 在线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在设备运行状态下，通过内置或外置传感器，连续或定时地自动测量设备内部可能发

生的绝缘缺陷。通常，监测系统长期在线运行，无需人为参与，自动完成检测、通讯和存储

等功能。在线监测期间传感器探头不可移动。

1.3.6 背景噪声 Background noise

指的是在在线监测中测试到的非被测试设备产生的信号，主要包括测试系统中的白噪声、

广播、驱鼠器、某些型号的日光灯、保护电子控制装置、地网耦合干扰以及其他的连续或脉

冲干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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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原理

2.1 局部放电基本概念和原理

绝缘介质内部含有一个气隙时的放电情况是最简单的，如图 2.1(a)所示。

图中 c代表气隙，b是与气隙串联部分的介质，a是除了 b之外其他部分的介质。

假定这一介质是处在平行板电极之中，在交流电场作用下气隙和介质中的放电过

程可以用图 2.l(b)所示的等效电路来分析。

假定在介质中的气隙是扁平状而且是与电场方向相垂直，则按电流连续性原

理可得

（2.1）

式中 、 分别气隙和介质上的电压, 、 分别为气隙和介质的等效电导 。

工频电场中若 和 均小于 10－11(W·m)-1，则气隙和 b部分绝缘上的电压的数值

关系可简化为

（2.2）

式中 、 分别为气隙和绝缘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气隙和介质中的电场强度

Ec、Eb 的关系为

（2.3）

由式（2.3）可见：

(1) 气隙放电在工频电场中气隙中的电场强度是介质中电场强度的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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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 ，而 ，即气隙中的场强要比介质中的高，而另一方面气

体的击穿场强一般都比气体的击穿场强低，因此，在外加电压足够高时，气隙首

先被击穿，而周围的介质仍然保持其绝缘特性，电极之间并没有形成贯穿性的通

道。

(2) 油隙放电在液体和固体的组合绝缘结构中，如油纸电缆、油纸电容器、

油纸套管等，由于在制造中采取了真空干燥浸渍等工艺，可以使绝缘体中基本上

不含有气隙，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充满绝缘油的间隙，这些油的介电常数通常

也比固体介质为小，而击穿场强又比固体介质为低，因此，在油隙中也会发生局

部放电，不过与气隙相比要在高得多的电场强度下才会发生。

(3) 在介质中极不均匀电场分布的情况下，即使在介质中不含有气隙或油隙，

只要是介质中的电场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也就可能发生局部放电。例如埋在介质

中的针尖电极或电极表面上的毛刺，或其它金属屑等异物附近的电场强度要比介

质中其他部位的电场强度高得多。当此处局部电场强度达到介质本征击穿场强时，

则介质局部击穿而形成了局部放电。

2.2 局放放电过程

在气隙发生放电时，气隙中的气体产生游离，使中性分子分离为带电的质

点，在外加电场作用下，正离子沿电场方向移动，电子(或负离子)沿相反方向移

动，于是这些空间电荷建立了与外施电场方向相反的电场 (如图 2.2（a）所示)，

这时气隙内的实际场强为

(2.4)

即气隙上的电场强度下降了 E 内，或者说气隙上的电压降低了 DUc。于是气

隙中的实际场强低于气体击穿场强 ECB，气隙中放电暂停。在气隙中发生这样一

次放电过程的时间很短，约为 10-8数量级，在油隙中发生这样一次放电过程的时

间比较长，可达 10-6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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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照图 2.2（b）分析放电过程，外施电压是正弦交流电压，当电压瞬时

值上升使得气隙上的电压 uc达到气隙的击穿电压 UCB时，气隙发生放电。由于

放电的时间极短，可以看作气隙上的电压由于放电而在瞬间下降了 Duc，于是气

隙上的实际电压低于气隙的击穿电压，放电暂停（这相应于图 2.2(b)中的点 1）。

此后气隙上的电压随外加电压瞬时值的上升而上升，直到气隙上的电压又回升到

气隙的击穿电压 UCB时，气隙又发生放电，在此瞬间气隙上的电压又下降 Duc，

于是放电又暂停。假定气隙表面电阻很高，前一次放电产生的空间电荷没有泄漏

掉，则这时气隙中放电电荷建立的反向电压为-2Duc。依此类推如果在外加电压

的瞬时值达到峰值之前发生了 n次放电，每次放电产生的电荷都是相等的，则在

气隙中放电电荷建立的电压为-nDuc。在外加电压过峰值后，气隙上的外加电压

分量 u 外逐渐减小，当 u 外=nDuc时，气隙上的实际电压为零(图 2.2(b)中点 2)。

外施电压的瞬时值继续下降，当u 外-nDuc =UCB时，即气隙上实际的电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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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击穿电压时，气隙又发生放电，不过放电电荷移动的方向决定于此前放电电荷

所建立的电场 E 内，于是减少了原来放电所积累的电荷，使气隙上的实际电压为

u 外-nDuc <UCB时，于是放电暂停(相应图 2.2(b)中的点 3)。此后随外施电压继续

下降到负半周，当重新达到-u 外-(n-1)Duc =UCB时，气隙又发生放电，放电后气

隙上的电压为-u 外-(n-2)Duc <UCB，放电又停止。依此类推直到外加电压达到负

峰值，这时气隙中放电电荷建立的电压为 nDuc。

随着电压回升，在一段时间内u 外+nDuc <UCB不会出现放电，直到u 外+nDuc

=UCB时气隙又发生放电。放电后气隙上的电压为u 外+(n-1)Duc <UCB，于是放

电又暂停(相应图 2.2(b)中点 4)。此后随着外加电压升高放电又继续出现。

由此可见，在正弦交流电压下，局部放电是出现在外加电压的一定相位上，

当外加电压足够高时在一个周期内可能出现多次放电，每次放电有一定间隔时间。

2.3 表征局部放电的参数

局部放电是比较复杂的物理现象，必须通过多种表征参数才能全面地描绘其

状态。在气隙中产生局部放电时，气隙中的气体分子被游离而形成正负带电质点，

在一次放电中这些质点所带的正或负电荷总和称为实际放电量 qr。

根据图 2.1(b)所示的等效电路可以推算出，由于 Cc上电荷改变了 qr所引起

的 Cc上的电压变化Δuc。

(2.5)

通常气隙总是很小的，且 Ca>>Cb，因此上式可写作

(2.6)

由于气隙经常是处于介质内部，因而无法直接测得 qr或ΔUc。但根据图 2.1(b)

所示的等效电路当 Cc上有电荷变化时，必然会反映到 Ca上电荷和电压的变化，

即试样两端出现电荷和电压的变化，因此可以根据这种变化来表征局部放电。

2.4 开关柜局部放电的原因

开关柜在日常的运行中，起着变电输电的重要作用，而很多开关柜日常中都是露天摆放，

长期日晒雨淋，受各种外部环境影响，很容易发生局部放电故障，本文就简单介绍开关柜局

部放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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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晕放电，通常在气体包围的高压导体周围会出现电晕放电，比如高压输电线路或

者高压变压器等，这些高压电气设备的高压接线端子暴露在空气中，因此发生电晕放电的机

率相对较大。电晕放电体现出的是典型的、极不均匀电场的特征，也是极不均匀电场下特有

的自持放电。

二、沿面放电，通常在绝缘介质表面会出现沿面放电的现象。这种局部放电的形式属于

特殊的气体放电现象，电力电缆、电机绕组、绝缘套管的端部等位置比较常见沿面放电。一

旦介质内部电场的强度低于电极边缘气隙的电场强度，而且介质沿面击穿电压相对较低，沿

面放电就会发生在绝缘介质的表面。通常电压波形、电场的分布、空气质量、介质的表面状

态、气候条件等均会对沿面放电电压产生影响，所以沿面放电体现出不稳定的特点。

三、内部放电，固体绝缘介质内部比较常见内部放电。在生产加工绝缘介质时难免存在

材料与工艺缺陷的问题，导致绝缘介质内部出现内部缺陷，比如掺人少量的空气或者杂质等。

一旦绝缘受到高压作用，内部缺陷就有发生局部击穿或者重复性击穿的可能。通常介质自身

的特性、气隙大小、缺陷的位置与形状、气隙气体的种类等会对内部放电的发生条件产生影

响。

四、悬浮电位放电，这种局部放电的形式是指高压设备中某个导体部件存在结构设计缺

陷，或者其它原因导致接触不良断开，最终造成该部件位于高压电极与低压电极之间并根据

其位置的阻抗比获得分压发生放电，针对该导体部件上对地电位称其为悬浮电位。导体具有

悬浮电位时，通常其附近的场强会比较集中，而且会破坏四周绝缘介质的形成。一般在电气

设备内高电位的金属部件或者处于地电位的金属部件上容易发生悬浮电位放电。

2.5 特高频检测原理

局部放电超高频检测技术是一种非接触的检测方法，依据是“场”的原理，它通过天线

传感器接收局部放电过程中辐射的超高频电磁波，从而实现局部放电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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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绝缘体的绝缘强度和击穿场强都很高，当局部放电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时，该

击穿过程会很快，并且在击穿过程中会产生上升沿很陡的局部放电脉冲电流，其上升时间为

ns 级，并激发频率高达数 GHz 的电磁波信号。因此，可以运用超高频传感器监测电气设备

内部局放电流激发的电磁波信号对开关柜的局部放电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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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说明

3.1 局部放电监测装置

监测装置通过同轴电缆接收超高频传感

器所采集的局部放电信号。并对该信号滤波、

检波、脉冲提取、数字滤波、局放特征量计算

等数字化处理，并进行局放判断、数据存储、

数据上送等功能。

采用嵌入式高速处理器、CPLD 和射频芯片，

保证了高速采集局放信号和信号处理。局放采

集器与主机采用多种通信方式，分别有无线传输、RS485 传输和网线传输。

局放采集器安装在开关机仪表室，安装方式有三种：磁吸附安装、导轨固定安装和螺丝

固定安装。

接口说明：

接口 1 同轴电缆线接头，连接传感器。

接口 2 天线接头，无线传输用。

接口 3 电源接口，DC12V。

接口 4 网口

接口 5 485 接口（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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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技术参数

滤波范围 300MHz—1.5GHz（UHF）

检测灵敏度 ≤10pc

匹配阻抗 50Ω

接头类型 sma

局放监测装置尺寸图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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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方式 以太网、无线、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检测通道数 1 个

电源 12VDC

固定方式 导轨

3.2 局放传感器

超高频用于接收柜体内部由局部放电所激发的超高频电磁波信号。

其适于开关柜出厂前集成安装或对已投用的高压开关柜进行停电安装。传感器可直接依

靠磁吸安装在开关柜电缆室内壁上，安装过程简单快捷。

供电方式：无源，不需要供电。

局放传感器如下图:

局放传感器安装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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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局放传感器技术参数

信号频带 300MHz—1.5GHz（UHF）

等效高度 10.5mm

接头类型 sma

固定方式 磁力吸附

产品尺寸 直径 95mm，厚度 40mm

局放传感器尺寸图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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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局放监测主机

触摸式局放监测主机是一款集局放监测器工作状态的监测、现场局放显示，报警提示和

输出，事件记录及数据记录于一体的现场局放监测仪，并可修改现场无线局放监测器的地址

等参数。

主要功能 功能介绍

基本功能

接收数据 接收局放监测器上传的局放频次和幅值等信息

显示数据
彩色显示接收到的数据，显示效果更直观，背光开关可

控，适用多种应用场合

时钟显示 实时时钟显示，并作为事件记录的时间基准

参数设置 所有参数灵活可设，操作方便，掉电数据不丢失

报警输出
当有报警事件发生时，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出并发出蜂

鸣报警声音提示

局放报警记

录
记录曾发生过报警的局放实践

历史曲线 可查询每个监测点历史曲线

密码管理

采用密码管理方式，设置参数时必须输入密码，密码分

为用户密码和系统密码，输入系统密码可进行更高级的

设置功能

局放监测主机安装在开关柜房间内，采用壁挂式安装。局放监测主机如下图：

表格 3 局放监测主机技术参数

无线参数 无线频率 2.4GHz/433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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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放传感器数量 ≤240 只

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 RS485、以太网、 无线

主机组网数量 ≤128 台

通讯规约 Modbus规约

波特率 1200、2400、4800、9600 bps 可选

继电器干接点参数 AC220V/5A（无源常开）

工作电压 AC85～265V/DC110～370V

整机功耗 ≤5VA

工作温度 -10℃~+70℃

工作湿度 ≤90%RH,不结露，无腐蚀

海拔 ≤2500 米

绝缘电阻 ≥100MΩ(温度在 10~30℃,相对湿度小于 80%)

安装方式 壁挂式安装、嵌入式

配电柜正面和侧面尺寸图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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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配置原则

原则上 1 个开关柜配置 1 个局放传感器和 1 个局放采集装置，1 个开关室配置一个局放

采集主机。

配电柜背面打孔图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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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部件连接说明

局放传感器与监测装置采用同轴电缆线连接。

3.6 组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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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局放传感器与局放采集器之间采用同轴电缆线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局部放电采集

器与局部放电主机之间具有三种通信方式，分别有无线传输、RS485 传输和网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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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参数

适用范围 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高压设备

环境温度 -40℃~+65℃

海拔高度 ≤4500m

现场总线电源电压 DC 12V

安装位置 安装于开关柜内壁

传感器类型 UHF 传感器

最小检测信号强度 10pC

测量范围 0pC – 15000pC(局放)

使用寿命 >8 年

监测模式技术 实时采集模式

记录数据类型 放电幅值、放电频次

可扩展技术 采用总线拓扑结构，可加装传感器，局放主机

数据总线 分布式 485 总线

总线传感器数量 最多 100 个

数据总线长度 1千米（无中继情况下）

保护技术 装置具备过电压保护技术，防止设备被过电压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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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功能

1) 采用高亮触摸显示屏及全中文化显示界面，操作简单。

2) 采用高频信号检测与分析技术，对高压开关柜进行分布式在线检测，实时发现开关

柜中的局部放电信号。

3) 具备精确采集各种现场带电开关柜由于局部放电而引起的超高频电磁波信号的功

能。

4) 能够显示开关柜内局部放电信息，检测结果显示信号幅值、放电次数等能够反映开

关柜局部放电严重程度的特征量。

5) 适用于开关柜内局部放电的带电测试，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增益可调节。

6) 能有效地去除噪音信号，即使噪音信号和局放信号在相同相位且幅值大于局部放电

信号时，也能成功识别局放信号。

7) 装置有较高的缺陷识别准确率。

8) 具备单次和连续检测模式，并能对放电严重程度予以报警指示。

9) 具有检测数据的保存和导出功能。

10) 装置应采用模块式结构，具备较强的扩展功能，可以根据电力公司的需求对装置进

行扩容。

11) 具有智能报警功能，检测到局放信号时及时发出报警信号。

12) 具备自检功能，自检通过后有明确的提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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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主机软件功能介绍

6.1 实时数据查看

用图表的形式显示实时数据，放电量放电频次。

6.2 历史查询功能

用图表的形式显示实时数据，放电量放电频次。

6.3 实时报警功能

如果发现报警信号，在软件的右下角显示实时报警信息，并且可在历史查询中查询。

6.4 趋势查询功能

用图表的形式显示最大放电量的趋势，平均放电量的趋势，放电次数的趋势，报警事件

趋势。

6.5 数据删除功能

删除用户指定的数据。Data 文件夹下以日期为目录的文件夹中保存的就是每一次采集

的数据包，用户可自行删除无用的数据。

6.6 数据管理功能

备份、恢复数据文件。

6.7 参数设置功能

在软件中有设置参数的界面，可以设置采集通道的采样阀值，最小脉宽，最大脉宽。报

警的平均放电量，最大放电量，放电次数等参数。

6.8 报警判断功能

判断局部放电信号或者疑似局部放电的信号，并给出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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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货范围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局放监测主机 超高频、无线 台 1
2 局放监测器 超高频、无线 个

3 局放传感器 超高频 个

4 同轴电缆线 双屏蔽高频

线同轴电缆

50 欧姆

米

5 电源线 米

6 安装附件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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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A dB 与 mV 之间换算关系

衰减值 A （dB）与触发门限电压 U（mV）的关系式为：A＝20lg（U）

dB mV dB mV dB mV dB mV

0 1.00 20 10.0 40 100 60 1000

1 1.12 21 11.2 41 112 61 1120

2 1.26 22 12.6 42 126 62 1260

3 1.41 23 14.1 43 141 63 1410

4 1.58 24 15.8 44 158 64 1580

5 1.78 25 17.8 45 178 65 1780

6 2.00 26 20.0 46 200 66 2000

7 2.24 27 22.4 47 224 67 2240

8 2.51 28 25.1 48 251 68 2510

9 2.82 29 28.2 49 282 69 2820

10 3.16 30 31.6 50 316 70 3160

11 3.55 31 35.5 51 355 71 3550

12 3.98 32 39.8 52 398 72 3980

13 4.47 33 44.7 53 447 73 4470

14 5.01 34 50.1 54 501 74 5010

15 5.62 35 56.2 55 562 75 5620

16 6.31 36 63.2 56 632 76 6320

17 7.08 37 70.8 57 708 77 7080

18 7.94 38 79.4 58 794 78 7940

19 8.91 39 89.1 59 891 79 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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