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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ger - 变压器测试的领导者

第一台绝缘测试仪“Megaohm meter”由Sydney Evershed（Evershed（Vignoles 有限公
司）发明。MEGaohm metER在1903年被命名为“Megger”。自品牌推出以来， 

Megger发展成为便携式变电站测试设备的领先制造商。绝缘测试和“Megger”这个
名字在电力测试行业中是等同的，这个地位只能通过不断设计世界级的测试设备得以维

持。

还在考虑哪一款Megger测试设备适合您吗？

请即联系Megger当地办事处。

我们会根据您的测试需要，为您提供最佳的技术建议，让您能作
出最明智的决定。

cn.megger.com

资产管理计划

完整的变压器测试工具箱

变压器在众多变电站安装的设备中价值是最高的，达到总投资的60%。资产管理者一直面临
着改善变压器经济性和技术性能的压力，这迫使公用事业机构去评估变压器的实际状况。变
压器状态评估有助于实现维护成本和运营绩效之间的最佳平衡，并为资产管理人员提供工程
决策和资产更换计划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理由。

不同的公用事业机构的维护策略和状态评估方法一般是不同的，這本《变压器测试原理及实
践指导》中详细分析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诊断测试。

变压器的整体健康状况有几个方面，因此全面评估需要进行多项测试。Megger提供业内
最广泛的变压器测试设备，能够提供最全面的变压器健康状况检测。我们的仪器支持在
IEEE、IEC和CIGRE等国际标准中记录和推荐的常规和高级测试技术。此外，我们的仪器和软
件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准确性和可靠度高，便于管理所有输配电变压器和互感器的测试。

Sydney Evershed的Megaohm meter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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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 理论基础

变压器测试概要

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变压器的故障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电力的中断以及电费收入的损失。因此有必要采用一套有效的
预防性维护和测试方案来减小运行中的变压器发生意外故障的隐患。

变压器包含了机械元件、电气元件、绝缘和磁性元件，以及其它冷却、监测和保护等设备。因此为了确保变压器能够安全地运行，必须保
证所有元件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变压器的例行维护包含许多测试项目。其中有些测试是常规的必做项目，如用于验证铭牌值是否产生变化的变比测试；用于验证绕组及其
连接完整性的直阻测试；反应绝缘系统状态的介损测试等。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和宽频测试技术的普及，一些更为复杂的技术逐渐成为变
压器状态诊断的利器。 

变压器测试技术分类

目前最流行的基于状态的诊断会根据作用于变压器不同应力的性质选择相应的测试方法，这些应力包括：
g  机械应力，如短路电流产生的电磁力
g  热应力，如局部过热
g  绝缘应力，如系统过电压

所有这些作用在变压器上的应力都会加速变压器的老化进程，增加故障的几率。为了保证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所有这些应力在变压器的运
行过程中都必须被密切监测和评估。

市面上测试变压器的方法有很多，把所有方法都运用到工作中是不切实际的。表1中列出了一些常见的常规测试法和状态诊断测试法，可
供读者从中选取一些最必须的项目进行测试。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测试人员掌握一些测试的基本原理以及测试结果分析方法。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以及大多数案例主要来自欧美，从而
为测试人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

Part I主要叙述了变压器铁磁材料的特性和绝缘材料的特性。Part II是一些常规测试技术的实践应用和结果分析。Part III介绍了两种最新的
变压器高级诊断测试技术。Part IV介绍了变压器套管、分接开关和电流互感器的测试技术。理解和掌握Part I能够使读者从一个更高的角
度了解后续内容。

图1.1 铁芯式变压器概览及其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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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能和铁磁材料方面的研究资料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多数测试工程师因为日常工作中很少用到，所以对它们的了解并不深。
但是了解这些特性后就能够理解许多例行测试中遇到的现象。频响技术 (绕组变形测试) 已被IEC标准列为必做项目，随着这种新方法的普
及，掌握电磁基础在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时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帮助。

变压器工作原理

变压器是一种通过电磁感应使能量能够在两个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中传递的装置。一次侧绕组中的交变电流会在铁心中形成变化的磁通，
根据法拉第定律，变化的磁通在二次侧绕组中会感应出交流电压。通过调整一次侧绕组和二次侧绕组的匝数，变压器就可将一个电压等级
转化为另一个电压等级。

电磁基础

表1. 变压器测试技术概要

图2.1 变压器工作原理— 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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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GER测试仪 测试项目 探测缺陷

基本电气测试

TTR系列

绕组变比/极性
g  匝间短路或开路
g  分接开关缺陷分接开关变比/极性

励磁电流

MTO系列
绕组/分接开关 g  短路或开路

g  接触不良或抽头高电阻直流电阻

MLR 10 短路阻抗/漏阻抗 g  绕组变形

MIT & S1系列 绝缘电阻 g  绝缘功效

DELTA 4000系列

电容和介损 (12 kV)
g  绝缘恶化
g  绕组变形（电容值）
g  绕组匝间短路

高压励磁电流

升压介损

CDAX 605 超高压介损
g  绝缘恶化
g  局部放电

OTS系列 油耐压 g  绝缘油老化 (污染)

KF-875/KF-Lab 油微水 g  绝缘油含水量

LTC 135
动态电阻

g  分接开关机械缺陷
绕组/分接开关电阻

高级诊断测试

FRAX系列 频响分析 (绕组变形) g  机械形变

IDAX系列 介质谱分析
g  绝缘纸板水含量
g  绝缘油电导率 (老化及污染)

- 油色谱分析
g  局放和电弧
g  过热故障
g  绝缘纸板老化



分子中电子的运动会使分子成为磁偶极子。在外磁场的作用下，这些磁偶极
子会转向同一个方向，这种现象叫做磁化。当所有的磁偶极子最终完全与外
部磁场同向时即达到了最大的磁化强度，也称为饱和磁化强度。

显而易见，变压器铁芯材料应该使用磁导率较高、损耗较低的物质。一种含
97%铁和3%硅的硅钢合金是最常见的铁芯材料。硅钢合金属于铁磁材料的
范畴，它非常容易被磁化，因而它的磁导率较高。未被磁化变压器铁芯材料
的B-H曲线如图2.2所示。在起始位置(H=0)，磁偶极子是杂乱分布的。随着
磁场强度逐渐增加，磁偶极子的矢量和开始偏向外部磁场，在BS处所有磁偶
极子均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此时铁芯就处于一种饱和的状态。当铁芯饱和
时，磁场强度的增加几乎不会使磁通密度发生变化。

变压器铁磁材料 

磁场强度通常用H来表示，一次侧绕组中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度表达式为：

其中，N1为一次侧绕组匝数；I是电流幅值；l是磁回路的平均周长。磁通密度B代表了铁心中磁场的强度，单位是特斯拉T（(或Wb/m2)（。
磁通的计算式为磁通密度乘以铁芯截面积：

B和H的关系式为：

字母μ代表的是磁导率，它是在一种材料中建立磁场的难易程度的物理量。在真空中： 

μ0为真空磁导率，是一个常数，数值为4π×10−7H/m。μr为相对磁导率，是固体材料磁导率与真空磁导率的比值：

理想状况下，变压器一次侧绕组产生的磁场能够完全穿过二次侧绕组。但在现实中总是有一部分磁场从绕组周围的空气中穿过，这部分磁
通被称为漏磁通。由于漏磁通并不会在二次侧绕组中感应出电压，因此它降低了变压器的效率。漏磁通的与铁芯的磁导率有关，如果铁芯
的相对磁导率μr是无穷大，那么漏磁通为零。

图2.2 未被磁化的变压器铁芯的磁化曲线

Part I -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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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变压器铁芯的磁导率在磁化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定值。图2.3是摘自宝钢硅钢片的磁特性曲线[1]。从图中可以看出，起始时的
磁导率是一个较低的数值，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磁导率开始上升并逐渐达到最大值，最后会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而再次减小。

这种材料的最大相对磁导率为：

而在曲线的起点，相对磁导率仅为1.4×103 [2]，这也就是说，当铁芯处于严重欠饱和的状态时，漏磁通所占比值可能会比铁芯
饱和时大一些。

在稳态交流电压下，变压器铁芯的磁特性曲线如图2.4所示。当外加磁场消失后(H=0)，铁芯中的磁通不会降为零，而会存在一
定的剩磁Br。

图2.3 B27G130硅钢片磁性能

图2.4 铁磁材料的磁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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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变压器铁芯相对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曲线[3]

图2.6 三柱式铁芯结构

Part I -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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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频响分析(国内称为绕组变形测试)正在成为评估变压器
机械状态的主流测试法，一些大学实验室已经完成了铁芯材
料的频响试验。他们的研究过程较为复杂，本文不作详细叙
述，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于频响测试结果的分析是非常有帮
助的。

某一变压器铁芯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曲线如图2.5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随着频率的升高，磁导率会逐渐下降，直至接
近真空磁导率。

三柱式铁芯是三相变压器中最常见的铁芯结构。这种结构下三相的
电压-电流特性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理解这种现象，首先需要对
三柱式铁芯结构进行建模。

磁阻和电感  

          铁芯磁阻的简单计算公式为：  

铁磁材料的频率响应

三柱式铁芯电磁特性

其中l是磁通回路的长度，A是铁芯的截面积。三柱式铁芯的等效磁路如图2.7所示，其中铁芯柱A、B、C的磁阻分别为RA、RB、RC，铁轭
的磁阻为Ry。

          磁阻和电感的关系式为：

N是绕组线圈匝数。磁阻和电感的反比关系意味着磁阻较大的那一相电感较小，因而会在相同的电压下产生较大的电流。 



A相励磁电源产生的磁通在B、C两相铁芯柱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B相铁心柱中的磁通和hC相铁心柱中的磁通必须满足关系式：

从公式可以推导出B相的感应电压比C相的感应电压更大一些。如果在B相施加外部电源，A、C两相的感应电压应该是相同
的。下表是一个案例的实测结果，来验证上述推论。这种方法被称为电磁平衡测试，通过验证某一铁芯柱产生的磁通与另外
两个铁芯柱内感应磁通的和是否相同来判断铁芯是否完好。

表2. 三相变压器电磁平衡(magnetic balance)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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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基础

为了简单地说明原理，将图2.7中所有的磁阻值都设为1。若在A相或C相注入电流，如图2.8(a)所示，则回路的等效磁阻为(3+1//3)=3.75；
若在B相注入电流，如图2.8(b)所示，则回路的等效磁阻为(1+3//3) =2.5。由此可见，B相磁阻比A、C两相要小，因此其电感较大，励磁电
流较小。

图2.7 三柱式铁芯磁路模型

图2.8(a) A相或C相励磁等效磁路图 图2.8(b) B相励磁等效磁路图

序号 施加电压 (V) 感应电压 (V)

1 2U-N: 228.4
2V-N: 174.0
2W-N: 53.8

2 2V-N: 224.3
2U-N: 114.2
2W-N: 109.3

3 2W-N: 223.4
2U-N: 55.3
2V-N: 169.7



Part I - 理论基础

对绝缘材料施加阶跃电压后，就会产生极化电流（充电电流）。这个电流的幅值会随时间逐渐下
降几个数量级直至达到稳定值。极化电流会在电压施加的瞬间出现，原因是电子的快速极化，详
细分析可参考绝缘的洛伦兹模型[4]。测试电压消失后（电源短路），极化电流极性会立即反转，
然后逐渐降为零。

绝缘的时域特性

10 变压器测试原理及实践指导 cn.megger.com

本章主要介绍了绝缘电气特性的相关理论。虽然与绝缘相关的特性
还包括机械性能及化学性能，但这些并不是本章的重点。绝缘电气
特性的相关测试通常包括绝缘电阻测试以及电容和介损测试。这些
测试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标准，且测试过程是相对容易的。然而，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绝缘的动态电气特性可作为评估绝缘状态诊
断的方法效果更好。

绝缘的动态电气特性是由电偶极子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的极化过程所
决定的，这与上一章中所讲的磁偶极子在外部磁场作用下发生偏转
的原理是类似的。极化过程的物理推导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因此本
章的分析重点是定性分析绝缘在直流测试电压下的泄漏电流特性和
交流测试电压下的电容和介损特性，省略了物理推导过程。

图3.1 阶跃电压下的极化和去极化电流波形



绝缘诊断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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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绝缘的等效模型如图3.2所示[5]，模型中各元件代表的是：

g  电容C50Hz代表了测试初始时刻的充电效应。如果测试仪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无穷大，那么充电时间为零。由于绝缘测试仪存在最大输 
       出电流(iout）)的限制，因此实际充电时间为：

g  电阻R0代表了绝缘的泄漏电阻。理想的绝缘泄漏电阻是无穷大。如果绝缘状态发生恶化，阻值会显著减小。

g  剩下的RC并联回路代表了极化过程中电偶极子逐渐指向外加电场方向的过程。

实际测试中，极化电流(I total)是由数个不同的分量组成的，如图3.3所示： 

g  I capacitive: 起始时刻的电容充电电流，其衰减速率取决于测试仪的输出电流大小。

g  I conductance: 由绝缘材料电导率决定的泄漏电流。

g  I absorption: 绝缘电偶极子在外加电场下发生偏转所产生的电流。

g  I leakage: 绝缘表面泄漏电流。

图3.2 固体绝缘等效模型



并非所有的分量都有助于绝缘状态的诊断。其中表面泄漏电流分
量和电容充电电流分量都会干扰状态的判断，在测试过程中因尽
量消除这两个分量对结果造成的影响。选用大输出电流的绝缘测试
仪能够缩短充电时间，下一节会讨论如何消除表面泄漏电流分量的
影响。

去极化电流与极化电流的差别是少了“I conductance”这一分量，
其它分量是相同的。不同水含量绝缘纸板的极化、去极化电流的测
试案例如图3.4所示[6]，实验准备和纸板试样制作过程等信息可参
考文献[7]。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测试电流随时间不断地衰减，达
到相对稳定的值需要很长的时间。此外干燥的绝缘比潮湿的绝缘电
流衰减速度更快。

绝缘的频域特性 

Part I -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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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不同水含量(1% - 4%)绝缘纸板的极化、去极化电流的实测结果[7]

变压器绝缘的电气特性同样也可以在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压下测定。通过测试平
板电容的电容值和介损值，就可以得到绝缘电气特性的参数。为了消除试品大
小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需要将被测电容值Cx除以几何电容C0，就可以得到绝缘
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

相对介电常数通常用复数来表示：

g  εr
’是相对介电常数的实部，反应了绝缘的储能特性

g  εr
’’是相对介电常数的虚部，反应了绝缘的损耗特性

相对介电常数的虚部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损耗原理，即极化损耗和电导损耗：

σ是绝缘材料的电导率，单位是S/m；ω是角频率；ε0是真空介电常数，其值为
8.854×1012 F/m。在工程上最常见的一个术语是介损，介损的计算式为介电常数的
虚部除以实部：



绝缘诊断技术基础

图3.7 不同水含量纸板相对介电常数与频率的关系曲线（摘自IDAX 300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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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相对介电常数（复数）矢量图

相对介电常数通常用复数来表示：

g  εr
’是相对介电常数的实部，反应了绝缘的储能特性

g  εr
’’是相对介电常数的虚部，反应了绝缘的损耗特性

相对介电常数的矢量图如图3.5所示，这三个量均是反应绝缘材料状态的物理量，且与试品的形状、大小无关。

在工程上绝缘模型通常用RC回路来表示，如图3.6所示。在这个模型中，介损的表达式为：

两种模型的原理是等效的，复介电常数在分析问题时更为方便，因此科研文献大都采用复介电常数模型。

一个并没有引起所有测试人员注意的现象是，介电常数会受到测试频率的影响，实测案例如图3.7所示。测试对象为四种不同水含量的绝
缘纸板，左图是相对介电常数实部，右图是虚部。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水分对低频特性的影响比对高频特性的影响显著得多。

时域测试法（PDC，图3.4）和频域测试法（DFR，图3.7）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采用傅里叶变换就可将两种结果在一
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由于PDC法易受外界干扰，因此适于在干扰较小的实验室使用，现场使用是受限的。

图3.6 交流电压下常用的RC并联电路模型

相对介电常数的虚部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损耗原理，即极化损耗和电导损耗：



通过测试含绝缘介质的平板电容的电容和损耗量就可得到与绝缘特性相关的参数，测试原理图如图3.8所示。但平板电容的边缘效应（用
C0表示）和绝缘表面泄漏电流（用R表示）使得实际测试值并非仅由绝缘特性所决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入如图3.9所示的三端测试电容器。测试时将电压施加到高压电极，在低压电极上测量代表绝缘特性的电流，
边缘效应和表面泄漏电流会流到保护电极（地），而不会被包含在测量回路中。这样，电流表测量到的电流仅由绝缘本身的特性决定，而
不含其它成分。时域绝缘测试、频域绝缘测试及现场大电阻的测试都需要使用三端口测试技术。

带保护极的三端测试系统

图3.9 三端口测试单元及测试电路原理图[8]

Part I -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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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两端测试系统等效电路模型



Part II - 常规测试(电磁电路测试)

变比测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它能够保证变压器高压、低压侧
线圈匝数比是正确的。正确地使用这项技术能够检测到匝间短路、
开路、绕组连接错误等故障。

变比测试的原理是在变压器的一次侧施加一个交流电压V1，然后测
量二次侧生成的感应电压V2，从而计算出变比。对于单相变压器来
说，电压比和匝数比是相等的，即：

其中N1是一次侧绕组的匝数，N2是二次侧绕组的匝数。

对于三相变压器，电压比、匝数比、铭牌比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三相变压器涉及到了线电压。变比测试仪通常根据电压比测试值和联
结组别信息计算出匝数比和铭牌比的值。假设一台如图4.2所示的Yd11变压器的匝数比是1，那么在一次侧施加电压后，仪器测得的电压比
是V1/V2=1/0.5 =2，因此需要将电压比值乘以√3/2来得到铭牌比，乘以1/2来得到匝数比。其它联结组别的变压器的测试过程也是如此，
传统的变比测试仪一般都会要求测试人员输入变压器的联结组别。

绕组变比测试

图4.1 单相变压器变比测试原理图

图4.2 Yd11变压器变比测试原理图

cn.megger.co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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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的三相变压器测试，如果使用了Megger公司特制的三相测试线，接线过程会变得非常容易，测试步骤和计算都可由测试仪自动完
成。但是在一些使用移相变压器的特殊场合，一些仅具备单相电源的测试仪可能会存在困难。这些移相变压器的相角通常是30̊±7.5̊。IEC 
61378 -1第二版提出了一种算法，使使用单相电源的测试仪也能够测试移相变压器。Megger全新的变比测试仪也采用了这种算法，并且还
能够自动检测变压器的联结组别，因此测试前即使不输入信息也能得到正确的变比结果。

IEEE C57.152标准推荐当对变压器的高压绕组施加测试电压后，所有其它绕组在空载情况下产生的感应电压与理论值的偏差不应超过
0.5%。偏差值的计算公式为：

现场经验表明，如果匝间短路的故障匝数很少，仅通过变比测试可能无法发现故障情况。图4.4是一台发生匝间短路故障的变
压器的变比测试结果。结果看起来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发现问题的方法是励磁电流测试。

好的变比测试仪能够在变比测试过程中测量励磁电流。这台变压器A相的励磁电流在100 V电压下就已达到了257 mA， 
测试人员由此可以判定此变压器已发生内部故障。

同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手持式变比测试仪测试互感器时测试结果误差可能会较大。这是因为互感器的线圈匝数较多，因此
在特定的测试电压下磁通密度会比变压器小很多，导致互感器铁芯处于严重欠饱和状态。铁芯的磁导率并不是一个定 
值，而会随着磁通密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参考图2.3）。在欠饱和的状态下，铁芯磁导率较小，漏磁通的占比会变 
大，从而造成感应电压降低。

图4.3 使用特制的三相测试线进行变比测试

图4.4 一台故障变压器的变比测试结果（19个分接开关抽头）

偏差% = 
测试值 - 铭牌值

铭牌值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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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电路测试

对于变比较高的变压器我们推荐使用测试电压较高的变比测试仪，因为较高的测试电压提高了铁芯的饱和度及测试精度。如果手持式测试
仪（如Megger TTR25的最大输出电压为8 V）无法满足测试精度，更大一些的便携式测试仪（如Megger TTR 300系列的最大输出电压为 
80 V）可能效果更佳。另外，Megger公司最新的TRAX测试仪可提供最大为2200 V的变比测试电压。

绕组直流电阻测试的是绕组导体包括所有接头及焊接点的电阻值。阻值的异常意味着可能存在匝间短路、绕组形变、连接松动、接
触不良或短路等故障。绕组的温度也会影响到测试电阻值。为了便于不同温度下阻值的比较，通常会将测试值校正到同一温度下，
通常是75̊C或85̊C。经过温度校正后的电阻表达式为： 

其中，

RCT = 经过温度校正后的电阻值

RM = 测试阻值

Ts = 校正目标温度

Tk = 铜绕组取值234.5 ；铝绕组取值225 

Tm = 测试时的绕组温度（̊C）

MTO3xx系列绕组直流电阻测试仪和
TTR3xx系列变比测试仪使用同一套测试
线，如图4.3所示。测试人员可在测完变
比后继续进行直阻测试，而不必重新接
线，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安全性。三相
变压器的现场直阻测试一般不需要进行
温度校正，因为三相测试值之间可以互
相比较。GB/T 6451-2008标准认为三相
电阻差值在4%以内就可认定为正常情况。通常故障相的阻值会与另外两相差别较大。有一台变压 
器因为在线油色谱分析设备报警而发生了跳闸。绕组直流电阻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有一相的电 
阻值出现了明显的异常。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了接触不良的部分。

直流电阻测试

图4.5 手持式变比测试仪和便携式变比测试仪

表3 低压侧直流电阻测试结果

电阻值，MΩ @ 75̊C 相间偏差%

a b c a-b a-c b-c

28.698 25.086 26.217 12.59% 8.64%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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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的选择

市场上有各种型号的，最大输出电流从10 A到100 A不等的直流电阻测试仪。实测时所选择的测试电流应满足两个要求：

g  最小电流：能够使铁芯饱和的电流 

g  最大电流：测试过程中不使绕组的温度升高

通常测试电流应为变压器绕组额定电流的0.05% — 5%，最大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的15%。过大的电流会使绕组在测试过程中温度
升高，造成读数不稳定。 

大型变压器一次侧绕组的测试可能会存在测试电流上升速度较慢的情况；而对一些二次侧是三角形连接的大型变压器，测试电流的稳定
可能是比较慢的。要解释这些现象会涉及到相对复杂的推导，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下一节。大电流的测试仪未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Megger公司的直阻测试仪（及其软件）采取了以下措施来加快测试速度：

g  施加更高的暂态电压以加快电流上升速率 

g  使用正确的电流极性

g  使用同步绕组磁化技术来加快电流稳定

直流测试电流会在铁芯中产生剩磁。在变压器重新投运的过程中，剩磁会使浪涌电流增大。为了减小变压器受到的电磁力，并防止保护误
动作，做完直阻测试后应对变压器进行消磁。所有Megger公司的直阻测试仪都具有消磁功能。

直流电阻测试暂态过程分析

根据欧姆定律，理论上直流电阻测试结果与测试电流是无关的。但由于变压器铁芯的存在，直流电阻测试中暂态过程比较漫长，且暂态变
化过程比较复杂。大多数与变压器直阻测试有关的文献将绕组（及铁芯）视作电阻和电感的串联回路。而实际上由于铁芯的磁导率是时变
的，因此模型中的电感也是随时间产生变化的。如果将电感视作恒定值，那么这种模型将无法解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直阻测试过程中的物理过程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R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值，i是测试电流，Ψ是总磁链，Ψs 是漏磁链，Ψm是主磁链，Ls是漏磁通的等效电感，Lm是主磁通的等效电
感。铁芯的磁导率会影响Lm的值，因此Lm会随测试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而Ls主要是由空气的性质决定，因此在测试过程中是恒定值。在
测试的初始时刻，iR和Ls  di/dt项比较小，近似计算时可忽略；当测试接近终点时（电流接近恒定值），所有项都会影响到电压源的最终
值。 这就是为什么测试电流和绕组联结组别会影响直流电阻测试速度的原因。

具有较大电流输出能力的仪器往往更受欢迎，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大电流可以减少测试时间。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一个简单的2 MVA变
压器的演示实验可说明问题。第一种测试方法使用一个恒定的测试电压；第二种测试方法在测试初期使用较高的脉冲电压，然后进入恒定
值值。两种测试方法的最终的电压和电流是相同的。图4.6记录了两种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第一种测试法经过17秒后电流稳定，第二种
测试法只需13秒便可使电流稳定。这就表明测试电压是加快电流上升速度的关键，因此仪器选择时不仅要关注电流，还需关注最大输出电
压。两种方法测试之前均已对变压器进行消磁。

Part II - 常规测试

图4.6 不同测试电压暂态过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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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电路测试

图4.6 不同测试电压暂态过程比较

从图4.6还可以看到，测试初期电流的上升是非常缓慢的。经过一段时间后，电流幅值的增加非常迅速。假设铁芯截面积为A，磁路的周长
为l，测试初始时刻的电压近似表达式为：

其中B(0)是剩磁通密度，进行消磁后，其值为零。公式（4-2）表明磁通密度与测试电压幅值与时间的乘积成正比。变压器的铁芯通常为
软磁材料，B-H曲线较陡，如图4.7所示。

图4.8中，假设直阻测试过程中磁通密度由点2至点5，磁通密度从点2到点4花费了大部分的测试时间。而点4之前由于B-H曲线较陡，这个
过程电流的变化是很小的。因而，在测试的大部分时间里，测试电流都是很小的。当铁芯接近饱和时，磁通密度的微小上升都会使测试电
流迅速增加。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直流电阻测试时最耗时的过程是铁芯从欠饱和至达到饱和的过程。当铁芯饱和以后，测试电流的上升速度是非常迅
速的。而加快这个过程的正确方法是使用较高的测试电压。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电流注入的方向最好与剩磁同向，使剩磁能够起到助磁的
作用。在图4.8中，正确的电流注入方向应使测试点从点1至点5，而不是点2至点5。

公式（4-1）忽略了绕组电阻压降和漏阻抗压降，因其数值较小。磁通密度B的表达式为：

（4-1）

（4-2）

图4.7 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B-H曲线示意图

图4.8 直阻测试暂态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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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电流的稳定

大型变压器如果二次侧绕组是三角形连接，直阻测试电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稳定下来。二次侧绕组由于匝数较少，因此要
使铁芯饱和需要较大的测试电流。测试接近稳态时公式（4-1）可写为：

为了提高铁芯的饱和度，同步绕组磁化技术，SWM在直阻测试时将一次侧绕组和二次侧绕组串联一起，如图4.9所示。若仅在二次侧绕组
注入测试电流（10 A），磁场强度等于：

通过SWM技术，磁场强度变为：

注意：SWM技术提高了铁芯饱和度，减少了电流稳定所需要的时间，但是降低了电流的上升速率。

三角形绕组

图4.10中标出了三角形连接的绕组在进行直阻测试时的所有参数，进入稳态后电流的关系式应该是i1=2i2。但在暂态过程中，并联回路应
满足下列等式：

如果铁芯处于饱和状态，        项接近于零。因此测试仪的输出电压可方便地调整至最终值iR； 如果铁芯未饱和，输出电压必须随着         

项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而测试电压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         值，因此达到稳定非常耗时。

铁芯饱和

铁芯未饱和

图4.9 SWM技术示意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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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电流测试是一种检测变压器绕组开路阻抗特性的方法。测试结果包含了空载电流的幅值（mA）和损耗（W）。这种测试能够发现如
绕组匝数异常、绕组绝缘失效以及铁芯故障等问题。4.1节中的故障变压器，在施加励磁电流测试电压后，匝间绝缘被击穿，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测试电流异常的情况。

Megger公司有三种不同的测试仪器可提供励磁电流测试功能，即变比测试仪（8-80 VRMS, 50/60 Hz）、12 kV介损测试仪（0-12 kVRMS, 
1-500 Hz）以及频响分析仪（0.2-24 VP-P, 0.1Hz – 25 MHz）。进行励磁电流测试时，将测试电压加到某相绕组，其它不需要测试的绕组
悬空。图4.11所示是单相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测试原理图，三相变压器的测试通常使用的也是单相源，需对三相分别进行测试。

励磁电流的幅值是由电感性元件（铁芯和绕组组成的电感）以及电容性元件（绕组对地电容）决定，而损耗通常是由铁芯损耗（涡流损耗
和磁滞损耗）决定。在一些测试案例中，由于变压器的电感非常大，励磁电流幅值可能会很小，甚至是电容性的。三柱式铁芯变压器的三
相励磁电流结果通常会呈现高-低-高或低-高-低的特点，结果分析通常采用时间比较或相间比较。

励磁电流测试

图4.10 三角形连接的绕组直阻测试

图4.11 励磁电流测试原理图

需要注意的是，铁芯的磁导率是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参考图
2.3。因此三个绕组存在两个电感量，并且这两个电感都会随时间
变化。如果忽略直流电阻值和漏电感值，公式（4-4）可简化为：

测试初始时刻，i1=i2=0, 公式（4-5）变为：

由于中间铁芯柱的磁通密度比两边铁芯柱的要大，所以中间铁芯柱的电感要更大一些，即L1>L2，因此                            。也就是说在测试

初期并联回路的电流关系为i1<2i2。当中间铁芯柱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时，其磁导率又会下降，使得L1<L2，此时并联回路的电流关系为

i1>2i2。

以上推导表明，三角形连接的绕组除了公式（4-3）所描述的稳定问题，两个并联回路的电流还会存在震荡，从而使测试更加耗时。

（4-5）

（4-6）

电磁电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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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励磁电流测试时，如果将另一侧绕组短路，由于漏磁通的关系，
测试回路还会有一个电感，通常将这个电感称为漏电抗。漏电抗测

试的目的是发现变压器绕组是否存在形变。造成形变的原因可能是故
障电流产生的巨大电磁力，也可能是变压器的运输或安装意外。

由于漏磁通的回路是空气/绝缘油，这类物质的磁导率通常为1，因此磁
场强度和磁通密度呈线性关系，与测试电压无关。因此这种测试的结果

可以与出厂值直接比较。

漏电抗测试除了需将另一侧绕组短路外，仪器与变压器的连接和励磁电流测
试是相同的。漏电抗受绕组形变的影响较大，因此要求测试结果与出厂值相

比差别不超过3%；三相变压器每相值与三相平均值的差别不超过3%。

测试人员对4.1节中的故障变压器还进行了漏电抗测试。A相泄漏电抗的标幺值
为2.27%，B相和C相分别为3.02%和3.03%，因此A相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漏电抗（短路阻抗）测试

A相漏电抗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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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漏电抗测试结果

C相漏电抗测试结果

图4.12 一台存在故障的YNyn0变压器的漏电抗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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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的绝缘系统通常由矿物油和基于纤维素的绝缘纸板构成。
变压器中的水、绝缘油老化副产物以及导电颗粒会降低绝缘系统

的电介质强度并加速绝缘的老化。常用的非侵入式绝缘状态评估法
有绝缘电阻测试和介损测试。通过测量泄漏电流，代表变压器绝缘

状态的电阻值、电容值和介损值就可以被计算出来。

进行绝缘测试时每一侧的绕组都要短路起来，从而使高压绕组、低压
绕组和铁芯/外壳构成一个三电极的系统，形成3.3节介绍的三电极测试

单元。绕组可视作高压电极、低压电极或保护电极。变压器维护时需要
测试的三部分绝缘如下：

g  CHL：高压绕组与低压绕组之间的绝缘

g  CH：高压绕组与铁芯&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g  CL：低压绕组与铁芯&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通过选择测试软件中不同的测试模式，就可对每个电容或任意两个电容的并联
值进行测试。其中一种仅测试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之间绝缘（CHL）的原理图如

图5.1所示，测试电压被施加到高压绕组，被电流表测量到的是低压侧产生的泄漏
电流。外壳被当作保护电极，因此高压绕组对地绝缘（CH）的泄漏电流未被计入

测试回路。低压绕组与地构成的电容（CL）在这种情况下不产生电流，因为电流测
试线和地线均为零电势。

如果仪器中的电流表位于地线位置，如图5.2所示，那么测试的就是高压绕组对地的电
容（CH）。如果电流表的位置位于如图5.3所示的位置，那么测试的是高压绕组对低压

绕组电容和高压绕组对地电容的并联值（CHL＋CH）。将高压测试线连接到低压侧绕组
就可以相似的方式测试低压绕组对地的电容（CL）。

图5.1 测试接线图 – 电流表与Lo测试线相连，地线作为保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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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测试接线图 – 电流表与地线相连，Lo线作为保护极

图5.3 测试接线图 – 电流表测试并联电容值，无保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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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阻测试通常用于测定绕组对地或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测试原理如图5.1所示。绝缘测试过程中绕组不可悬空。对变压器绕组施加
电压后，通过测量该电压所产生的泄漏电流，就可计算出电阻值。绝缘的电阻并不是一个恒定值，而是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如图3.3所
示，通常将60 s时刻的电阻值定义为绝缘电阻值。

在20℃下，通常要求69 kV以上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 GΩ，69 kV以下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0 MΩ。如果变压器绝缘液体使用
的是酯类物质，那么绝缘电阻可能会比使用矿物油的变压器更低一些。绕组温度和油温会对绝缘阻值造成影响，因此，测试结果必须校正
到同一温度以后才能进行比较。

电介质吸收比DAR和极化指数PI是两个不同时刻电阻的比值。极化指数的定义是600 s时刻的电阻值与60 s时刻电阻值的比值：

电介质吸收比的定义是60 s时刻的电阻值与30 s（或15 s）时刻电阻值的比值：

变压器绝缘状态一定的情况下，绝缘电阻值会随着变压器大小的变化
而变化。由于采用了比例的方法，PI和DAR值不会受到变压器大小的影
响。它们是反应电流衰减快慢（电阻增加快慢）的物理量。通常好的绝
缘PI值和DAR值比较大，如图3.4所示。表3是IEEE C57.152-2013标准中
判断变压器绝缘好坏的PI推荐值。

需要指出的是，表中的PI推荐值严格意义上仅适用于固体绝缘（绝缘纸
板）。由于液体绝缘的PI值通常接近于1，因此新变压器的PI值通常会
很低，但这并不能表明绝缘处于较差的状态。更为有效的绝缘测试技术
在介质谱分析技术一节中会提到。

温度相关性

表4是一台运行时间较长的配电变压器在不同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值。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温度下绝缘电阻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温度
升高，绝缘电阻值会下降。但DAR值和PI值却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比例法的另一个优势。由此可见，在对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值进行趋势
分析前，首先要将电阻值校正到同一温度，通常是20℃。许多文献都有温度校正系数参考值，表5是ANSI/NETA MTS-2007标准给出的绝缘
电阻温度校正系数。这些系数是通过将相当数量设备的温度相关系数进行平均得来的，但这种平均值用于校正某一台设备时可能会产生误
差。介质谱分析技术能够更精确地对温度进行补偿。

绝缘电阻测试

表3 IEEE C57.152-2013标准极化指数推荐值

表4 一台配电变压器在不同温度下的绝缘电阻测试结果

绝缘状态 PI 值

危险（Dangerous） <1

糟糕（Poor） 1.0 -1.1

可疑（Questionable）（ 1.1 -1.25

可接受（Acceptable）（ 1.25 -2.0

良好（Good） >2.0

温度 (℃) 绝缘电阻 (GΩ) DAR (R60S/R30S) PI

21 5.63 1.46 2.67

26 4.15 1.38 2.60

34 2.31 1.27 2.25

51 1.05 1.4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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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ANSI/NETA MTS-2007标准中的介损温度校正系数

温度 (℃)
校正系数 (乘数)

油浸式设备 固体绝缘设备

0 0.25 0.40

5 0.36 0.45

10 0.50 0.50

15 0.75 0.75

20 1.00 1.00

25 1.40 1.30

30 1.98 1.60

35 2.80 2.05

40 3.95 2.50

45 5.60 3.25

50 7.85 4.00

55 11.20 5.20

60 15.85 6.40

65 22.40 8.70

70 31.75 10.00

75 44.70 13.00

80 63.5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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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损测试是一种评估变压器整体绝缘状态最常用的测试。测试时所用的电压通常是工频10 kV，通过测试绕组间的泄漏电流或绕组对地的
泄漏电流就可计算出电容和损耗值。

在频域中绝缘的模型通常由一个理想电容和一个电阻构成，如图5.4所示。介损（DF）和功率因数（PF）的定义如下：

其中IR是泄漏电流的阻性分量，Ic是泄漏电流的容性分量。对于变压器来说介损值和功率因数值基本是相同的，因为正常的绝缘通常阻性
分量非常小，仅有容性分量的不到1%。

电容的变化是由绝缘电介质常数、电极面积和电极距离的变化引起的。通常绝缘纸板的电容参数随状态的变化很小，而绝缘油的相对电介
质常数是恒定的（2.2），因此变压器电容量的改变主要是因为绕组的机械形变造成的。如果测试电容值较出厂值变化了超过5%，就需要
查明原因；若超过10%，则变压器不能再投运。

良好的绝缘介损值比较小，而纯电阻的功率因数为100%。如果介损过大，设备就可能会因发热过量而发生爆炸。同时介损值也能够反映
绝缘的状态，较大的介损说明绝缘的状况比较糟糕，即绝缘纸已受潮或绝缘油杂质浓度过高。IEEE 62-1995要求20℃下全新变压器的介损
应不大于0.5%，如果介损值超过1%，就需要查找问题。

电容和介损测试

图5.4 实际电容泄漏电流矢量图

表6 油浸式设备介损推荐值 (IEEE 62-1995)

设备
介损 @ 20̊C

“新” “旧” 警戒

变压器 0.2-0.4% 0.3-0.5% >0.5%

套管 0.2-0.4% 0.3-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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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模式和GST模式

绝缘测试中经常会涉及到UST模式和GST模式。UST全称是Ungrounded Specimen Testing，未接地试品测试；GST全称是Grounded 
Specimen Testing，接地试品测试。在图5.1中，由于变压器的外壳始终处于接地状态，因此CH和CL的一端始终是接地的，它们被称作接地
试品。而CHL两端没有接地，因此被称为非接地试品。

为了安全考虑，测试仪的金属外壳通常是接地的，测试线采用的是同轴电缆，外屏蔽层同样也接地。当测试非接地试品（CHL）时，地线
的作用是保护电极。所有对地的表面泄漏电流都可被屏蔽，从而不会影响UST模式下的测试结果。GST模式会受到表面泄漏电流的影响。

一台运行五年的核电站三相变压器是由三台单相变压器组成的，由于停机时间有限，因此测试人员在雨后立即对其展开了维护和测试工
作。介损测试结果如表7所示，由潮湿天气造成的表面泄漏对三台变压器的GST结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UST测试结果一致性较好，而且
都显示变压器绝缘处于良好的状态。由此可见，UST模式由于不受表面泄漏的影响，更适合用于作为变压器本身绝缘状态评估的依据。

温度相关性

与绝缘电阻的温度相关性一样，介损测试结果同样存在温度相关性。进行温度校正时，可参考图5.5所示的校正曲线。校正曲线的获取同
样也是多台设备的平均值。

图5.5 油浸式变压器和套管的介损推荐校正值

表7 三台单相变压器的介损值

设备 介损 @ 20̊C

CHL+CL
(GST 模式)

电容 (pF) - - 13423

tanδ (%) - - 5.31

CL
(GST模式)

电容 (pF) 4584 4573 4555

tanδ (%) 0.606 4.95 15.2

CHL
(UST 模式)

电容 (pF) 8953 8812 8867

tanδ (%) 0.238 0.206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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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经验表明，新变压器介损值受温度的影响比旧变压器小得多，如图5.6所示[9]。有些情况下，新变压器的介损值甚至会随着温
度的升高而降低。因此，根据标准推荐值进行温度校正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Megger公司全新的12 kV介损测试系统提供了额外的智能温度校正的功能，这种功能能够消除平均值法对单台特定变压器校正时产生的误
差。这种新的校正方法采用了严格的数学物理模型，是一种非常准确的校正方法，详细介绍可参阅介质谱分析技术部分和[6]。

负介损

三绕组变压器和GIS的介损案例中偶尔会有一些负介损的情况。负介损意味着绝缘正在产生能量，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在图5.1所示的原理
图中，一般认为没有电流流过CL，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并不成立。

介损测试回路的真实等效电路如图5.7所示，由于存在电流测试线电阻和仪器的输入电阻，在CHL和CH电容值不同的情况下，流过Rin的电流
会在CL两端产生压降∆U，由此产生的电流会使测量到的电流IMEA与真实的泄漏电流ICHL产生差异。

图5.6 各种不同状态变压器的温度校正曲线[9]

图5.7 介损测试回路的真实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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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地电容的电容值大于绕组间的电容值，即CH>CHL，并且CHL的介损值较小，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负介损，
矢量图如图5.8所示。测试电流IMEA是绝缘泄漏电流ICHL和杂散电流ICL的和，于是负介损产生了！

图5.9所示的三绕组变压器中，测试HV1绕组和HV2绕组之间的绝
缘时测试电压可以加到HV1绕组上。由于介损测试绕组不允许悬
空，LV绕组需作为保护极并且和地连接在一起。HV1产生的电
流大部分都会流入到了保护极（地）LV绕组，而仅有很少的电
流流至HV2绕组，因而很有可能会产生负介损，矢量图与图
5.8类似。

图5.8 介损测试中各电流电压分量的矢量图

图5.9 三绕组变压器绝缘测试等效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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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绝缘测试仪通常能够提供数十千伏左右的绝缘测试电压。输电变压器的绝缘电阻测试通常使用5 kV或10 kV测试电压，配电变压器
的测试电压会低一些；介损测试通常在10 kV下进行。大多数变压器采用的是油纸绝缘系统，工频介损通常不会表现出电压相关性。但
是，当极化时间增加后，绝缘的电压相关性就会逐渐显现。也就是说，直流或低频（< 0.1 Hz）绝缘特性会存在电压相关性[10]。存在电压
相关性原因之一是在极化电压作用下，油中的带电粒子产生漂移并被绝缘纸吸附，从而导致了非线性。研究表明，低测试电压能够得到更
真实的绝缘特性，但要求测试仪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抗干扰性能。 

升压介损测试

升压介损测试是指测试电压从最小至最大设定电压之间以固定的步长测试不同电压下的介损值。如果变压器异常的介损是由受潮或老化造
成的，那么介损值在各个电压下应该是相等的。介损随着测试电压的升高而增大表明存在离子杂质或绝缘油/绕组绝缘的碳化。对于干式
变压器，问题可能是由于绕组绝缘间空隙中产生的局放所导致的。

在电气工程中，局部放电被定义为在高压下，液体或固体绝缘的一小部分产生了局部的击穿，但在正负极导体间并未形成贯穿性的电树。
局放可存在与气体、固体和液体绝缘中，并且会逐渐侵蚀绝缘并导致击穿。使试品上出现可被探测到的局部放电的最低电压值被称为局放
起始电压。

升压介损测试常应用于6 kV以上的电机测试，来评估电机内部的局放情况。介损测试仪的输出电压一般会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即测试电
压高于电机绝缘的局放起始电压。但是，介损的测试电压对于额定电压为数百千伏的变压器来说远未达到局放起始电压，这就是在大多数
情况下变压器绝缘未表现出电压相关性的原因。

局放会显著降低变压器和套管的使用寿命，因此需要在设备运行时被密切监测。局放测试是变压器出厂时的必做项目，但在现场测试中很
少被用到，原因是测试设备体积较大，且效果一般。变电站中各种设备产生的局放会通过空气和传输线叠加到所有接地的设备上，并且局
放的测试结果受谐波和电磁干扰的影响也较大。

Megger最新的CDAX 605测试电桥能够配合外部电压源和标准电容测试各种电压等级的设备的高压介损值，从而评估设备内部的局放情
况。仪器能够分别测量流过标准电容和被测变压器的泄漏电流矢量，从而根据比例法计算试品的电容和介损值。测试原理图如图5.11所
示。由于将电压源和测试电路进行了分离，提高了测试灵活度。理论上CDAX 605的测试电压不存在上限，最高电压取决于外加的电压源。

介损的偏压特性（介损的电压相关性） 

图5.10 升压介损测试示例

图5.11 CDAX 605测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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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测试

矿物油具有高燃点和高电介质强度的特性，从20世纪初开始便被广泛用于油浸式设备的绝缘和冷却。矿物油会在设备运行期间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而逐渐老化，这些因素包括氧化、受潮、颗粒物或纤维浓度增加；电弧或放电；局部过热或整体过热。绝缘油的评估也是变压器
状态诊断重要的一环。

绝缘油的状态评估有许多方法，最常见到的几种方法是：油耐压测试、油微水测试以及油介损测试。进行这些测试之前首先要取油样，如
果在取样过程存在失误，则会对测试结果的可信度造成影响。取样时确保做到两点，第一点是按照相关的取样步骤进行取样，第二点是记
录所有必要的信息。

ASTM D923、ASTM D3613、IEC 60475 Ed. 2.0和IEC 60567 Ed.3.0等标准中都包含了取样操作方法，这里总结其中的一些重点：

g  遵循安全守则，确保手头具备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

g  取样瓶应清洁干燥。取样设备应清洁、干燥、密封完好。所有设备在取样前应先用同一种油样冲洗。

g  让绝缘油随着杯壁流下，或使用一根导管通到杯底，以减少空气和油混合。

g  将油样存放在阴暗的环境下，因为矿物油被紫外线照射时特性会改变。

g  当变压器内部气压低于外界气压时不要取样。打开阀门时空气可能会进入变压器内部并造成事故。

g  下雨或下雪时，或相对湿度较大时不要取样，这些情况下样品可能会混入其它物质。 

g  刮大风时不要取样，避免样品中混入灰尘。 

g  环境温度较高时尽量避免取样，因为出汗也是造成样品问题的常见原因。

需要记录的取样信息通常包含以下内容：

g  样品描述 

g  将要进行的测试 

g  变压器铭牌信息 

g  变压器类型 

g  绝缘液体类型 

g  是否存在泄漏 

g  绝缘液体维护记录（是否曾干燥过，等等） 

g  变压器维护记录（是否重新安装过绕组，等等） 

g  换气类型 

g  绝缘类型，包括温度升高速率 

g  散热设备信息（风扇、散热片等） 

g  顶部液体温度，可从油温计读取 

g  液体实际测试温度 

g  液位 

g  真空表和压力表读数 

绝缘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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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 常规测试

油耐压测试是一种检测绝缘油电介质强度的测试。测试室为带有两个电极
的油杯，电极之间需要按照规定留出一定的空隙。将油样注入油杯后，在

电极上施加测试电压，直至绝缘油被击穿。测试需要重复进行5-6次，击穿
电压的平均值就是测试结果，可将结果与相关标准或绝缘油制造商的手册进

行比较以判断油的状态。

油中的杂质如颗粒物和水会降低绝缘油的电介质强度，相关的研究结果如图6.2
和图6.3所示。

绝缘油耐压测试有许多相关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主要参考了以下三种标准，其中两个是美国标准，另外一个是IEC标准：

g  ASTM D877 –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ielectric Breakdown Voltage of Insulating Liquids Using Disk Electrodes（使用平板电极进行绝
缘液体击穿电压标准测试方法）

g  ASTM D1816 –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ielectric Breakdown Voltage of Insulating Oils of Petroleum Using VDE Electrodes（使用VDE电
极进行石化绝缘油击穿电压标准测试方法）

g  IEC 60156 – Insulating Liquids – Determination of the Breakdown Voltage at Power Frequencies – Test method（绝缘液体工频击穿电压
测试方法）

Megger公司的OTS油耐压测试仪能够满足上述所有标准，本节末尾有详细信息可供读者参考。此外，仪器还为用户提供了一些可根据需要
进行设置的参数，即按需设定测试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油被击穿时产生的电弧会使绝缘油碳化，从而影响后续的测试。因此，发生击穿
时应尽快切断测试电压，OTS的关断时间小于10 μs。

油耐压测试

图6.1 Megger油耐压测试仪的油样测试室

图6.2 不同水含量下绝缘油击穿电压与颗粒浓度的关系[11] 图6.3 不同颗粒物浓度下绝缘油击穿电压与水含量的关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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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 常规测试

            卡尔费休滴定法是一种经典的化学滴定法，通过库伦滴定法或体积滴定法来检测样品中的水含量。现在这种方法已被广泛地用于化 
          学和制造业的水分测试。库仑法的优点是测量低水含量（μg）的试品时精度较高。Megger公司的KF875和KF-LAB MkII是实验室或现 
        场专用的绝缘油水含量的测试仪器。

             卡尔费休滴定法的原理是水能够和一种含碘的化学试剂发生以下化学反应：

H2O+I2+SO2+3Base+CH3OH → 2Base∙HI+Base∙HSO4CH3

（（

伦滴定时，仪器对含碘离子的试剂进行电解氧化，在阳极端生成碘，公式如下。

2I- - 2e- → I2

电解生成的碘随即与水产生反应，当接近滴定终点时，试剂中开始出现碘，仪器探测到碘以后滴定就结束了。

图6.4所示是库伦滴定法的测试容器。阳极试剂包含了碘化物、二氧化硫和包含其它必要成分的试剂。阴极试剂包含甲醇，作用是将水从
试样中分离出来，并参与到反应中。滴定时探测电极上会流过电解电流，电解生成的碘随后与试品中的水发生反应。如果试剂中依然有过
量的水，探测电极两端会存在300-500 mV的极化电压，具体电压会因试剂的种类和样品的不同而略有差异。随着滴定的完成，探测电极
之间的电压会降到一个很低的值。

试品中的水含量是根据反应所消耗的电量来计算的。根据法拉第定律，生成1摩尔的碘需要96485×2库伦（电流×时间）电荷，96485是法
拉第常数。由于1摩尔碘消耗1摩尔的水，96485×2库伦电荷就对应18 g水。也就是说，如果电解电流是107 mA，耗时1秒，对应的水含量
就是10 μg。

油微水测试中水含量的单位是ppm，计算方法是水的质量（μg）除以试品质量（g）。通常在测试时注入1 ml油样，滴定结束后，结果计
算式如下：

其中V = 试品体积（ml），SG = 试品比重 （g/ml）。变压器绝缘油的测试结果可与图6.5所示的推荐值进行对比[13]。

常温下水在油中的溶解度很小，因此推荐在油温较高时进行取样，以提高测试精度。此外，由于绝缘纸是一种亲水物质，变压器中绝大部
分水都存在于绝缘纸中，因此仅从油微水测试结果还不足以得出变压器干燥程度的结论。介质谱分析技术是一种更有效的绝缘纸板水含量
评估方法。

油微水测试

图6.4 卡尔费休库伦滴定仪测试室

结果ppm (μg/g) =  = 
水的质量

VxSG 1mlx0.875g/ml

水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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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测试

绝缘油品质或杂质（如水、导电颗粒物）浓度可以通过测试绝缘油的介损来评估。在现场，可使用DELTA4000绝缘诊断系统和选配的油杯
来进行快速的油介损测试。

实验室中，油介损测试需要分别在25℃和100℃下进行。因为一些离子杂质可能在25℃时无法被检测到，但在100℃时对油介损的影响比
较大。

油介损测试

图6.5 不同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在各温度下最大推荐油微水值

表 8. 绝缘液体介损推荐值

状态

最大介损值 (%)

矿物油 硅油 自然酯

25̊C 100̊C 25̊C 100̊C 25̊C 100̊C

全新的绝缘液体 0.05 0.40 0.1 - 0.5 -

老化的绝缘液体 0.5 5.0 0.2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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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 高级诊断测试方法简介

              信号获取和处理技术的进步为变压器诊断带来了全新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技术是介质谱分析技术，DFR和频率响应分析技 
            术，FRA。这两项技术的特点是扩展了电气测试和绝缘测试的频率范围，因此能够得到更多与变压器状态相关的信息。许多科研项 
          目和现场测试已经验证了这些技术的有效性，它们的出现为变压器状态诊断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有了专业的测试软件，测试的进行和数据的获取都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深入了解这两项技术就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和电学知识。      
       每一节的起始部分主要介绍了测试原理、测试接线和简单的软件分析。剩余部分是有关这两项技术的深入理论分析。

 

变压器的绝缘系统包含了绝缘纸（板）和矿物油，绝缘电阻和介损
的结果是由两者共同决定的，因此出现结果异常往往很难判断是
由哪种介质造成的。由于取样困难，现场很难进行绝缘纸（板）
的直接测试。

工频介损测试的一个局限是介损值对绝缘油状态的变化并不是非常
灵敏，如图7.1所示，新油和旧油对工频介损值的影响非常小。另
外，在有些情况下，差的绝缘油、好的绝缘纸组合和好的绝缘油、
差的绝缘纸组合给出的介损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造成介损异常
的原因是介损测试无法探明的。介损测试的另外一些局限性在下文
还会有更详细的分析。

变压器水含量分布

变压器受潮会影响变压器的电气和机械强度。水分会显著地减少
绝缘纸板的寿命，降低其电介质强度和机械强度；而油中的水对
变压器的危害并没有纸中的水那么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入
介质谱分析之前，油微水测试是唯一评估变压器内部水含量的一
种方式。通过测定油中的水含量，可以估算纸中的水含量，这是
因为在平衡状态下，油中的水含量和绝缘纸板的水含量之间存
在一定的关系，最常用的关系曲线如图7.2所示[14]。平衡状态是
指：

g  油纸系统温度相同且稳定

g  水分有足够的时间在油纸系统内进行漂移，直至达到动态平衡

一般进行油微水测试时，应尽量在高油温时取样。这是因为在常
温下，油中水含量比较小，并且水含量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逆推
出的纸板水含量结果的巨大变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是极难溶于绝缘油的，因此绝大部分水分都存在于绝缘纸中。例如，一台含有25吨20ppm湿度绝缘油和2.5吨3%湿
度绝缘纸的变压器，油中水的质量是0.5 kg，而纸中水的质量是75 kg。此外，现场运行中的变压器平衡状态是很达到的。所有这些限制性
因素使得通过油微水测试来评估变压器湿度得到的结果误差是非常大的。

介质谱分析（电介质频率响应）

图7.1 好的绝缘纸板和不同状态绝缘油的介损vs.频率曲线

图7.2 油和纸水含量关系曲线

图7.3 常规状态下变压器的内部水含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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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诊断测试技术简介

图7.4 介质谱分析仪主测试界面

图7.5 绝缘纸板水含量标准

介质谱分析测试

介质谱分析是工频介损测试的延伸，它的测试参数（电容、介损）和接线方法与工频介损是相同的，区别在于介质谱分析测量的是宽频电
容和介损，频率范围通常为1 mHz – 1 kHz。由于有了水分对绝缘纸板的低频介损的影响非常大的特点，如图3.7所示，介质谱分析技术成
为一种非常有效的非侵入式、间接的绝缘纸板水分估算方法。

介质谱分析测试的接线方式可参考图5.1，测试开始前需输入绝缘温度（通常是油温）。仪器能够自动测试被试品在各个频率下的电容和
介损值，当测试完成后，软件可自动给出分析结果，如图7.4所示。虽然测试的参数是油纸系统的电容和介损，但软件能 将绝缘纸和绝缘
油解耦，分别给出两者各自的状况，这对于分析介损异常的原因分析是非常有帮助的。

许多国际标准中都有对绝缘纸板水含量的评级，如图7.5所示。如果水含量进入了红色区域，那么就要采取如现场干燥、滤油等措施，否
则变压器就会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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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不同水含量绝缘纸板的相对介电常数 图7.7 新油、旧油和老化油的相对介电常数

图7.8 变压器绝缘结构俯视图及XY等效模型

Part III - 高级诊断测试方法简介

绝缘纸板和绝缘油数据库

由于变压器的绝缘系统包含了绝缘纸板和绝缘油，因此对这两种材料各自的特性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许多变压器制造厂商和科研机构都
对这两种材料的特性进行了测定，Megger公司的数据库如图7.6和7.7所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决定绝缘纸板特性的最重要的参数是水含
量；决定绝缘油特性的最重要的参数是电导率（油介损）。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工频（高频段）下绝缘油的介损值与绝缘纸板相比是非常低的。另外，工频（高频段）下绝缘纸板的介损值对水含量
的变化并不是很灵敏。这种特性导致了常规的工频介损测试并不能很灵敏地反映出绝缘状态的变化。

XY模型

除了油的特性和纸板的特性以外，介质谱测试结果的分析还需要涉及到变压器的绝缘系统模型，最常见的模型是XY模型[15]，该模型是基
于变压器绝缘系统的设计构建的。X的定义是导油槽中所有围屏的厚度之和与导油槽宽度的比值；Y的定义式所有撑条的厚度之和与导油
槽周长的比值，如图7.8所示。

已知油特性和纸板特性后，变压器整体特性的表达式可写为：

其中，                  和                           是绝缘纸板的复介电常数，主要由水含量决定；                 是绝缘油的复介电常数，主要由电导率决
定。

                      是由仪器测量得到的，而等式右边有四个未知数。通过使用牛顿-拉夫逊法就可以从测得的变压器整体响应计算出四个未知数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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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不同湿度套管的介损vs.温度曲线

高级诊断测试技术简介

温度相关性

温度是所有绝缘测试中的一项重要参数。如果需要对结果进行对比和趋势分析，测试结果都必须校正到同一个
温度下。如之前所述，许多标准中给出的校正值是一定数量的各种变压器真实校正值的平均。然而实践表明，
干燥的绝缘受温度的影响很小而潮湿的绝缘受温度的影响很大，如图7.9所示。因此，标准中推荐的校正值可 
能并不适用于某一台特定的变压器。

通过观察材料的介质谱可以发现，温度的变化不会改变曲线的形状，只会使曲线在坐
标轴上发生平移，如图7.10所示。在对数坐标下，单位温度产生平移的距离与材料的
活化能Wa有关，表达式为：

其中，k是波兹曼常数，数值为1.38×10-23 J/K；T是绝缘温度（K）。绝缘纸
的活化能约1 – 1.05 eV，矿物油的活化能约为0.4 – 0.5 eV。

由于分析软件中具备了油和纸的活化能及XY模型，全新的温度校正技术能够
通过平移曲线的方法来实现，这种方法叫做智能温度校正。这种数学校正方
法比传统的校正方法的校正效果要好得多。

图7.10 不同温度下的绝缘纸介质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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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了水含量、油电导率及温度对介质谱的影响，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示意图如图7.11所示：

        g  水含量会影响低频段和高频段的频谱谱，但对低频段的影响较大。

      g  绝缘油电导率会影响中频段和低频段的频谱。

    g  温度会使绝缘纸和绝缘油的频谱发生偏移。  

完成变压器的介质谱测试后，就可以通过解方程（牛顿-拉夫逊法）得到反应绝缘纸板和绝缘油各自的状态的参数，即纸板水含量和油电
导率。绝缘结构可以根据绝缘系统的设计值输入到软件中，也可让软件自行求解。软件自行求解后数据库中的模拟曲线与实测曲线拟合效
果更加。

图7.11 影响介质谱的各种参数

图7.12 软件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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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响分析（绕组变形测试技术）

频率响应分析（FRA）测试是一种判断变压器的铁芯、绕组、紧固结构等机械状态的一种诊断性测试方法。FRA测试的是由变压器的电
阻、电感和电容元件构成的传递函数。通过将测试结果与标准曲线进行对比，就可发现多种故障状况，包括：

g  铁芯位移

g  铁芯接地问题

g  绕组变形

g  绕组位移

g  绕组局部塌陷

g  紧固结构损坏

g  匝间短路

g  绕组开路

g  等等

测试设置和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FRA测试的接线与励磁电流测试和短路阻抗测试相同，主要区别在于FRA测试的是宽频参数，IEC标准中要求的频率范围是20 Hz到2 MHz。
频响分析技术与介质谱分析技术都采用了宽频测试技术，FRA技术的特点是其侧重的频率更高一些。

进行三相变压器的FRA测试时，将两个测试夹钳固定到某侧绕组的两个套管终端（相-中性点或相-相），在另一侧绕组分别悬空和短路的
状态下进行测试。一侧绕组经过循环，可得到六组测试结果。

仪器将一个频率可变的电压信号施加到绕组的一端，同时在另一端测量响应信号，如图7.13所示。测试参数为输出电压信号U1和仪器内部
50Ω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降U2。测试结果用幅值（dB）和相位（°）来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2是50欧姆负载电阻两端的压降，这个电压与测试电流成正比。因此，幅值（U2和U1的比值）信息实际上反应
了变压器绕组的导纳情况。 

图7.13 FRA测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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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和相位信息在FRA测试过程中都有记录，但是进行分析时主要对幅值进行分析。测试曲线的横坐标为频率，可以是对数坐
标或线性坐标，如图7.14所示。IEC标准和DL/T国标中x轴和y轴所采用的参数是相同的，x轴一般是测试频率（Hz），y轴为幅值

（dB）。但是IEC标准推荐x轴采用对数坐标，而DL/T标准中的x轴采用的是线性坐标。两种格式都有自身的优势，但在宽频下，对
数坐标下对整个频段的特性观察效果较好。 

图7.14 FRA结果呈现形式

图7.15 典型的双绕组三相变压器FRA测试结果

(a) 对数坐标 (b) 线性坐标

从图中可以看出，FRA测试结果曲线是比较复杂的。分析时，需要使用比较法来进行分析，一共有三种比较法：

g  基于时间的比较（纵向比较）：同一台变压器、同一绕组、同一分接开关位置在不同时期获取的幅频响应特性的比较。

g  基于设计的比较（横向比较）： 同一台变压器三相幅频响应特性之间的相互比较。

g  基于型号的比较：同型号变压器幅频响应特性的比较。 

FRA响应及结果分析

对于一台三相双绕组变压器，至少需要进行三组、共九条曲线的测试：

g  信号从高压侧注入，低压侧开路

g  信号从高压侧注入，低压侧短路

g  信号从低压侧注入，高压侧开路

典型的健康的三相双绕组变压器测试结果如图7.15所示。“开路”测试的是变压器的励磁阻抗信息，而“短路”测试的是变压器的漏阻抗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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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软件的决策辅助功能

图7.17 变压器低频模型

三相变压器通常进行的是相间的比较，三相响应曲线偏差较小则说明变压器状态良好。需要注意的是，开路测试中B相的结果曲线与A、C
两相在低频段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三柱式铁芯的结构造成的，参阅2.4节。此外，最高频段的响应可能会由于连接线或分接开关的对
称性问题存在些许差异，是当变压器带有第三绕组时较常见。这种情况下差异并不能表明变压器内部存在形变。

测试仪自带的软件能够自动比较两条曲线的差异并给出结论，为用户提供决策支持。所有的测试数据点被分为三个频率，即低频段、中频
段和高频段。然后软件根据能够依照国标DL/T 911-2004来计算这些数据点的相关性系数，根据系数大小对变压器的机械状态进行判断。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用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加精确和专业的结果分析方法需要掌握变压器的高频模型。下一节将要介绍这种高频模
型，并给出一些实例。

高级诊断测试技术简介

变压器模型

为了更好地了解为什么FRA测试能够检测到变压器的机械形变，首先需要了解变压器的等效电路模型。为了便于理解，以下所介绍的模型
均为单相变压器的等效模型。

变压器的低频（工频以下）等效模型如图7.17所示，此模型包含了理想变压器、励磁阻抗和漏阻抗。如果FRA信号从高压侧注入，同时低
压侧保持开路，那么测试效果等同于励磁电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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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 高级诊断测试方法简介

         由于励磁阻抗与测试频率成正比，因此在初始状态下，导纳曲线是一条从起点（20 Hz）开始，斜率恒定的直线，如图7.18所
示。随着频率的增 
       加，电容效应开始显现，因此导纳曲线停止下降，开始上升。第一个共振是由绕组和铁芯构成的电感与绕组对地的电容造成的。 
     随着频率的升高，铁芯的磁导率会逐渐下降（参考图2.5），于是就会出现图7.15所示的40kHz以上“开路”和“短路”测试的结果 
   相同的现象。这是因为高频下铁芯已经和空气性质相同了。

随着频率的进一步升高，绕组的自身电感（nH/m）以及绕组的匝间电容开始显现。变压器的高频集总电路模型如图7.19所示。模型中的
数字式绕组的匝数序号，每一匝线圈都由自身电感、互感、自身电阻组成；此外还包括了匝间的电容（及其损耗）以及对地的电容（及其
损耗）。 

集总电路模型

集总电路已经超出了电力系统领域的范围，它属于微波领域的知识。这两个领域的主要区别是研究对象的尺寸大小，在电力系统中电网的
物理尺寸通常会比电信号的波长小；而在微波领域，网络尺寸与电信号波长相当或比电信号波长大得多。

图7.19所示的变压器绕组导体的全长被分为许多个串联的部分，每个部分长度为Δx，从而构成了微波领域最常用的集总电路。在这个分
布式的网络中，末端的电压、电流和导纳与信号源的关系会随着频率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波动的曲线。

图7.18 第一处共振点附近的等效电路模型 

图7.19 单相变压器集总电路模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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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受各种机械故障影响较大敏的频段

频带 元件 结果异常的原因

< 2 kHz 铁芯主体
绕组磁路

铁芯变形、开路、
匝间短路及剩磁

2 kHz - 20 kHz 铁芯主体
绕组磁路 绕组整体位移

20 kHz - 400 kHz 主绕组 主绕组或分接开关形变、损坏

400 kHz - 1 MHz 主绕组，分接开关和内部接线 主绕组或分接开关位移，对地阻抗变化

更可靠的结果分析方法

导体、绝缘性质以及铁磁元件性质的改变都会影响到集总电路中相应的元件，从而导致频响的改变。FRA的低频响应主要由磁路性质决定
（开路阻抗或短路阻抗）。因此铁芯问题、匝间短路或绕组开路会改变这部分的曲线形状。绕组整体对地的电容大约在几个纳法左右，通
常会影响中频段测试结果。绕组的匝间电容和自身的电感较小，通常会影响高频段的测试结果。读者可参考表9来根据曲线产生差异的频
段来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表中频带的区分仅作参考，不同的变压器严格意义上的低频段、中频段和高频段会略有差异。

案例分析

本节例举了不同故障状况下变压器的典型的FRA响应曲线。一部分案例选自CIGRE和IEC标准文献[16]、[17]，另一部分来自Megger公司的现
场实测案例。

绕组匝间短路

图7.20所示为一台存在匝间短路故障的25 MVA、55/23 kV变压器。三条曲线是低压侧开路的情况下高压侧绕组的FRA测试结果，因此低频
段主要由变压器的励磁电抗所决定。匝间短路故障的典型特征是故障相的低频段响应幅值显著升高，因为匝间短路降低了励磁电抗，使其
更加接近短路阻抗值。此外，由于三柱式铁芯结构，正常变压器的响应曲线中A相和C相是相同的，而B相略有不同。当存在匝间短路时，
一个铁芯柱如果被短路，这种特性就会消失，因此未发生故障的两相在低频段会出现完全重合。 

图7.20 绕组匝间短路故障时的FRA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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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变形

图7.21是一台400 MVA, 242/20 kV变压器的高压侧B相绕组。从图7.22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故障相B的1 kHz到40 kHz曲线发生了明显的
偏移。根据表9，这个频段的曲线偏移一般预示着绕组的整体形变。 

铁芯问题

对变压器进行维护时需要将铁芯接地，当重新投运时须将此接地拆除。图7.23所示为一台变压器铁芯在不同接地情况下的频率响应情况。
铁芯接地状况的改变会使对地电容发生变化，从而使共振频率发生改变。

导体倾斜

有载分接开关抽头位置改变时发生的闪络可能会对绕组造成轻微的机械损伤，如图7.24所示。这种故障以及绕组连接线状况的变化通常能
在FRA结果的最高频段得到体现。然而，由于高频段的灵敏度过高，进行故障判断时需要特别谨慎。为了减少测试误差，必须先将变压器
与电网隔离，并且按照标准要求的方法进行测试。对于一些带有第三绕组的变压器，即便是机械状况良好，高频段曲线也可能会发生偏
移。

图7.21 变形的高压绕组侧视图 图7.22 绕组整体形变故障时的FRA测试结果

图7.23 不同铁芯接地情况下的FRA测试结果

图7.24 闪络后导体发生倾斜 图7.25 绕组导体轻微故障时的FRA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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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 FRA测试接地方法 

(a) ) 正确的接地法 (b) 错误的接地法

FRA测试中的注意事项

由于FRA测试是一种低压测试，为了保证测试的可重复性，必须遵循一些测试准则。不恰当的做法可能会造成显著的测试误差，对结果判
断造成影响。

断开连接并隔离变压器

被测试品必须从电网中断开并隔离，终端上的所有连接必须拆除，但是外壳的接地连、辅助设备以及电流互感器的连接须保持。如果没有
遵循这些措施，连接到终端的导体可能会影响到测试结果。

优良的仪器

首先，选取大动态量程和高精度的仪器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推荐仪器使用三条测试线（施加电压的线和测试电压的线分开）的仪器。测试
线必须是带屏蔽层的同轴电缆，拥有良好的高频特性以及匹配的终端（50 欧），以防电磁波反射。

正确的接地方法

测试夹使用的接地线最好选取带状的导体，并且应尽量短，将测试线的屏蔽与套管的接地法兰连接在一起，如图7.26所示。良好的接地对
获取正确的高频响应至关重要。

测试电压和消磁 

由于铁芯特性会受到其磁化状态的影响，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重复性，每次测试都需要使用相同的测试电压，且进行测试前需要
对变压器进行消磁。这些措施能够保证低频曲线的重复性。

分接开关抽头位置 

对于带有有载分接开关的变压器，标准的做法如下：

g  抽头的位置使最多的线圈包含在测试回路中

g  抽头的位置使分接开关排除在测试回路外

对于带有无载分接开关的变压器，抽头位置可位于运行位置或额定电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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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有时难以达到设计的运行寿命，短路故障、绝缘失效或辅助设备（套管、分接开关、冷却器等）故障会使变压器受到损坏。 
CIGRE[18]报告中记录了变压器主要的故障原因，如图8.1所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辅助设备的测试和诊断也是防止变压器意外故障的
重要一环。

套管测试

图8.1 变压器元件故障统计结果

图8.2 ABB公司115 kV以上套管结构原理图

电容式套管是一种最常见的高压设备，这种套管的中心导体和安装法兰之间均匀分布着一些导电薄膜，形成串联电容，目的是使套管绝缘
内的场强均匀分布。图8.2中的实线显示的是没有采用均压薄膜的电势分布曲线。在这种情况下，电场在中心导体附近区域比较强，导致
这个区域的绝缘会受到更大的应力。虚线是采用均压薄膜后的电势分布曲线，电场在径向的分布是均匀的。

115 kV以上的套管末屏通常会安装在倒数第二层导电薄膜上，最外层薄膜与法兰相连。这样的结构构成了两个被测电容：

g  C1: 中心导体和末屏构成的电容

g  C2: 末屏和接地法兰构成的电容

69 kV以下电容式套管的设计与高压套管略有不同，它们的末屏通常位于最外层均压薄膜。C1的测试和评估方法与高压套管是一样的，C2

无需测试，因为末屏和接地法兰时间并不只有油纸绝缘，还有粘合剂及空隙，因此IEEE标准不要求对69 kV以下套管的C2电容进行测试。
套管的介损和绝缘电阻测试结果分析可参考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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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C1电容测试接线图，改变红线和黑线的位置可进行C2电容的测试

图8.4 高压环测试接线图

高压环测试

如果套管不带测试末屏，那么现场唯一可用的测试方法就是高压环测试。通过在套管的某个区域施加高压，就可以评估该区域的绝缘情
况。首先在需要测试的绝缘表面紧密地捆绑一圈导体环，该导体环可以是导电橡胶或金属薄膜。然后把电压加到导体环上，测试流过中心
导体的绝缘泄漏电流，测试模式应使用GST模式。

高压环测试数据的判断标准如下：

g  瓦特损耗小于100 mW — 绝缘状态良好

g  瓦特损耗大于100 mW — 绝缘状态不佳 （存在杂质）

g  泄漏电流与同类套管误差在10%以内 — 绝缘状态良好

g  泄漏电流与同类套管误差超过10%–绝缘状态不佳（绝缘油液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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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变压器都使用了分接开关，分接开关的用途是在一次侧电压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二次侧电压的稳定；或在稳定的一次侧电压下调节二次
侧电压的大小。图8.1所示的故障原因统计显示了分接开关故障是一种导致变压器故障的重要原因。

有载分接开关的作用是在切换抽头位置的时候不中断负载电流。图8.5所示是典型的电阻式分接开关的原理图。切换开关有三个触头，H
触头的作用是承载稳态电流。M1和M2触头在稳态时是开路的，它们的作用是在切换过程中限制暂态电流的幅值。分接开关切换抽头所需
的能量是由电机产生的，然后通过齿轮结构传递到触头。电机和齿轮也会随着时间老化，产生各自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材料或安装的问
题都会导致分接开关故障。

分接开关测试

图8.5 ABB公司17抽头分接开关原理图

图8.6 带全新的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直阻结果 图8.7 带老化的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直阻结果

分接开关是变压器绕组的一部分，因此一些变压器的测试方法，如直阻测试、变比测试以及FRA测试都可用于检测分接开关的状态。图
8.6所示是一台带全新的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的直阻测试结果。图8.7所示是一台带老化的分接开关的变压器直阻测试结果。全新的设备各抽
头位置阻值的变化是平滑、均匀的，而老化的设备阻值变化波动较大。

由于有载分接开关是变压器上唯一可移动的元件，因此它存在更多的老化机理。静态电阻测试结果不足以反映机械设备的状态。动态电阻
测试，DRM是一种高效的分接开关离线诊断法。测试时仪器向绕组施加一个DC电压，为了加快测试电流的响应，需将另一侧绕组短路。
软件能够自动计算并绘制电阻的时间曲线，如图8.8所示。分接开关开始运动后，负载触头被断开，一个电阻触头被接入电路；随着切换
开关的继续动作，两个过渡电阻触头都被接入电路（并联），因此总的电阻值降为原来的一半；然后一个电阻触头断开；最后再回到仅负
载触头接入电路的状态。电阻/电流的暂态过程可在图中得到清晰的呈现，从而发现机械装置润滑不足、触头磨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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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分接开关典型的DRM测试结果

图8.9 CT工作原理图

图8.10 CT铁芯材料B-H曲线

电流互感器（CT）是一种电流变压器，用于为计量仪表、继电保护以及其它设备提供按比例降低的电流。CT的一次侧与主电路串联，二
次侧的电流能够以精确的比例和极小的相角差反映一次侧的电流。

CT测试的目的是保证它们的精度和安全运行，测试项目包括：励磁特性测试、负载测试、变
比测试、极性测试和绕组电阻测试。

CT消磁

进行CT测试前，建议首先对CT进行消磁。若不进行消磁，可能会因铁芯的饱和度问题给变
比、励磁特性和负载测试结果造成误差。消磁的方法是首先对二次侧绕组施加一个交流电
压，使铁芯达到饱和，然后逐渐将电压降为零。

励磁特性测试

互感器和电力变压器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运行过程中铁芯的饱和度。CT可分为两类，
计量CT和保护CT。对于计量CT来说，铁芯的饱和度一般会非常低，从而确保感应电流的精
度。磁场强度和磁通密度一般会位于图8.10中H1之前的区域，从而保证二次侧电流与一次侧
电流严格地成正比。保护CT的励磁程度比计量CT高，但仍然要显著低于电力变压器。它的作 
用是将系统中的故障电流信息传递给保护继电器，因此对比例线性度的要求比计量CT要低。如果CT铁芯已处于饱和状态，负载电压的略
微上升都会消耗巨大的励磁电流，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一次侧电流的增加由于铁芯的限制就传递至二次侧，从而使保护动作。以上原因 
说明了CT的励磁特性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励磁特性测试时，测试仪对CT的二次侧施加一个可变的交流电压，然后绘制出励磁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曲线。励磁特性曲线上拐点的 
定义是“二次侧电压提高10%会导致励磁电流增加50%的那个点”。

电流互感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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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带有多个抽头的CT的励磁特性测试结果

变比和极性测试

CT的变比的定义为一次侧额定电流与二次侧额定电流的比值。例如，一台300:5的CT意味着如果一次侧流过的电流是300 A，则二次侧的
感应电流为5 A；如果一次侧电流降为30 A，那么二次侧电流就变为0.5 A。

变比和极性测试可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即电压法和电流法。电压法测试与一般电力变压器的变比测试使用相同的方法，在二次侧施加测试
电压，通过测量一次侧的感应电压就可计算变比。电流法测试是指向CT的一次侧注入测试电流（低于饱和值），通过测量二次侧的感应电
流来计算变比。对于高精度的CT，通过对一次侧注入额定电流来测试变比的方法是最合适的。

测试CT极性的方法有很多，最方便的方法是比较一次侧参数和二次侧参数的相角差。

负载测试

CT的二次侧通常会连接到计量设备、保护设备或其它传感器。这些连接到CT二次侧的设备就是所谓的负载，通常用VA和特定电流下的功
率因数，或总阻抗及其电阻、电感分量来表示。CT中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铁芯，一些铁芯用于计量目的，另一些用于保护目的。计量目的
的铁芯一般要求能够在10%-100%额定电流下保持较高的精度，而保护目的的铁芯一般要求在一定的负载下，在1-20倍额定电流下保持
±10%的精度。CT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负载和铁芯的励磁水平。

如果一台300/5、负载为1欧姆的CT一次侧电流为300 A，则二次侧感应电流为5 A，并且励磁电压为5 V。如果负载阻抗更大，则励磁电压
更大。励磁电压增大后，CT的精度便会下降。如果励磁电压已使铁芯饱和，CT就无法继续正常运行。

绝缘测试

为了确保CT的二次侧绕组绝缘良好，通常需要对CT进行500 V或100 V的绝缘电阻测试。测试电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低于该阻值应该调查
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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