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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自 2008 年发布以来，在规范和有效开展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
工作，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电网快速发展和公司状态检修
工作深入推进的新形势，提高标准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根据公司 2012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对标
准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代替 Q/GDW168—2008，与 Q/GDW168—2008 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修改了电压范围，增加了设备类型。
——增加了带电检测试验项目，部分作为例行试验项目，其它作为诊断性试验项目。
——修改了 4.2.2 试验说明，增加了带电检测对于停电试验的补充关系，增加了不拆引线试验
的说明，增加了简化二次低电压交流耐压的说明。
——修改了 4.4.1 周期调整，修改了周期调整的时间范围，增加了带电检测对于周期调整的影
响，增加了同间隔设备的检修原则。
——删除了 4.5 解体性检修的适用原则。
——删除了附录 B（规范性附录）“变压器线间电阻到相绕组电阻的换算方法”。
本标准由国家电网公司运维检修部提出并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福建电力公司、浙江电力公司、北京电力公司、河北
电力公司、宁夏电力公司、湖南电力公司、重庆电力公司、河南电力公司、陕西电力公司、辽宁电
力公司、安徽电力公司、天津电力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克利、刘有为、阎春雨、吴立远、毕建刚、刘明、彭江、焦飞、是艳杰、
袁帅、杨圆、王峰、宋杲、李炜、李金忠、应宗明、段大鹏、雷红才、印华、吴旭涛、孙翔、岳国
良、韩金华、陈瑞国、陈新、方琼、吴经锋、王庆军、应高亮、张波
本标准 2008 年 1 月首次发布，2013 年 6 月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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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直流电网中各类高压电气设备巡检、检查和试验的项目、周期和技术要求，
用以判断设备是否符合运行条件，保证安全运行。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电网公司电压等级为 750 kV 及以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4 石油产品酸值测定法
GB/T 507 绝缘油击穿电压测定法
GB/T 51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GB 1094.3 电力变压器 第 3 部分：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GB/T 1094.6 电力变压器 第 6 部分：电抗器
GB/T 1094.10 电力变压器 第 10 部分：声级测定
GB 1094.11 电力变压器 第 11 部分：干式变压器
GB 1207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GB 1208 电流互感器
GB/T 4109 高压套管技术条件
GB/T 4703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GB/T 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图形符号
GB/T 5654 液体绝缘材料工频相对介电常数、介质损耗因数和体积电阻率的测量
GB/T 6541 石油产品油对水界面张力测定法（圆环法）
GB/T 7252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GB/T 7595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
GB/T 7600 运行中变压器油水分含量测定法（库仑法）
GB/T 7601 运行中变压器油水分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GB/T 7602 运行中汽轮机油、变压器油 T501 抗氧化剂含量测定法（分光光度法）
GB/T 1102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条件
GB/T 11023 高压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导则
GB 11032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T 12022 工业六氟化硫
GB/T 14542 运行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
GB/T 19519 标称电压高于 1000V 的交流架空线路用复合绝缘子――定义、试验方法及验收准
则
GB/T 24624 绝缘套管 油为主绝缘（通常为纸）浸渍介质套管中溶解气体分析（DGA）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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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导则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33 110～500kV 架空送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 263 变压器油中金属元素的测定方法
DL/T 345 带电设备紫外诊断技术应用导则
DL/T 417 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导则
DL/T 421 绝缘油体积电阻率测定法
DL/T 423 绝缘油中含气量的测定 真空差压法
DL/T 429.1 电力系统油质试验方法 透明度测定法
DL/T 429.2 电力系统油质试验方法 颜色测定法
DL/T 432 电力用油中颗粒污染度测量方法
DL/T 437 高压直流接地极技术导则
DL/T 450 绝缘油中含气量的测试方法 二氧化碳洗脱法
DL/T 474.1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绝缘电阻、吸收比和极化指数试验
DL/T 474.3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介电损耗因数 tanδ试验
DL/T 475 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量导则
DL/T 506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绝缘气体湿度测量方法
DL/T 538 高压带电显示装置
DL/T 593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DL/T 626 劣化盘形悬式绝缘子检测规程
DL/T 664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技术应用导则
DL/T 703 绝缘油中含气量的气相色谱测定法
DL/T 864 标称电压高于 1000V 交流架空线路用复合绝缘子使用导则
DL/T 887 杆塔工频接地电阻测量
DL/T 911 电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法
DL/T 914 六氟化硫气体湿度测定法（重量法）
DL/T 915 六氟化硫气体湿度测定法（电解法）
DL/T 916 六氟化硫气体酸度测定法
DL/T 917 六氟化硫气体密度测定法
DL/T 918 六氟化硫气体中可水解氟化物含量测定法
DL/T 919 六氟化硫气体中矿物油含量测定法（红外光谱分析法）
DL/T 920 六氟化硫气体中空气、四氟化碳的气相色谱测定法
DL/T 921 六氟化硫气体毒性生物试验方法
DL/T 984 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老化判断导则
DL/T 1093 电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电抗法检测判断导则
DL/T 1096 变压器油中颗粒度限值
DL/T 5092 110～500kV 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24 高压直流输电大地返回运行系统设计技术规定
Q/GDW 152 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
Q/GDW 534 变电设备在线监测系统技术导则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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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状态检修 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
企业以安全、可靠性、环境、成本为基础，通过设备状态评价、风险评估，检修决策，达到运
行安全可靠，检修成本合理的一种检修策略。
3.1.2
设备状态量 equipment condition Indicators
直接或间接表征设备状态的各类信息，如数据、声音、图像、现象等。
3.1.3
例行检查 Routine Maintenance
定期在现场对设备进行的状态检查，含各种简单保养和检修，如污秽清扫、螺丝紧固、防腐处
理、自备表计校验、易损件更换、功能确认等。
3.1.4
在线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在不停电情况下，对电力设备状况进行连续或周期性的自动监视检测。
3.1.5
带电检测 Energized Test
一般采用便携式检测设备，在运行状态下，对设备状态量进行的现场检测，其检测方式为带电
短时间内检测，有别于长期连续的在线监测。
3.1.6
巡检 Routine Inspection
为掌握设备状态，对设备进行的巡视和检查。
3.1.7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为获取设备状态量，评估设备状态，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定期进行的各种带电检测和停电试验。
需要设备退出运行才能进行的例行试验称为停电例行试验。
3.1.8
诊断性试验 Diagnostic Test
巡检、在线监测、例行试验等发现设备状态不良，或经受了不良工况，或受家族缺陷警示，或
连续运行了较长时间，为进一步评估设备状态进行的试验。
3.1.9
初值 Initial Value
指能够代表状态量原始值的试验值。初值可以是出厂值、交接试验值、早期试验值、设备核心
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的首次试验值等。初值差定义为：
（当前测量值-初值）/初值 × 100%。
3.1.10
注意值 Attention Value
状态量达到该数值时，设备可能存在或可能发展为缺陷。
3.1.11
警示值 Warning Value
状态量达到该数值时，设备已存在缺陷并有可能发展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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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家族缺陷 Family Defect
经确认由于制造厂设计、材质、工艺等同一共性因素导致的设备缺陷或隐患称为家族缺陷。如
某设备出现家族缺陷，则具有同一设计、和/或材质、和/或工艺的其它设备，不论其当前是否可检出
同类缺陷，在这种缺陷或隐患被消除之前，都称为有家族缺陷设备。
3.1.13
不良工况 Undesirable Service Condition
设备在运行中经受的、可能对设备状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种特别工况。
3.1.14
基准周期 Benchmark Interval
本标准规定的巡检周期和例行试验周期。
3.1.15
轮试 In Turn Testing
对于数量较多的同厂同型设备，若例行试验项目的周期为 2 年及以上，宜在周期内逐年分批进
行，这一方式称为轮试。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U0：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与金属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电压有效值
Um：设备最高工作电压有效值
4 总则
4.1 设备巡检
在设备运行期间，应按规定的巡检内容和巡检周期对各类设备进行巡检，巡检内容还应包括设
备技术文件特别提示的其它巡检要求。本标准所指设备巡检是设备专业巡检，有别于变电站日常巡
检，巡检情况应有书面或电子文档记录。
在雷雨季节前，大风、降雨（雪、冰雹）、沙尘暴及有明显震感的地震之后，应对相关设备加强
巡检；新投运的设备、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后重新投运的设备，宜加强巡检；日最高
气温 35℃以上或大负荷期间，宜加强红外测温。
4.2 试验分类和说明
4.2.1 试验分类
本标准将试验分为例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例行试验通常按周期进行，诊断性试验只在诊断设
备状态时根据情况有选择地进行。
4.2.2 试验说明
开展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应注意以下事项：
a） 若存在设备技术文件要求但本标准未涵盖的检查和试验项目，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若设备技术文件要求与本标准要求不一致，按严格要求执行。
b） 110（66）kV 及以上新设备投运满 1 至 2 年，以及停运 6 个月以上重新投运前的设备，应
进行例行试验，1 个月内开展带电检测。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后重新投运的
设备，可参照新设备要求执行。
c） 现场备用设备应视同运行设备进行例行试验；备用设备投运前应对其进行例行试验；若更
换的是新设备，投运前应按交接试验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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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经实用考核证明利用带电检测和在线监测技术能达到停电试验的效果，经批准可以不做
停电试验或适当延长周期。
e） 500kV 及以上电气设备停电试验宜采用不拆引线试验方法，如果测量结果与历次比较有明
显差别或超过本标准规定的标准，应拆引线进行诊断性试验。
f） 二次回路的交流耐压可用 2500V 兆欧表测绝缘电阻代替。
g） 在进行与环境温度、湿度有关的试验时，除专门规定的情形之外，环境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80%，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绝缘表面应清洁、干燥。若前述环境条件无法满足时，可按
4.3.5 进行分析。
h） 除特别说明，所有电容和介质损耗因数一并测量的试验，试验电压均为 10kV。
4.3 设备状态量的评价和处置原则
4.3.1 设备状态评价原则
设备状态的评价应该基于巡检及例行试验、诊断性试验、在线监测、带电检测、家族缺陷、不
良工况等状态信息，包括其现象强度、量值大小以及发展趋势，结合与同类设备的比较，做出综合
判断。
4.3.2 注意值处置原则
有注意值要求的状态量，若当前试验值超过注意值或接近注意值的趋势明显，对于正在运行的
设备，应加强跟踪监测；对于停电设备，如怀疑属于严重缺陷，不宜投入运行。
4.3.3 警示值处置原则
有警示值要求的状态量，若当前试验值超过警示值或接近警示值的趋势明显，对于运行设备应
尽快安排停电试验；对于停电设备，消除此隐患之前，一般不应投入运行。
4.3.4 状态量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在相近的运行和检测条件下，同一家族设备的同一状态量不应有明显差异，否则应进行显著性
差异分析，分析方法见附录 A。
4.3.5 易受环境影响状态量的纵横比分析
本方法可作为辅助分析手段。如 a、b、c 三相（设备）的上次试验值和当前试验值分别为 a1、b1、c1、
a2 、b2 、c2 ，在分析设备 a 当前试验值 a2 是否正常时，以上次试验值为基准，根据 a2 /(b2 + c2 ) 与
a1 /(b1 + c1 ) 两个数值的相对变化率有无明显差异进行判断，一般不超过±30%可判为正常。
4.4 基于设备状态的周期调整
4.4.1 周期的调整
本标准给出的基准周期适用于一般情况，在下列情况下作调整：
a） 对于停电例行试验，各省公司可依据设备状态、地域环境、电网结构等特点，在本标准所
列基准周期的基础上酌情延长或缩短试验周期，调整后的试验周期一般不小于 1 年，也不
大于基准周期的 2 倍。
b） 对于未开展带电检测设备，试验周期不大于基准周期的 1.4 倍；未开展带电检测老旧设备
（大于 20 年运龄）
，试验周期不大于基准周期。
c） 对于巡检及例行带电检测试验项目，试验周期即为本标准所列基准周期。
d） 同间隔设备的试验周期宜相同，变压器各侧主进开关及相关设备的试验周期应与该变压器
相同。
4.4.2 可延迟试验的条件
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设备，停电例行试验可以在 4.4.1 周期调整后的基础上最多延迟 1 个 年 度 ：
a） 巡检中未见可能危及该设备安全运行的任何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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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带电检测（如有）显示设备状态良好；
c） 上次例行试验与其前次例行（或交接）试验结果相比无明显差异；
d） 没有任何可能危及设备安全运行的家族缺陷；
e） 上次例行试验以来，没有经受严重的不良工况。
4.4.3 需提前试验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设备，需提前，或尽快安排例行或/和诊断性试验：
a） 巡检中发现有异常，此异常可能是重大质量隐患所致；
b） 带电检测（如有）显示设备状态不良；
c） 以往的例行试验有朝着注意值或警示值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或者接近注意值或警示值；
d） 存在重大家族缺陷；
e） 经受了较为严重不良工况，不进行试验无法确定其是否对设备状态有实质性损害。
f） 如初步判定设备继续运行有风险，则不论是否到期，都应列入最近的年度试验计划，情况
严重时，应尽快退出运行，进行试验。
5 交流设备
5.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
5.1.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电抗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1.1.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1、表 2）
表 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油温和绕组温度
呼吸器干燥剂（硅胶）
冷却系统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4. 35kV 及以下：1 年

声响及振动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见 5.1.1.2a）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

见 5.1.1.2b）

1/3 以上处于干燥状态

见 5.1.1.2c）

无异常

见 5.1.1.2d）

无异常

见 5.1.1.2e）

表 2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 月；

无异常

3. 110（66）kV：半年；

见 5.1.1.3

4. 35kV 及以下：1 年
1. 乙炔≤1μL/L（330kV 及以上）
≤5μL/L（ 其 它 ）（注 意 值 ）；
1. 330kV 及以上：3 月；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2. 220kV：半年；
3. 35kV～110（66）kV：1 年

2. 氢气≤150μL/L（注意值）；
3. 总烃≤150μL/L（注意值）；
4. 绝对产气速率：
≤12mL/d（隔膜式）（注意值）
或≤6mL/d（开放式）（注意值）；
5. 相对产气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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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注意值）

绕组电阻

1. 1.6MVA 以上变压器，各相绕组电阻
相间的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
（警示值），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线
间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1%（注
意 值 ）；1.6MVA 及以下的变压器，相
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4%（警示值），线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
相平均值的 2%（注意值）；

220kV 及以上：3 年

见 5.1.1.5

2.同相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绝缘油例行试验
套管试验

1. 330kV 及以上：1 年；
2. 220kV 及以下：3 年
110（66）kV 及以上：3 年

见 7.1

见 7.1

见 5.7

见 5.7

表 2（续）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铁心接地电流测量（带
电）

1. 220kV 及以上：1 年；

铁心绝缘电阻

绕组绝缘电阻

2. 110（66）kV 及以下：2 年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要

求

≤100mA（注意值）
≥100MΩ（新投运 1000 MΩ）（ 注
意值）

说明条款
见 5.1.1.6

见 5.1.1.7

1. 无显著下降；
2. 吸收比≥1.3 或极化指数≥1.5
或绝缘电阻≥10000 MΩ（注意值）

见 5.1.1.8

1. 330kV 及以上：≤0.005（注意值）；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110（66）kV～220kV：≤0.008（注
意 值 ）；
（20℃）
2. 35kV 及以下：4 年
3. 35kV 及以下：≤0.015（注意值）
有载分接开关检查（变压
器）

见 5.1.1.10

测温装置检查
气体继电器检查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冷却装置检查
压力释放装置检查

解体性检修时

见 5.1.1.9

见 5.1.1.10

见 5.1.1.10

无异常

见 5.1.1.11

无异常

见 5.1.1.12

无异常

见 5.1.1.13

无异常

见 5.1.1.14

5.1.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油位正常，无油渗漏；
b） 记录油温、绕组温度，环境温度、负荷和冷却器开启组数；
c） 呼吸器呼吸正常；当 2/3 干燥剂受潮时应予更换；若干燥剂受潮速度异常，应检查密封，
并取油样分析油中水分（仅对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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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冷却系统的风扇运行正常，出风口和散热器无异物附着或严重积污；潜油泵无异常声响、
振动，油流指示器指示正确；
e） 变压器声响和振动无异常，必要时按 GB/T 1094.10 测量变压器声级；如振动异常，可定量
测量。
5.1.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变压器箱体、储油柜、套管、引线接头及电缆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
或相对温差。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1.1.4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除例行试验外，新投运、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后重新投运的变压器，在投运后的
第 1、4、10、30 天各进行一次本项试验。若有增长趋势，即使小于注意值，也应缩短试验周期。烃
类气体含量较高时，应计算总烃的产气速率。取样及测量程序参考 GB/T 7252，同时注意设备技术
文件的特别提示（如有）。
当怀疑有内部缺陷（如听到异常声响）、气体继电器有信号、经历了过负荷运行以及发生了出口
或近区短路故障，应增加取样分析。
5.1.1.5 绕组电阻
测量时，绕组电阻测量电流不宜超过 20A，铁心的磁化极性应保持一致。要求在扣除原始差异
之后，同一温度下各绕组电阻的相间差别或线间差别不大于规定值。此外，还要求同一温度下，各
相电阻的初值差不超过±2%。电阻温度修正按式（1）进行。
T +t
R2 = R1 ( k 2 )
（1）
Tk + t1
式中，R1、R2 分别表示温度为 t1、t2 时的电阻；TK 为常数，铜绕组 TK 为 235，铝绕组 TK 为 225。
无励磁调压变压器改变分接位置后、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检修后及更换套管后，也应测量
一次。
电抗器参照执行。
5.1.1.6 铁心接地电流测量（带电）
当铁心接地电流无异常时，可不进行铁心绝缘电阻测试。
5.1.1.7 铁心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测量采用 2500V（老旧变压器 1000V）兆欧表。除注意绝缘电阻的大小外，要特别注
意绝缘电阻的变化趋势。夹件引出接地的，应分别测量铁心对夹件及夹件对地绝缘电阻。
除例行试验之外，当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异常，在诊断时也应进行本项目。
5.1.1.8 绕组绝缘电阻
电压等级为 220kV 及以上且容量为 120MVA 及以上时，宜采用输出电流不小于 3mA 的 兆 欧 表 。
测量时，铁心、外壳及非测量绕组应接地，测量绕组应短路，套管表面应清洁、干燥。采用 5000V 兆
欧表测量。测量宜在顶层油温低于 50℃时进行，并记录顶层油温。绝缘电阻受温度的影响可按式（2）
进行近似修正。绝缘电阻下降显著时，应结合介质损耗因数及油质试验进行综合判断。测试方法参考
DL/T 474.1。
R2 = R1 × 1.5

( t −t ) / 10
1 2

（2）

式中，R1、R2 分别表示温度为 t1、t2 时的绝缘电阻。
除例行试验之外，当绝缘油例行试验中水分偏高，或者怀疑箱体密封被破坏，也应进行本项试
验。
5.1.1.9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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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宜在顶层油温低于 50℃且高于零度时进行，测量时记录顶层油温和空气相对湿度，非测量
绕组及外壳接地，必要时分别测量被测绕组对地、被测绕组对其它绕组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方法可参考 DL/T 474.3。
测量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时，应同时测量电容值，若此电容值发生明显变化，应予以注意。
分析时应注意温度对介质损耗因数的影响。
5.1.1.10 有载分接开关检查
以下步骤可能会因制造商或型号的不同有所差异，必要时参考设备技术文件。基准周期为 1 年
的检查项目：
a） 储油柜、呼吸器和油位指示器，应按其技术文件要求检查；
b） 在线滤油器，应按其技术文件要求检查滤芯；
c） 打开电动机构箱，检查是否有任何松动、生锈；检查加热器是否正常；
d） 记录动作次数；
e） 如有可能，通过操作 1 步再返回的方法，检查电机和计数器的功能。
110（66）kV 及以上基准周期为 3 年、35kV 及以下基准周期为 4 年的检查项目：
a） 在手摇操作正常的情况下，就地电动和远方各进行一个循环的操作，无异常；
b） 检查紧急停止功能以及限位装置；
c） 在绕组电阻测试之前检查动作特性，测量切换时间；有条件时测量过渡电阻，电阻值的初
值差不超过±10%；
d） 油质试验：要求油耐受电压≥30kV；不满足要求时，需要对油进行过滤处理，或者换新油 。
5.1.1.11 测温装置检查
要求外观良好，运行中温度数据合理，相互比对无异常。
每两个试验周期校验一次，可与标准温度计比对，或按制造商推荐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设备
技术文件要求。同时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 1MΩ。
5.1.1.12 气体继电器检查
检查气体继电器整定值，应符合运行规程和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动作正确。
每两个试验周期测量一次气体继电器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一般不低
于 1MΩ。
5.1.1.13 冷却装置检查
运行中，流向、温升和声响正常，无渗漏。强油水冷装置的检查和试验，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进行。
5.1.1.14 压力释放装置检查
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检查，应符合要求。一般要求开启压力与出厂值的标准偏差在±10％之
内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5.1.2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诊断性试验
5.1.2.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3）
表3
诊断性试验项目

油浸式变压器和电抗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绕组电阻

110kV 及以下

见 5.1.1.5

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测量

见 5.1.2.2

见 5.1.2.2

短路阻抗测量

见 5.1.2.3

见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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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性试验项目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要

1. 感应耐压：出厂试验值的 80%
2. 局部放电： 1.3U m / 3 下：≤300pC（注意值）

绕组频率响应分析
绕组各分接位置电压比

求

见 5.1.2.5
初值差不超过±0.5%（额定分接位置）；
±1.0%（其它）（警示值）

说明条款
见 5.1.2.4
见 5.1.2.5
见 5.1.2.6

直流偏磁水平检测（变压器）

见 5.1.2.7

见 5.1.2.7

电抗器电抗值测量

初值差不超过±5%（注意值）

见 5.1.2.8

纸绝缘聚合度测量

聚合度≥250（注意值）

见 5.1.2.9

绝缘油诊断性试验

见 7.2

见 7.2

整体密封性能检查

无油渗漏

见 5.1.2.10

声级及振动测定（带电）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1.2.11

绕组直流泄漏电流测量

见 5.1.2.12

见 5.1.2.12

外施耐压试验

出厂试验值的 80％

见 5.1.2.13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2.14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机械振动检测（带电）

出具报告，积累数据

-

5.1.2.2 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测量
诊断铁心结构缺陷、匝间绝缘损坏等可进行本项目。试验电压尽可能接近额定值。试验电压值
和接线应与上次试验保持一致。测量结果与上次相比，不应有明显差异。对单相变压器相间或三相
变压器两个边相，空载电流差异不应超过 10%。分析时一并注意空载损耗的变化。
5.1.2.3 短路阻抗测量
诊断绕组是否发生变形时进行本项目。试验方法参见 DL/T 1093。宜在最大分接位置和相同电
流下测量。试验电流可用额定电流，亦可低于额定值，但不宜小于 5A。
不同容量及电压等级的变压器，要求分别如下：
a） 容量 100MVA 及以下且电压等级 220kV 以下的变压器，初值差不超过±2%；
b） 容量 100MVA 以上或电压等级 220kV 以上的变压器，初值差不超过±1.6%；
c） 容量 100MVA 及以下且电压等级 220kV 以下的变压器三相之间的最大相对互差不应大于
2.5%；
d） 容量 100MVA 以上或电压等级 220kV 以上的变压器三相之间的的最大相对互差不应大于
2%。
5.1.2.4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验证绝缘强度，或诊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目。感应电压的频率应在 100Hz～
300Hz。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时间按式（3）确定，但应在 15s～60s 之间。试验方法参考 GB/T
1094.3。
t=

10

120 × [额定频率]
[试验频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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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感应耐压试验之前，应先进行低电压下的相关试验以评估感应耐压试验的风险。
5.1.2.5 绕组频率响应分析
诊断是否发生绕组变形时进行本项目。当绕组扫频响应曲线与原始记录基本一致时，即绕组频
响曲线的各个波峰、波谷点所对应的幅值及频率基本一致时，可以判定被测绕组没有变形。测量和
分析方法参考 DL/T 911。
5.1.2.6 绕组各分接位置电压比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怀疑绕组存在缺陷时，进行本项目。结果应与铭牌
标识一致。
5.1.2.7 直流偏磁水平检测
当变压器声响、振动异常时，进行中性点直流电流测量。
5.1.2.8 电抗器电抗值测量
怀疑线圈或铁心（如有）存在缺陷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考 GB 10229。
5.1.2.9 纸绝缘聚合度测量
诊断绝缘老化程度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考 DL/T 984。
5.1.2.10 整体密封性能检查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重新进行密封处理之后，进行本项目。采用储油柜
油面加压法，在 0.03MPa 压力下持续 24h，应无油渗漏。检查前应采取措施防止压力释放装置动作。
5.1.2.11 声级及振动测定
当噪声异常时，可定量测量变压器声级，测量参考 GB/T 1094.10。如果振动异常，可定量测量
振动水平，振动波主波峰的高度应不超过规定值，且与同型设备无明显差异。
5.1.2.12 绕组直流泄漏电流测量
怀疑绝缘存在受潮等缺陷时进行本项目，测量绕组短路加压，其它绕组短路接地，施加直流电
压值为 20kV（35kV 绕 组 ）、 40kV（66kV～330kV 绕 组 ）、 60kV（500kV 及以上绕组），加压 60s 时
的泄漏电流与初值比应没有明显增加，与同型设备比没有明显差异。
5.1.2.13 外施耐压试验
分级绝缘变压器，仅对中性点和低压绕组进行；全绝缘变压器，对各绕组分别进行。耐受电压
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时间为 60s。
5.1.2.14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检测从套管末屏接地线、高压电缆接地线（变压器为电缆出线结构）
、铁心和夹件接地线上取信
号。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比较其它检测方法，如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超声
波局部放电检测等方法对该设备进行综合分析。
5.2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
5.2.1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2.1.1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4、表 5）
表 4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外观及气体压力

1. 220kV 及以上：1 月；

无异常

见 5.2.1.2a）

气体和绕组温度

2. 110（66）kV：3 月；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

见 5.2.1.2b）

声响及振动

3. 35kV 及以下：1 年

无异常

见 5.2.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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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1. 110（66）kV 及以上：
半年；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2.1.3

2. 35kV 及以下：1 年

绕组电阻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 1.6MVA 以上变压器，各相绕组电阻
相间的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
（警示值），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线间
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1%（注意
值 ）；1.6MVA 及以下的变压器，相间差
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4%（警示
值），线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注意值）；

见 5.1.1.5

2.同相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铁心接地电流测量（带电）

1年

铁心绝缘电阻（有外引接
地线）

110（66）kV 及以上：3
年

绕组绝缘电阻

110（66）kV 及以上：3
年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
（20℃）

≤100mA（注意值）

见 5.1.1.6

≥100MΩ（新投运 1000MΩ）
（注意值）

见 5.1.1.7

1. 绝缘电阻无显著下降；
2. 吸收比≥1.3 或极化指数≥1.5 或绝
缘电阻≥10000MΩ（注意值）

见 5.2.1.3

110（66）kV 及以上：3
年

＜0.008（注意值）

见 5.1.1.9

SF6 气体湿度检测（带电）

1年

见 8.1

见 8.1

有载分接开关检查

1. 220kV：1 年；

见 5.1.1.10

见 5.1.1.10

测温装置检查

2. 110（66）kV：3 年

无异常

见 5.1.1.11

压力释放装置检查

解体性检修时

无异常

见 5.1.1.14

5.2.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气体压力指示值正常；
b） 记录绕组温度，环境温度、负荷和冷却器开启组数，冷却器工作状态正常；
c） 变压器声响无异常；如果振动异常，可定量测量。
5.2.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变压器箱体、套管、引线接头及电缆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
差。检测及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2.1.4 绕组绝缘电阻
参考 5.1.1.8。条件不具备时，可不进行。
5.2.2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诊断性试验
5.2.2.1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6）
表 6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空载电流测量
12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 5.1.2.2

见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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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阻抗测量

见 5.1.2.3

见 5.1.2.3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2. 局部放电： 1.3U m / 3 下：≤300pC（注意值）或符合

1. 感应耐压：出厂试验值的 80%；
见 5.1.2.4

制造商要求
绕组频率响应分析

见 5.1.2.5

见 5.1.2.5

初值差不超过±0.5%（额定分接位置）

绕组各分接位置电压比

±1.0%（其它）（警示值）

见 5.1.2.6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

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

见 5.2.2.2

SF6 气体成分分析（带电）

见 8.2

见 8.2

SF6 气体密封性检测

≤0.1%/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2.2.3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2.14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机械振动检测（带电）

出具报告，积累数据

-

5.2.2.2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
数据显示异常或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校验周期时，进行本项目。校验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5.2.2.3 SF6 气体密封性检测
当气体密度（压力）显示有所降低，或定性检测发现气体泄漏时，进行本项目。检测方法可参
考 GB/T 11023。
5.3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
5.3.1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消弧线圈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7、表 8）
表 7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绕组温度
接地装置

1. 110（66）kV 及以上：
3 月；

防止直接接触保护标志

2. 35kV 及以下：1 年

声响及振动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

-

应有防锈层及明显的接地标志

-

符合 GB/T 5465. 2 的规定。

-

无异常

-

表 8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1. 110（66）kV 及以上：
半年；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见 5.2.1.3

1. 1.6MVA 以上变压器，各相绕组电
阻相间的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警示值），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线
间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1%（注意

见 5.1.1.5

2. 35kV 及以下：1 年

绕组电阻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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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值 ）；1.6MVA 及以下的变压器，相间差
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4%（警示
值），线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注意值）；
1. 2.同相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1. 绝缘电阻无显著下降；
绕组绝缘电阻

4年

测温装置及其二次回路
试验

4年

2. 吸收比≥1.3 或极化指数≥1.5 或绝
缘电阻≥10000MΩ（注意值）

见 5.1.1.7

1. 指示正确，测温电阻值应和出厂值
相符；

见 5.1.1.11

2. 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 1MΩ

5.3.2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诊断性试验（见表 9）
表9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空载电流测量

见 5.1.2.2

见 5.1.2.2

短路阻抗测量

见 5.1.2.3

见 5.1.2.3

1. 感应耐压：出厂试验值的 80%；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2. 局部放电：≤10pC（注意值）或符合制造商要求
初值差不超过±0.5%（额定分接位置）；

绕组各分接位置电压比

±1.0%（其它）（警示值）

-

见 5.1.2.6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2.14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5.4 电流互感器
5.4.1 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4.1.1 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10、表 11）
表 10 电流互感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330kV 及以上：2 周
外观检查

220kV：1 月
110（66）kV：3 月

外观无异常

见 5.4.1.2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11 电流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 月；
3. 110kV：半年；

14

无异常

见 5.4.1.3

Q / GDW 1168 — 2013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4. 35kV 及以下：1 年
1. 乙炔≤2μL/L（110（66）kV）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油纸
绝缘）

绝缘电阻

110（66）kV 及以上：

≤1μL/L（220kV 及 以 上 ）（注 意 值 ）；

正立式≤3 年；

2. 氢气≤150μL/L（110（66）kV 及以上）
（注意值）；

倒置式≤6 年

110（66）kV 及以上：3
年

见 5.4.1.4

3. 总烃≤100μL/L（110（66）kV 及以上）
（注意值）
1. 一次绕组：一次绕组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3000MΩ，或与上次测量值相比无显著变化；
2. 末屏对地（电容型）：＞1000MΩ（注意
值）

见 5.4.1.5

1.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2.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满足下表要求（注意
值）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固体绝缘或油纸绝缘）

110（66）kV 及以上：3
年

Um（kV） 126/72.5 252/363 ≥550
tanδ

≤0.01

见 5.4.1.6

≤0.008 ≤0.007

聚四氟乙烯缠绕绝缘：≤0.005
超过注意值时，参考 5.4.1.6 原则判断
SF6 气体湿度检测（SF6 绝
缘）（带电）

110（66）kV 及以上：3
年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固体绝缘或油纸绝缘）

1. 220kV 及以上：1 年；
2. 110（66）kV：2 年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1. 220kV 及以上：1 年；
（固体绝缘或油纸绝缘）
2. 110（66）kV：2 年

≤500µL/L（注意值）

见 8.1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变化量≤0.003（注意
值）

见 5.4.1.7

相对电容量比值初值差≤5%（警示值）

见 5.4.1.8

5.4.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本体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
电蚀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
b） 充油的电流互感器，无油渗漏，油位正常，膨胀器无异常升高；充气的电流互感器，气体
密度值正常，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无异常；
c） 二次电流无异常。
5.4.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电流互感器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 。
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4.1.4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取样时，需注意设备技术文件的特别提示（如有），并检查油位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制
造商明确禁止取油样时，宜作为诊断性试验。
5.4.1.5 绝缘电阻
采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当有二个一次绕组时，还应测量一次绕组间的绝缘电阻。一次绕组的
绝缘电阻应大于 3000MΩ，或与上次测量值相比无显著变化。有末屏端子的，测量末屏对地绝缘电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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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应符合要求。
5.4.1.6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测量前应确认外绝缘表面清洁、干燥。如果测量值异常（测量值偏大或增量偏大）
，可测量介质
损耗因数与测量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测量电压从 10kV 到 Um/ 3 ，介质损耗因数的增量应不超过
±0.003，且介质损耗因数不大于 0.007（Um≥550kV）、 0.008（Um 为 363kV/252kV）、 0.01（Um 为
126kV/72.5kV）。当末屏绝缘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通过测量末屏介质损耗因数作进一步判断，测
量电压为 2kV，通常要求小于 0.015。
5.4.1.7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可
取异相电流互感器或同相的套管末屏电流换算与自身末屏电流相位差值的正切值。
变化量=|本次试验值-初值|。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介质损耗因数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
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
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4.1.8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可
取异相电流互感器或同相的套管末屏电流换算电容值与本身电容的比值。
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电容量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
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
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4.2 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
5.4.2.1 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12）
表 12 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绝缘油试验（油纸绝缘）
交流耐压试验

要

求

见 7.1
1. 一次绕组：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
2. 二次绕组之间及末屏对地：2kV

说明条款
见 7.1
见 5.4.2.2

1.2Um/ 3 下，
局部放电测量

≤20pC（气体）；
≤20pC（油纸绝缘及聚四氟乙烯缠绕绝缘）；

见 5.4.2.3

≤50pC（固体）（注意值）
电流比校核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4

绕组电阻测量

与初值比较，应无明显差别

见 5.4.2.5

气体密封性检测（SF6 绝缘）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SF6 绝
缘）

见 5.4.2.7

见 5.4.2.7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4.2.8

SF6 气体纯度分析（带电）

纯度≥97％

见 8.2

5.4.2.2 交流耐压试验
需要确认设备绝缘介质强度时进行本项目。一次绕组的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二次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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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间及末屏对地的试验电压为 2kV，时间为 60s。
如 SF6 电流互感器压力下降到 0.2MPa 以下，补气后应做老练和交流耐压试验。
5.4.2.3 局部放电测量
检验是否存在严重局部放电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考 GB 1208。
5.4.2.4 电流比校核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需要确认电流比时，进行本项目。在 5%～100%额
定电流范围内，从一次侧注入任一电流值，测量二次侧电流，校核电流比。
5.4.2.5 绕组电阻测量
红外检测温升异常，或怀疑一次绕组存在接触不良时，应测量一次绕组电阻。要求测量结果与
初值比没有明显增加，并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二次电流异常，或有二次绕组方面的家族缺陷时，应测量二次绕组电阻，分析时应考虑温度的
影响。
5.4.2.6 气体密封性检测
当气体密度表显示密度下降或定性检测发现气体泄漏时，进行本项试验。方法可参考 GB/T
11023。
5.4.2.7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
数据显示异常或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校验周期时，进行本项目。校验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5.4.2.8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油纸绝缘电流互感器检测可从套管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应结合其它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5.5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5.5.1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5.1.1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13、表 14）
表 13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4. 35kV 及以下：1 年

要

求

外观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5.1.2

表 14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

红外热像检测

1. 330kV 及以上：1 月；
2. 22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1 年

无异常

见 5.5.1.3

绕组绝缘电阻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 一次绕组：初值差不超过-50%（注
意值）；
2. 二次绕组：≥10MΩ（注意值）

见 5.5.1.4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
（20℃）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 ≤0.02（串级式）（注意值）；
2. ≤0.005（非串级式）（注意值）

见 5.5.1.5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油
纸绝缘）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 乙炔≤2μL/L（注意值）；
2. 氢气≤150μL/L（注意值）；
3. 总烃≤100μL/L（注意值）

见 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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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 气体湿度检测（SF6
绝缘）（带电）

110（66）kV 及以上：3 年

≤500μL/L（注意值）

见 8.1

5.5.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电蚀
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
b） 油位正常（油纸绝缘）
，或气体密度值正常（SF6 绝 缘 ）；
c） 二次电压无异常，必要时带电测量二次电压。
5.5.1.3 红外热像检测
红外热像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 /或相对温差。
测量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5.1.4 绕组绝缘电阻
一次绕组用 2500V 兆欧表，二次绕组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时非被测绕组应接地。同等或相
近测量条件下，绝缘电阻应无显著降低。
5.5.1.5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
测量一次绕组的介质损耗因数，一并测量电容量，作为综合分析的参考。测量方法参考 DL/T
474.3。
5.5.1.6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取样时，需注意设备技术文件的特别提示（如有），并检查油位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制
造商明确禁止取油样时，宜作为诊断性试验。
5.5.2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
5.5.2.1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15）
表 15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交流耐压试验

要

求

一次绕组耐受 80%出厂试验电压；
二次绕组之间及一次绕组末端对地 2kV

说明条款
见 5.5.2.2

1.2Um/ 3 下：
局部放电测量

≤20pC（气体）；
≤20pC（液体浸渍）；

见 5.5.2.3

≤50pC（固体）（注意值）
绝缘油试验（油纸绝缘）

见 7.1

见 7.1

SF6 气体成分分析（SF6 绝缘）

见 8.2

见 8.2

支架介质损耗测量

支架介质损耗≤0.05

-

电压比校核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5.2.4

励磁特性测量

见 5.5.2.5

见 5.5.2.5

气体密封性检测（SF6 绝缘）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SF6 绝
缘）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7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5.2.6

18

Q / GDW 1168 — 2013
5.5.2.2 交流耐压试验
需要确认设备绝缘介质强度时进行本项目。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时间为 60s。一次
绕组采用感应耐压，二次绕组采用外施耐压。对于感应耐压试验，当频率在 100Hz～300Hz 时，持
续时间应按式（3）确定，但不少 于 15s。进行感应耐压试验时应考虑容升现象。试验方法参考 GB 1207。
5.5.2.3 局部放电测量
检验是否存在严重局部放电时进行本项目。在电压幅值为 1.2Um/ 3 下测量，测量结果符合技术
要求。测量方法参考 GB 1207。
5.5.2.4 电压比校核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需要确认电压比时，进行本项目。在 80%～100%的
额定电压范围内，在一次侧施加任一电压值，测量二次侧电压，验证电压比。简单检查可取更低电
压。
5.5.2.5 励磁特性测量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计量要求时，进行本项目。试验时，电压施加在二
次端子上，电压波形为标准正弦波。测量点至少包括额定电压的 0.2、0.5、0.8、1.0、1.2 倍，测量
出对应的励磁电流，与出厂值相比应无显著改变；与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其它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相比，彼此差异不应大于 30%。
5.5.2.6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应结合其它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5.6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5.6.1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6.1.1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16、表 17）
表 16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2 周；
外观检查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外观无异常

见 5.6.1.2

4.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17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无异常

见 5.6.1.3

4. 35kV 及以下：1 年
1. 极 间 绝 缘 电 阻 ≥5000MΩ （ 注 意
值 ）；
分压电容器试验

110（66）kV 及以上：
3年

2.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 ±2%（警示
值 ）；

见 5.6.1.4

3. 介质损耗因数：
≤0.005（油纸绝缘）（注意值）
≤0.0025（膜纸复合）（注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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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绕组绝缘电阻

110（66）kV 及以上：
3年

≥10MΩ（注意值）

见 5.6.1.5

5.6.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
物；
b） 油位正常；
c） 二次电压无异常，必要时带电测量二次电压。
5.6.1.3 红外热像检测
红外热像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 /或相对温差。
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6.1.4 分压电容器试验
在测量电容量时宜同时测量介质损耗因数，多节串联的，应分节独立测量。试验时应按设备技
术文件要求并参考 DL/T 474 进行。
除例行试验外，当二次电压异常时，也应进行本项目。
5.6.1.5 二次绕组绝缘电阻
二次绕组绝缘电阻可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
5.6.2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
5.6.2.1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18）
表 18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局部放电测量

1.2Um/ 3 下：≤10pC

见 5.6.2.2

电磁单元感应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或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6.2.3

电磁单元绝缘油击穿电压和水分测
量

见 7.1

见 5.6.2.4

阻尼装置检查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变化量≤0.003（注意值）

见 5.6.2.5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相对电容量比值初值差≤5%（警示值）

见 5.6.2.6

5.6.2.2 局部放电测量
诊断是否存在严重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目。试验在完整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上进行。在电
压值为 1.2Um/ 3 下测量，测量结果符合技术要求。试验电压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将分压电容按单节
进行。
5.6.2.3 电磁单元感应耐压试验
试验前把电磁单元与电容分压器分开，若产品结构原因在现场无法拆开的可不进行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或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时间为 60s。进行感应耐压试验时，
耐压时间按式（3）进行折算，但应在 15s～60s 之间。试验方法参考 GB/T 4703。
5.6.2.4 电磁单元绝缘油击穿电压和水分测量
当二次绕组绝缘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或存在密封缺陷时，进行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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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5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电容末端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临近同相的电流互感器末屏电流与本身电流相位差值的正切值。
变化量=|本次试验值-初值|。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介质损耗因数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
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
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6.2.6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电容末端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取临近同相的电流互感器末屏电流换算电容值与本身电容的比值。
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电容量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
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
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7 高压套管
本节所述套管包括各类设备套管和穿墙套管，“充油”包括纯油绝缘套管、油浸纸绝缘套管和油
气混合绝缘套管；“充气”包括 SF6 绝缘套管和油气混合绝缘套管；“电容型”包括所有采用电容屏均压
的套管等。
5.7.1 高压套管巡检及例行试验
5.7.1.1 高压套管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19、表 20）
表 19 高 压 套 管 巡 检 项 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330kV 及以上：2 周；

无异常

2. 220kV：1 月；

无异常

油位及渗漏检查（充油）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 5.7.1.2

3. 110（66）kV：3 月；
气体密度值检查（充气）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4.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20 高压套管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 月；

无异常

3. 110（66）kV：半年；

见 5.7.1.3

4. 35kV 及以下：1 年
绝缘电阻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10（66）kV 及以上：3 年

1. 主绝缘：≥10000MΩ（注意值）
2. 末屏对地：≥1000MΩ（注意值）

见 5.7.1.4

1.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 %（警示值）
2.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满足下表要求
（注意值）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20℃）（电容型）

Um（kV） 126/72.5 252/363
tanδ

≤ 0.01

≥550

见 5.7.1.5

≤ 008 ≤0.007

聚四氟乙烯缠绕绝缘：≤0.005
超过注意值时，参考 5.7.1.5 原则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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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SF6 气体湿度检测（充气）
（带电）

110（66）kV 及以上：3 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8.1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110（66）kV 及以上：1 年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变化量≤0.003（注
意值）

见 5.7.1.6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110（66）kV 及以上：1 年

相对电容量比值初值差≤5%（警示
值）

见 5.7.1.7

5.7.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末屏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
电蚀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
b） 充油套管油位正常、无油渗漏；充气套管气体密度值正常。
5.7.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套管本体、引线接头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检测和分析
方法参考 DL/T 664。
5.7.1.4 绝缘电阻
包括套管主绝缘和末屏对地绝缘的绝缘电阻。采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
5.7.1.5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对于变压器套管，被测套管所属绕组短路加压，其它绕组短路接地。如果试验电压加在套管末
屏的试验端子，则必须严格控制在设备技术文件许可值以下（通常为 2000V），否则可能导致套管损
坏。
测量前应确认外绝缘表面清洁、干燥。如果测量值异常（测量值偏大或增量偏大）
，可测量介质
损耗因数与测量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测量电压从 10kV 到 Um/ 3 ，介质损耗因数的增量应不超过
±0.003，且介质损耗因数不大于 0.007（Um≥550kV）、 0.008（Um 为 363kV/252kV）、 0.01（Um 为
126kV/72.5kV）。分析时应考虑测量温度影响。
不便断开高压引线且测量仪器负载能力不足时，试验电压可加在套管末屏的试验端子，套管高
压引线接地，把高压接地电流接入测量系统。此时试验电压必须严格控制在设备技术文件许可值以
下（通常为 2000V）。要求与上次同一方法的测量结果相比无明显变化。出现异常时，需采用常规测
量方法验证。
5.7.1.6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套管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取同相的电流互感器末屏电流与本身末屏电流相位差值的正切值。
变化量=|本次试验值-初值|。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介质损耗因数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
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
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7.1.7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套管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取同相的电流互感器电容与本身电容的比值。
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电容量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
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
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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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高压套管诊断性试验
5.7.2.1 高压套管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21）
表 21 高压套管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充油）

1. 乙炔≤1μL/L（220kV 及以上）
≤2μL/L（其它）（注意值）；
2. 氢气≤140μL/L（注意值）；
3. 甲烷≤40μL/L（注意值），同时应根据气体含量有效比
值进一步分析

见 5.7.2.2

末屏（如有）介质损耗因数

≤0.015（注意值）

见 5.7.2.3

1. 交流耐压：出厂试验值的 80%；
交流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2. 局部放电（ 1.05U m / 3 ）（注意值）：
油浸纸、复合绝缘、树脂浸渍、充气：≤10pC；

见 5.7.2.4

树脂粘纸（胶纸绝缘）
：≤100pC
气体密封性检测（充气）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表 21（续）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充气）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7

SF6 气体成分分析（充气）

见 8.2

见 8.2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7.2.5

5.7.2.2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在怀疑绝缘受潮、劣化，或者怀疑内部可能存在过热、局部放电等缺陷时进行本项目。取样时，
务必注意设备技术文件的特别提示（如有）
，并检查油位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判断和检测方
法参考 GB/T 24624。
5.7.2.3 末屏介质损耗因数
当套管末屏绝缘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通过测量末屏介质损耗因数作进一步判断。试验电压
应控制在设备技术文件许可值以下（通常为 2000V）。
5.7.2.4 交流耐压和局部放电测量
需要验证绝缘强度，或诊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目。如有条件，应同时测量局部
放电。交流耐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时间 60s。
对于变压器（电抗器）套管，应拆下并安装在专门的油箱中单独进行。试验方法参考 GB/T 4109。
5.7.2.5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检测从套管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应结合其它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当套管应用于变压器或
电抗器时，其内部局部放电会在套管测试数据表征出来，因此要结合变压器或电抗器本体测试结果
综合分析。
5.8 SF6 断路器
5.8.1 SF6 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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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 SF6 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22、表 23）
表 22 SF6 断路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50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330kV：1 月；
3. 110（66）kV：3 月；
4. 35kV 及以下：1 年

气体密度值检查
操动机构状态检查

要

求

说明条款

外观无异常
密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8.1.2

状态正常

表 23 SF6 断路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50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30kV：3 月；

无异常

见 5.8.1.3

≤制造商规定值（注意值）

见 5.8.1.4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1 年

主回路电阻测量

110（66）kV 及以上：
3年
35kV 及以下：4 年

表 23（续）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断口间并联电容器电容量
和介质损耗因数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介质损耗因数：
油浸纸≤0.005

见 5.8.1.5

膜纸复合≤0.0025（注意值）
1. 初值差不超过±5%（注意值）；

合闸电阻阻值及合闸电阻
预接入时间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预接入时间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例行检查和测试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见 5.8.1.7

见 5.8.1.7

≤300μL/L（注意值）

见 8.1

见 5.8.1.6

2. 35kV 及以下：4 年
SF6 气体湿度检测（带电）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5.8.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无异常声响；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瓷件无破损、无异物附着；并联
电容器无渗漏；
b） 气体密度值正常；
c） 加热器功能正常（每半年）
；
d） 操动机构状态正常（液压机构油压正常；气动机构气压正常；弹簧机构弹簧位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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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记录开断短路电流值及发生日期，记录开关设备的操作次数。
5.8.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断口及断口并联元件、引线接头、绝缘子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
对温差。判断时，应该考虑测量时及前 3 小时负荷电流的变化情况，注意与同等运行条件下其它断
路器进行比较。测量和分析方法可参考 DL/T 664。
5.8.1.4 主回路电阻测量
在合闸状态下，测量进、出线之间的主回路电阻。测量电流可取 100A 到额定电流之间的任一
值，测量方法和要求参考 DL/T 593。
当红外热像显示断口温度异常、相间温差异常，或自上次试验之后又有 100 次以上分、合闸操
作，也应进行本项目。
5.8.1.5 断口间并联电容器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在分闸状态下测量。对于瓷柱式断路器，与断口一起测量；对于罐式断路器（包括 GIS 中的断
路器），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测试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可对电容器独立进行测量。
5.8.1.6 合闸电阻阻值及合闸电阻预接入时间
同等测量条件下，合闸电阻的初值差应满足要求。合闸电阻的预接入时间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
校核。对于不解体无法测量的情况，只在解体性检修时进行。
5.8.1.7 例行检查和测试
a） 例行检查和测试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1） 轴、销、锁扣和机械传动部件检查，如有变形或损坏应予更换；
2） 瓷绝缘件清洁和裂纹检查；
3） 操动机构外观检查，如按力矩要求抽查螺栓、螺母是否有松动，检查是否有渗漏等；
4） 检查操动机构内、外积污情况，必要时需进行清洁；
5） 检查是否存在锈迹，如有需进行防腐处理；
6） 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对操动机构机械轴承等活动部件进行润滑；
7） 分、合闸线圈电阻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没有明确要求时，以线
圈电阻初值差不超过±5%作为判据；
8） 储能电动机工作电流及储能时间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储能电动
机应能在 85%～110%的额定电压下可靠工作；
9） 检查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电缆、接地线是否完好；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电缆的绝缘电
阻，应无显著下降；
10）缓冲器检查，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11）防跳跃装置检查，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12）联锁和闭锁装置检查，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13）并联合闸脱扣器在合闸装置额定电源电压的 85%～110%范围内，应可靠动作；并联分
闸脱扣器在分闸装置额定电源电压的 65%～110%（直流）或 85%～110%（交流）范
围内，应可靠动作；当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 30%时，脱扣器不应脱扣；
14）在额定操作电压下测试时间特性，要求：合、分指示正确；辅助开关动作正确；合、
分闸时间，合、分闸不同期，合-分时间满足技术文件要求且没有明显变化；必要时，
测量行程特性曲线做进一步分析。除有特别要求的之外，相间合闸不同期不大于 5ms，
相间分闸不同期不大于 3ms；同相各断口合闸不同期不大于 3ms，同相分闸不同期不
大于 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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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液（气）压操动机构，还应进行下列各项检查或试验，结果均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
求：
1） 机构压力表、机构操作压力（气压、液压）整定值和机械安全阀校验；
2） 分闸、合闸及重合闸操作时的压力（气压、液压）下降值；
3） 在分闸和合闸位置分别进行液（气）压操动机构的泄漏试验；
4） 液压机构及气动机构，进行防失压慢分试验和非全相合闸试验。
5.8.2 SF6 断路器诊断性试验
5.8.2.1 SF6 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24）
表 24 SF6 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气体密封性检测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7

交流耐压试验

见 5.8.2.2

见 5.8.2.2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8.2.3

SF6 气体成分分析（带电）

见 8.2

见 8.2

5.8.2.2 交流耐压试验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必要时，进行本项试验。包括相对地（合闸状态）
和断口间（罐式、瓷柱式定开距断路器，分闸状态）两种方式。试验在额定充气压力下进行，试验
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耐压时间为 60s，试验方法参考 DL/T 593。
5.8.2.3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本项目适用于罐式断路器。
GIS
5.9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
GIS）
5.9.1 GIS 巡检及例行试验
5.9.1.1 GIS 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25、表 26）
表 25 GIS 巡 检 项 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外观检查

1. 500kV 及 以 上 ：2 周；

外观无异常

气体密度值检查

2. 220kV～330kV：1
月；

密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操动机构状态检查

3. 110（66）kV：3 月

状态正常

说明条款

见 5.9.1.2

表 26 GIS 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500kV 及 以 上 ：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3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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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试验

见 5.9.1.4

见 5.9.1.4

见 5.9.1.4

SF6 气体湿度检测（带电）

3年

见 8.1

见 8.1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
电）

220kV 及以上：1 年；

无异常放电

见 5.9.1.5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
电）

220kV 及以上：1 年；

无异常放电

见 5.9.1.6

110（66）kV：2 年

110（66）kV：2 年

5.9.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声音无异常；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瓷件无破损、无异物附着；
b） 气体密度值正常；
c） 操动机构状态正常（液压机构油压正常；气动机构气压正常；弹簧机构弹簧位置正确）；
d） 记录开断短路电流值及发生日期；记录开关设备的操作次数。
5.9.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各单元及进、出线电气连接处，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分析
时，应该考虑测量时及前 3 小时负荷电流的变化情况。测量和分析方法可参考 DL/T 664。
5.9.1.4 元件试验
各元件试验项目和周期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或根据状态评价结果确定。试验项目的要求参考设
备技术文件或本标准有关章节。
5.9.1.5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本项目适用于非金属法兰绝缘盆子，带有金属屏蔽的绝缘盆子可利用浇注开口进行检测，具备
内置探头的和其它结构参照执行。
检测前应尽量排除环境的干扰信号。检测中对干扰信号的判别可综合利用特高频法典型干扰图
谱、频谱仪和高速示波器等仪器和手段进行。进行局部放电定位时，可采用示波器（采样精度至少
1GHz 以上）等进行精确定位，必要时也可通过改变电气设备一次运行方式进行。异常情况应缩短检
测周期。
5.9.1.6 超声波法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一般检测频率在 20－100kHz 之间的信号。若有数值显示，可根据显示的 dB 值进行分析。对于
以 mV 为单位显示的仪器，可根据仪器生产厂建议值及实际测试经验进行判断。
若检测到异常信号可利用特高频检测法、频谱仪和高速示波器等仪器、手段进行综合判断。异
常情况应缩短检测周期。
5.9.2 GIS 诊断性试验
5.9.2.1 GIS 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27）
表 27 GIS 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主回路绝缘电阻

无明显下降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9.2.2

主回路电阻测量

≤制造商规定值（注意值）

见 5.9.2.3

主回路交流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

局部放电测量

可结合耐压试验同时进行

见 5.9.2.4

27

Q / GDW 1168 — 2013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气体密封性检测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校验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7

SF6 气体成分分析

见 8.2

见 8.2

5.9.2.2 主回路绝缘电阻
交流耐压试验前进行本项目。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
5.9.2.3 主回路电阻测量
在合闸状态下测量。当接地开关导电杆与外壳绝缘时，可临时解开接地连接线，利用回路上两
组接地开关的导电杆直接测量主回路电阻；若接地开关导电杆与外壳的电气连接不能分开，可先测
量导体和外壳的并联电阻 R0 和外壳电阻 Rl，然后按式（4）进行计算主回路电阻 R。若 GIS 母线较
长、间隔较多，宜分段测量。
RR
R= 0 1
（4）
R1 − R0
测量电流可取 100A 到额定电流之间的任一值，测量方法可参考 DL/T 593。
自上次试验之后又有 100 次以上分、合闸操作，也应进行本项目。
5.9.2.4 主回路交流耐压试验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检验主回路绝缘时，进行本项试验。试验电压为出
厂试验值的 80%，时间为 60s。有条件时，可同时测量局部放电量。试验时，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和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应与主回路断开，耐压结束后，恢复连接，并应进行电压为 Um/√3、时间为 5min
的试验。
5.10 少油断路器
5.10.1 少油断路器的巡检及例行试验
5.10.1.1 少油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28、表 29）
表 28 少油断路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220kV：1 月
外观检查

2. 110（66）kV：3 月

外观无异常

见 5.10.1.2

3.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29 少油断路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220kV：3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110（66）kV：半年；

无异常

见 5.8.1.3

≥3000MΩ

见 5.10.1.3

≤制造商规定值（注意值）

见 5.8.1.4

3. 35kV 及以下：1 年
绝缘电阻测量

主回路电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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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泄漏电流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10µA（66kV～220kV）（注意值）

见 5.10.1.4

1.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断口间并联电容器的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
数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介质损耗因数：

2. 35kV 及以下：4 年

膜纸复合绝缘≤0.0025

见 5.10.1.5

油纸绝缘≤0.005（注意值）
例行检查和测试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见 5.8.1.7

2. 35kV 及以下：4 年

见 5.8.1.7

5.10.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声音无异常；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瓷件无破损、无异物附着；无渗
漏油；
b） 操动机构状态正常（液压机构油压正常；气压机构气压正常；弹簧机构弹簧位置正确）；
c） 记录开断短路电流值及及发生日期（如有）；记录开关设备的操作次数。
5.10.1.3 绝缘电阻测量
采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分别在分、合闸状态下进行。要求绝缘电阻大于 3000MΩ，且没有显
著下降。测量时，注意外绝缘表面泄漏的影响。
5.10.1.4 直流泄漏电流
110（66）kV 及以上元件的试验电压为 40kV，35kV 元件的试验电压为 20kV。试验时应避免高
压引线及连接处电晕的干扰，并注意外绝缘表面泄漏的影响。
5.10.1.5 断口并联电容器的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在分闸状态下测量。测量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可以对电容器独立进行测量。
5.10.2 少油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5.10.2.1 少油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30）
表 30 少油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交流耐压试验

求

说明条款

见 5.10.2.2

见 5.10.2.2

5.10.2.2 交流耐压试验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必要时，进行本项试验。包括相对地（合闸状态）
和断口间（分闸状态）两种方式。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耐压时间为 60s，试验方法参考 DL/T
593。
5.11 真空断路器
5.11.1 真空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11.1.1 真空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31、表 32）
表 31 真空断路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110（66）kV 及以上：3 月；

要

求

外观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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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32 真空断路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红外热像检测

绝缘电阻测量

主回路电阻测量

例行检查和测试

基准周期

要

1. 110（66）kV 及以上：半年；

见 5.8.1.3

≥3000MΩ

见 5.10.1.3

初值差＜30%

见 5.8.1.4

见 5.11.1.3

见 5.11.1.3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说明条款

无异常

2. 35kV 及以下：1 年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求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5.11.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瓷件无破损、无异物附着；
b） 操动机构状态检查正常（液压机构油压正常；气压机构气压正常；弹簧机构弹簧位置正确）；
c） 记录开断短路电流值及发生日期；记录开关设备的操作次数。
5.11.1.3 例行检查和测试
检查动触头上的软连接夹片，应无松动；其它项目参见 5.8.1.7。
5.11.2 真空断路器诊断性试验
5.11.2.1 真空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33）
表 33 真空断路器的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灭弧室真空度的测量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11.2.2

交流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

见 5.11.2.3

5.11.2.2 灭弧室真空度的测量
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或受家族缺陷警示，进行真空灭弧室真空度的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设
备技术文件要求。
5.11.2.3 交流耐压试验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必要时，进行本项试验。包括相对地（合闸状态）、
断口间（分闸状态）和相邻相间三种方式。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耐压时间为 60s，试验
方法参考 DL/T 593。
5.12 高压开关柜
5.12.1 高压开关柜巡检及例行试验
5.12.1.1 高压开关柜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33、表 34）
表 34 高压开关柜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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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检查

1年

无异常

见 5.12.1.2

表 35 高压开关柜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年

无异常

见 5.12.1.3

暂态地电压检测（带电）

1年

无异常放电

-

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绝缘电
阻绝缘电阻测量

4年

≥2MΩ

见 5.12.1.4

断路器导电回路电阻

4年

初值差≤20%（注意值）

-

带电显示装置检查

4年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

交流耐压试验

4年

试验电压值按 DL/T 593 规定

见 5.12.1.5

绝缘电阻测量

4年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见 5.12.1.6

五防性能检查

4年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见 5.12.1.7

断路器的合闸时间、分闸时间
和三相分、合闸同期性

4年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

操动机构合闸接触器和分、合
闸电磁铁的最低动作电压

4年

见 5.12.1.8

见 5.12.1.8

5.12.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外观无异常，柜门未变形，柜体密封良好，螺丝连接紧密；
b） 照明、温控装置工作正常，风机运转正常；
c） 储能状态指示正常，带电显示、开关分合闸状态指示正确；
d） 电流表、电压表指示正确。
5.12.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开关柜及进、出线电气连接处，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
对大电流柜酌情考虑。注意与同等运行条件下相同开关柜进行比较。测量时记录环境温度、负荷及
其近 3 小时内的变化情况，以便分析参考。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12.1.4 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绝缘电阻绝缘电阻测量
可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
5.12.1.5 交流耐压试验
合闸时，试验电压施加于各相对地及相间；分闸时，施加于各相断口。相间、相对地及断口的
试验电压值相同。
5.12.1.6 绝缘电阻测量
在交流耐压前、后分别进行测量。
5.12.1.7 五防性能检查
五防性能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a） 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31

Q / GDW 1168 — 2013
b） 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c） 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
d） 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
e） 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5.12.1.8 操动机构合闸接触器和分、合闸电磁铁的最低动作电压
操动机构分、合闸电磁铁或合闸接触器端子上的最低动作电压应在操作电压额定值的 30%～
65%间。
在使用电磁机构时，合闸电磁铁线圈通流时的端电压为操作电压额定值的 80%（关合峰值电流
等于或大于 50kA 时为 85%）时应可靠动作。
5.12.2 高压开关柜诊断性试验
5.12.2.1 高压开关柜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36）
表 36 高压开关柜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交流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 2kV

见 5.12.2.2

断路器机械特性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

超声波法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2.2.3

5.12.2.2 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交流耐压试验
可采用 2500kV 兆欧表测量。
5.12.2.3 超声波法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一般检测频率在 20－100kHz 之间的信号。若有数值显示，可根据显示的 dB 值进行分析；对于
以 mV 为单位显示的仪器，可根据仪器生产厂建议值及实际测试经验进行判断。
若检测到异常信号可利用特高频检测法、频谱仪和高速示波器等仪器和手段进行综合判断。异
常情况应缩短检测周期。
5.13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5.13.1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巡检及例行试验
5.13.1.1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37、表 38）
表 37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500kV 及以上：2 周；
外观检查

2. 220kV～330kV：1 月；
3. 110（66）kV：3 月；

外观无异常

见 5.13.1.2

4.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38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32

基准周期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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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检测

1. 500kV 及以上：1 月；
2. 220kV～33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1 年

无异常

见 5.13.1.3

例行检查

1. 110（66）kV 及以上：
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见 5.13.1.4

见 5.13.1.4

5.13.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检查是否有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异物；
b） 检查支柱绝缘子是否有破损、裂纹；
c） 检查传动部件、触头、高压引线、接地线等外观是否有异常；
d） 检查分、合闸位置及指示是否正确。
5.13.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开关触头等电气连接部位，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 /或相对温差。判断时，
应考虑检测前 3 小时内的负荷电流及其变化情况。测量和分析方法可参考 DL/T 664。
5.13.1.4 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就地和远方各进行 2 次操作，检查传动部件是否灵活；
b） 接地开关的接地连接良好；
c） 检查操动机构内、外积污情况，必要时需进行清洁；
d） 抽查螺栓、螺母是否有松动，是否有部件磨损或腐蚀；
e） 检查支柱绝缘子表面和胶合面是否有破损、裂纹；
f） 检查动、静触头的损伤、烧损和脏污情况，情况严重时应予更换；
g） 检查触指弹簧压紧力是否符合技术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予更换；
h） 检查联锁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i） 检查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电缆、接地线是否完好；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
应无显著下降；
j） 检查加热器功能是否正常；
k） 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对轴承等活动部件进行润滑。
5.13.2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诊断性试验
5.13.2.1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39）
表 39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主回路电阻

≤制造商规定值（注意值）

见 5.13.2.2

支柱绝缘子探伤

无缺陷

见 5.13.2.3

5.13.2.2 主回路电阻
下列情形之一，测量主回路电阻：
a） 红外热像检测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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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一次测量结果偏大或呈明显增长趋势，且又有 2 年未进行测量；
c） 自上次测量之后又进行了 100 次以上分、合闸操作；
d）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
测量电流可取 100A 到额定电流之间的任一值，测量方法参考 DL/T 593。
5.13.2.3 支柱绝缘子探伤
下列情形之一，对支柱绝缘子进行超声探伤抽检：
a） 有此类家族缺陷，隐患尚未消除；
b） 经历了有明显震感的地震；
c） 出现基础沉降。
5.14 耦合电容器
5.14.1 耦合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14.1.1 耦合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40、表 41）
表 40 耦合电容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 5.14.1.2

外观无异常

表 41 耦合电容器的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1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 月；

无异常

见 5.14.1.3

3. 110（66）kV：半年
极间绝缘电阻

3年

≥5000MΩ

低压端对地绝缘电阻

3年

≥100MΩ

见 5.14.1.4

1.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3年

2. 介质损耗因数：膜纸复合≤0.0025

见 5.14.1.5

油浸纸≤0.005（注意值）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1年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变化量≤0.003（注意
值）

见 5.14.1.6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1年

相对电容量比值初值差≤5%（警示值）

见 5.14.1.7

5.14.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电容器无油渗漏；
b） 瓷件无裂纹；
c） 无异物附着；
d） 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
5.14.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电容器及其所有电气连接部位，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检测
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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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4 绝缘电阻
极间绝缘电阻采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低压端对地绝缘电阻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
5.14.1.5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
多节串联的，应分节测量。测量前应确认外绝缘表面清洁、干燥，分析时应注意温度影响。
5.14.1.6 相对介质损耗因数（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电容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取临近同相的电流互感器末屏电流与本身电流相位差值的正切值。
变化量=|本次试验值-初值|。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介质损耗因数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
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
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14.1.7 相对电容量比值（带电）
具备条件时做本项试验，检测从电容末屏接地线上取信号，单根测试线长度应保证在 15 米以内 。
可取临近同相的电流互感器末屏电流换算电容值与本身电容的比值。
初值宜选取设备停电状态下的电容量为合格、带电后一周内检测的数值。相对设备宜选择同相
异类设备，如果因距离原因可选择同类异相设备，但一经确定就不可更改。当达到缺陷标准时，应
停电进行例行试验。
5.14.2 耦合电容器诊断性试验
5.14.2.1 耦合电容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42）
表 42 耦合电容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交流耐压试验

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时间为 60s

见 5.14.2.2

局部放电测量

在 1.1Um/ 3 下，≤10pC

见 5.14.2.3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4.2.4

5.14.2.2 交流耐压试验
需要验证绝缘强度时进行本项目。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耐受时间为 60s。
5.14.2.3 局部放电测量
诊断是否存在严重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见 DL/T 417。
5.14.2.4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适用于从电容末端抽取信号，其它结构参照执行。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应结合其它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5.15 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
5.15.1 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
5.15.1.1 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43、表 44）
表 43 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年或自定

要

求

外观无异常，无渗油现象

说明条款
见 5.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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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1 年或自定

绝缘电阻

电容量测量

自定（≤6 年）
新投运 1 年内
自定（≤6 年）
新投运 1 年内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见 5.15.1.3

≥2000MΩ

见 5.15.1.4

见 5.15.1.5

见 5.15.1.5

5.15.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电容器无油渗漏、无鼓起；
b） 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正常。
5.15.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电容器及其所有电气连接部位，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测量
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15.1.4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检测包括下列内容：
a） 高压并联电容器极对壳绝缘电阻；
b） 集合式电容器极对壳绝缘电阻；有 6 支套管的三相集合式电容器，应同时测量其相间绝缘
电阻。
采用 2500V 兆欧表测量。
5.15.1.5 电容量测量
电容器组的电容量与额定值的相对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3Mvar 以下电容器组：-5%～10%；
b） 从 3Mvar 到 30Mvar 电容器组：0%～10%；
c） 30Mvar 以上电容器组：0%～5%。
且任意两线端的最大电容量与最小电容量之比值，应不超过 1.05。
当测量结果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逐台测量。单台电容器电容量与额定值的相对偏差应在-5%～
10%之间，且初值差不超过±5%。
5.16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5.16.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5.16.1.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45、表 46）
表 45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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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kV 及以上：2 周；
外观检查

2. 220kV～330kV：1 月；
3. 110（66）kV：3 月；

外观无异常

见 5.16.1.2

4.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46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2. 220kV～330kV：3 月；

要

求

说明条款

1. 500kV 及以上：1 月；
无异常

见 5.16.1.3

阻性电流初值差≤50%，且全电流
≤20%

见 5.16.1.4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1 年
运行中持续电流检测
（带电）
直流 1mA
电压（U1mA）及
在 0.75 U1mA
下漏电流测量

110（66）kV 及以上：1 年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底座绝缘电阻
放电计数器功能检查

见 5.16.1.7

1. U1mA 初值差不超过±5%且不低于
GB 11032 规定值（注意值）；
2. 0.75U1mA 漏电流初值差≤30%
或≤50μA（注意值）

见 5.16.1.5

≥100MΩ

见 5.16.1.6

功能正常

见 5.16.1.7

5.16.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瓷套无裂纹；复合外套无电蚀痕迹；无异物附着；均压环无错位；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
正常；
b） 若计数器装有电流表，应记录当前电流值，并与同等运行条件下其它避雷器的电流值进行
比较，要求无明显差异；
c） 记录计数器的指示数。
5.16.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避雷器本体及电气连接部位，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测量和
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16.1.4 运行中持续电流检测（带电）
具备带电检测条件时，宜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本项目。
通过与历史数据及同组间其它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测量结果相比较做出判断，彼此应无显著差
异。当阻性电流增加 0.5 倍时应缩短试验周期并加强监测，增加 1 倍时应停电检查。
mA 电压（U
U1mA
5.16.1.5 直流 1mA
mA）及 0.75 U1mA
mA 下漏电流测量
对于单相多节串联结构，应逐节进行。U1mA 偏低或 0.75U1mA 下漏电流偏大时，应先排除电晕和
外绝缘表面漏电流的影响。除例行试验之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也应进行本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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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红外热像检测时，温度同比异常；
b） 运行电压下持续电流偏大；
c） 有电阻片老化或者内部受潮的家族缺陷，隐患尚未消除。
5.16.1.6 底座绝缘电阻
用 2500V 的兆欧表测量。当运行中持续电流异常减小时，也应进行本项目。
5.16.1.7 放电计数器功能检查
如果已有基准周期以上未检查，有停电机会时进行本项目。检查完毕应记录当前基数。若装有
电流表，应同时校验电流表，校验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5.16.2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
5.16.2.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47）
表 47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工频参考电流下的工频参考电压

应符合 GB 11032 或制造商规定

见 5.16.2.2

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或满足制造商的技术要求

见 5.16.2.3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6.2.4

5.16.2.2 工频参考电流下的工频参考电压
诊断内部电阻片是否存在老化、检查均压电容等缺陷时进行本项目，对于单相多节串联结构，
应逐节进行。方法和要求参考 GB 11032。
5.16.2.3 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如果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装备有均压电容，为诊断其缺陷，可进行本项目。对于单相多节串联结
构，应逐节进行。
5.16.2.4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检测从避雷器末端抽取信号。
当怀疑有局部放电时，应结合其它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与同组间其它避雷器的测量结果相比较做出判断，应无显著差异。本项目宜在每年雷雨季
节前进行。
5.17 电力电缆
5.17.1 电力电缆巡检及例行试验
5.17.1.1 电力电缆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48、表 49、表 50）
表 48 电力电缆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330kV 及以上：2 周
外观检查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电缆终端及可见部分外观无异常

见 5.17.1.2

4. 35kV 及以下：1 年

表 49 橡塑绝缘电缆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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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红外热像检测

1. 330kV 及以上：1 月
2. 22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1 年

求

1.对于外部金属连接部位，相间温差
超过 6K 应加强监测，超过 10K 应申请
停电检查；

说明条款

见 5.17.1.3

2.终端本体相间超过 2K 应加强监测，
超过 4K 应停电检查

外护层接地电流（带电）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4. 35kV 及以下：1 年

运行检查

220kV 及以上：1 年；
110（66）kV 及以下：3 年

见 5.17.1.5

见 5.17.1.5

主绝缘绝缘电阻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无显著变化（注意值）

见 5.17.1.6

接地电流<100A，且接地电流与负荷
比值<20％（注意值）

见 5.17.1.4

表 49（续）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外护套及内衬层绝缘电阻

1. 110（66）kV 及以上：3
年；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 5.17.1.7

见 5.17.1.7

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见 5.17.1.8

2. 35kV 及以下：4 年
交叉互联系统

3年

表 50 充油电缆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1. 220kV～330kV：3 月；
红外热像检测

2. 110（66）kV 及 以 下 ：
半年

电缆终端及其接头无异常（若可测）

见 5.17.1.3

1. 220kV～330kV：1 年；
运行检查

2. 110（66）kV 及以下：3
年

见 5.17.1.5

见 5.17.1.5

交叉互联系统

3年

见 5.17.1.8

见 5.17.1.8

油压示警系统

3年

见 5.17.1.9

见 5.17.1.9

压力箱

3年

见 5.17.1.10

见 5.17.1.10

5.17.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检查电缆终端外绝缘是否有破损和异物，是否有明显的放电痕迹；是否有异味和异常声响；
b） 充油电缆油压正常，油压表完好；
c） 引入室内的电缆入口应该封堵完好，电缆支架牢固，接地良好。
5.17.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电缆终端、中间接头、电缆分支处及接地线（如可测），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
差和/或相对温差。测量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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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应注意对电缆线路各处分别进行测量，避免遗漏测量部位；电缆带电运行时间应该在24
小时以上，最好在设备负荷高峰状态下进行；尽量移开或避开电缆与测温仪之间的遮挡物，记录环
境温度、负荷及其近 3 小时内的变化情况，以便分析参考。
当电缆线路负荷较重（超过 50%）时，应适当缩短红外热像检测周期。
5.17.1.4 外护层接地电流（带电）
本项目适用于单相电缆。
在每年大负荷来临之前、大负荷过后或者度夏高峰前后，应加强接地电流的检测；对于运行环
境差、陈旧或者缺陷的设备，应增加接地电流的检测次数。
对接地电流数据的分析，要结合电缆线路的负荷情况，并综合分析接地电流异常的发展变化趋
势进行判断。
5.17.1.5 运行检查
通过人孔或者类似入口，检查电缆是否存在过度弯曲、过度拉伸、外部损伤、敷设路径塌陷、
雨水浸泡、接地连接不良、终端（含中间接头）电气连接松动、金属附件腐蚀等危及电缆安全运行
的现象。特别注意电缆各支撑点绝缘是否出现磨损。
直埋式电缆可不进行。
5.17.1.6 主绝缘绝缘电阻
用 5000V 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与上次相比不应有显著下降，否则应做进一步分析，必要时进
行诊断性试验。
5.17.1.7 外护套及内衬层绝缘电阻
采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当外护套或内衬层的绝缘电阻（MΩ）与被测电缆长度（km）的乘积
值小于 0.5 时，应判断其是否已破损进水。用万用表测量绝缘电阻，然后调换表笔重复测量，如果
调换前后的绝缘电阻差异明显，可初步判断已破损进水。对于 110（66）kV 及以上电缆，测量外护
套绝缘电阻。
5.17.1.8 交叉互联系统
例行试验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电缆外护套、绝缘接头外护套、绝缘夹板对地直流耐压试验。试验时应将护层过电压保护
器断开，在互联箱中将另一侧的所有电缆金属套都接地，然后每段电缆金属屏蔽或金属护
套与地之间加 5kV 直流电压，加压时间为 60s，不应击穿；
b） 护层过电压保护器检测。护层过电压保护器的直流参考电压应符合设备技术要求；护层过
电压保护器及其引线对地的绝缘电阻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应大于 10MΩ；
c） 检查互联箱闸刀（或连接片）连接位置，应正确无误；在密封互联箱之前测量闸刀（或连
接片）的接触电阻，要求不大于 20μΩ，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d） 除例行试验外，如在互联系统大段内发生故障，应对该大段进行试验；如互联系统内直接
接地的接头发生故障，与该接头连接的相邻两个大段都应进行试验。试验方法参考 GB
50150。
5.17.1.9 油压示警系统
每半年检查一次油压示警系统信号装置，合上试验开关时，应能正确发出相应的示警信号。
每 3 年测量一次控制电缆线芯对地绝缘电阻，采用 250V 兆欧表，绝缘电阻（MΩ）与被测电缆
长度（km）的乘积值应不小于 1。
5.17.1.10 压力箱
例行试验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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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油特性：压力箱的供油量不应小于供油特性曲线所代表的标称供油量的 90%；
b） 电缆油击穿电压：≥50kV，测量方法参考 GB/T 507；
c） 电缆油介质损耗因数：＜0.005，在油温 100±1℃和场强 1MV/m 的测试条件下测量，测量
方法参考 GB/T 5654。
5.17.2 电力电缆诊断性试验
5.17.2.1 电力电缆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51、表 52）
表 51 橡塑绝缘电缆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见 5.17.2.2

见 5.17.2.2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见 5.17.2.3

见 5.17.2.3

1. 220kV 及以上：电压为 1.36U0，时间为 5min；
电缆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2. 110（66）kV：电压为 1.6U0，时间为 5min；

见 5.17.2.4

3. 10kV～35kV：电压为 2.0U0，时间为 5min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见 5.17.2.5

表 52 自容式充油电缆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电缆及附件内的电缆油

求

说明条款

见 5.17.2.6

见 5.17.2.6

直流试验电压：
电缆 U0，
kV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kV

直流试验电压，kV

325

165

350

175

450

225

550

275

850

425

950

475

1050

510

1050

525

1175

585

1300

650

48

64
主绝缘直流耐压试验
127

190

见 5.17.2.7

5.17.2.2 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需要判断屏蔽层是否出现腐蚀时，或者重做终端或接头后进行本项目。在相同温度下，测量铜
屏蔽层和导体的电阻，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之比应无明显改变。比值增大，可能是屏蔽层出现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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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比值减少，可能是附件中的导体连接点的电阻增大。
5.17.2.3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未老化的交联聚乙烯电缆（XLPE），其介质损耗因数通常不大于 0.001。介质损耗因数可以在工
频电压下测量，也可以在 0.1Hz 低频电压下测量，测量电压为 U0。同等测量条件下，如介质损耗因
数较初值有增加明显，或者大于 0.002 时（XLPE），需进一步试验。
5.17.2.4 电缆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采用谐振电路，谐振频率应在 300Hz 以下。220kV 及以上，试验电压为 1.36U0；110（66）kV，
试验电压为 1.6U0；10kV～35kV，试验电压为 2U0。试验时间为 5min。如试验条件许可，宜同时测
量介质损耗因数和局部放电。
新做终端、接头或受其它试验项目警示，需要检验主绝缘强度时，也应进行本项目。
5.17.2.5 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适用于电缆终端及中间接头。
5.17.2.6 电缆及附件内的电缆油
诊断性试验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击穿电压：≥45kV；
b） 介质损耗因数：在油温 100±1℃和场强 1MV/m 的测试条件下，对于 U0=190kV 的电缆，应
不大于 0.01，对于 U0≤127kV 的电缆，应不大于 0.03；
c）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各气体含量满足下列注意值要求（μL/L），可燃气体总量＜1500；H2
＜500；C2H2 痕量；CO＜100；CO2＜1000；CH4＜200；C2H4＜200；C2H6＜200。试验方法
按 GB 7252。
5.17.2.7 主绝缘直流耐压试验
失去油压导致受潮、进气修复后或新做终端、接头后进行本项目。直流试验电压值根据电缆电
压并结合其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值选取，耐压时间为 5min。
5.18 接地装置
5.18.1 接地装置巡检及例行试验
5.18.1.1 接地装置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53、表 54）
表 53 接地装置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接地引下线检查

1月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18.1.2

表 54 接地装置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设备接地引下线导通检查

接地网接地阻抗测量

基准周期

要

求

1. 220kV 及以上：1 年；2. 1. 变压器、避雷器、避雷针等：≤200mΩ
110（66）kV：3 年；3.
且导通电阻初值差≤50%（注意值）；
35kV 及以下：4 年
2. 一般设备：导通情况良好
6年

符合运行要求，且不大于初值的 1.3 倍

5.18.1.2 巡检说明
变电站设备接地引下线连接正常，无松脱、位移、断裂及严重腐蚀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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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5.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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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3 接地引下线导通检查
检查设备接地线之间的导通情况，要求导通良好；变压器及避雷器、避雷针等设备应测量接地
引下线导通电阻。测量条件应与上次相同。测量方法参考 DL/T 475。
5.18.1.4 变电站接地网接地阻抗测量
按 DL/T 475 推荐方法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注意与上次的测量方式保持一致。
当接地网结构发生改变时也应进行本项目。
5.18.2 接地装置诊断性试验
5.18.2.1 接地装置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55）
表 55 接地装置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测量

符合设计要求

见 5.18.2.2

开挖检查

-

见 5.18.2.3

5.18.2.2 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测量
接地阻抗明显增加，或者接地网开挖检查或/和修复之后，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见 DL/T 475。
5.18.2.3 开挖检查
若接地网接地阻抗或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测量不符合设计要求，怀疑接地网被严重腐蚀时，应
进行开挖检查。修复或恢复之后，应进行接地阻抗、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设
计要求。
5.19 串联补偿装置
5.19.1 串联补偿装置巡检及例行试验
5.19.1.1 串联补偿装置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56、表 57）
表 56 串联补偿装置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外观检查

基准周期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19.1.2

表 57 串联补偿装置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红外热像检测

基准周期
1. 330kV 及以上：1 月；
2. 220kV：3 月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见 5.19.1.3

例行检查

3年

见 5.19.1.4

见 5.19.1.4

金属氧化物限压器

见 5.16

见 5.16

见 5.16

串联电容器

3年

见 5.19.1.5

见 5.19.1.5

阻尼电抗器

3年

见 5.19.1.6

见 5.19.1.6

分压器分压比校核及参数
测量

3年

初值差不超过±2%

见 5.19.1.7

旁路断路器

见 5.8

见 5.8

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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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测量及控制系统

3年

要

求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说明条款
-

5.19.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串联补偿装置无异常声响；各电气设备绝缘表面无异物附着；瓷件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
无电蚀和破损；
b） 阻尼电抗器线圈表面无电蚀和放电痕迹；
c） 各电气连接处、高压引线、均压罩等无残损、错位、松动和异常放电；
d） 测量电缆、控制电缆、光纤外观无异常；
e） 自备监测系统运行正常。
5.19.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平台上各设备（可视部分）、电气连接处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 /或相
对温差。测量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19.1.4 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如下：
a） 按力矩要求抽检平台的部分螺丝，如有两个以上出现松动，按力矩要求紧固所有螺丝；检
查平台上各设备的电气连接是否牢固，必要时进行紧固处理；
b） 检查平台支柱绝缘子是否存在裂纹，必要时可以采用超声探伤仪检测；
c） 检查电容器是否发生渗漏和铁壳鼓起，发生渗漏或鼓起的电容器应予更换；
d） 检查平台各金属部件是否有锈蚀，若有进行防腐处理；
e） 检查火花间隙护网是否完整，如有破损需要进行修复；检查火花间隙表面是否有严重积尘
或者飞虫，如有则需要清理；检查火花间隙的间距是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必要时进
行调整；火花间隙触发功能检查正常；
f） 检查各测量、控制电缆、光纤，是否连接良好，外观正常；
g） 测控系统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功能检查。
5.19.1.5 串联电容器
要求逐台进行测量，极对壳绝缘电阻不低于 2500MΩ。电容量与出厂值的差异不超过±5%，否则
应予更换。更换的新电容器的电容量以及更换后整组的电容量，应符合技术文件要求。
5.19.1.6 阻尼电抗器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线圈电阻的初值差不超过±3%；在额定频率下，电感量的初值差不超过±3%。
除例行试验外，出现下列情形也应进行本项目：
a） 经历了短路电流冲击；
b） 红外热像检测异常；
c） 电抗器表面存在异常放电；
d） 电抗器线圈的内、外表面存在碳化、电弧痕迹等异常现象。
5.19.1.7 分压器分压比校核及参数测量
校核分压器的分压比（参考第 5.5.2.4）。测量高压臂、低压臂参数。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
要求。
5.19.2 串联补偿装置诊断性试验（见表 58）
表 58 串联补偿装置诊断性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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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不平衡电流测量

求

说明条款

满足制造厂要求

-

5.20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
5.20.1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巡检及例行试验
5.20.1.1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59、表 60）
表 59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330kV 及以上：2 周
2. 220kV：1 月
3. 110（66）kV：3 月
4. 35kV 及以下：1 年

要

求

外观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20.1.2

表 60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无异常

红外热像检测

1. 330kV 及以上：1 月；
2. 220kV：3 月；
3. 110（66）kV：半年；
4. 35kV 及以下：4 年

例行检查

1. 110（66）kV 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见 5.20.1.4

现场污秽度评估

1. 110（66）kV 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见 5.20.1.5

站内盘形瓷绝缘子零值检
测

1. 110（66）kV 以上：3 年；
2. 35kV 及以下：4 年

见 5.18.1.5

说明条款

见 5.20.1.3

见 5.20.1.4
见 5.20.1.5
见 5.18.1.5

5.20.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支柱绝缘子、悬式绝缘子、复合绝缘子及设备瓷套或复合绝缘护套无裂纹、破损和电蚀；
无异物附着；
b） 雾、雨等潮湿天气下的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表面无异常放电。
5.20.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查设备外绝缘、支柱绝缘子、悬式绝缘子等可见部分，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
和/或相对温差。测量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5.20.1.4 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清扫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复合绝缘除外）；
b） 仔细检查支柱绝缘子及瓷护套的外表面及法兰封装处，若有裂纹应及时处理或更换；必要
时进行超声探伤检查；
c） 检查法兰及固定螺栓等金属件是否出现锈蚀，必要时进行防腐处理或更换；抽查固定螺栓，
必要时按力矩要求进行紧固；
d） 检查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是否存在剥离、破损，必要时进行复涂或补涂；抽查复合绝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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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的憎水性，应符合技术要求；
e） 检查增爬伞裙，应无塌陷变形，表面无击穿，粘接界面牢固；
f） 检查复合绝缘的蚀损情况。
5.20.1.5 现场污秽度评估
现场污秽度测量参见 Q/GDW 152-2006。如果现场污秽度接近变电站内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
（串 ）
的最大许可现场污秽度，应采取增加爬电距离或采用复合绝缘等技术措施。每个基准周期内或有下
列情形之一进行一次现场污秽度评估：
a） 附近 10km 范围内发生了污闪事故；
b） 附近 10km 范围内增加了新的污染源（同时也需要关注远方大、中城市的工业污染）；
c） 降雨量显著减少的年份；
d） 出现大气污染与恶劣天气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湿沉降（城市和工业区及周边地区尤其要注意）。
5.20.1.6 站内盘形瓷绝缘子零值检测
参照 5.21.1.9。条件不具备时，进行红外热像精确测温，着重温度分布的测量。
5.20.2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诊断性试验
5.20.2.1 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61）
表 61 变电站外绝缘及绝缘子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超声波探伤检查

无裂纹和材质缺陷

见 5.20.2.2

复合绝缘子和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的
状态评估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1.2.2

机械弯曲破坏负荷试验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0.2.3

孔隙性试验

见 5.20.2.4

见 5.20.2.4

5.20.2.2 超声探伤检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对瓷质支柱绝缘子及瓷护套进行超声探伤检查：
a） 若有断裂、材质或机械强度方面的家族缺陷，对该家族瓷件进行一次超声探伤抽查；
b） 经历了有明显震感的地震后要对所有瓷件进行超声探伤。
5.20.2.3 机械弯曲破坏负荷试验
有支柱瓷绝缘子应能耐受产品订货技术文件所规定的机械负荷，而不发生破坏。
5.20.2.4 孔隙性试验
瓷件剖面应均质致密，经试验后不应有任何渗透现象。
5.21 输电线路
5.21.1 输电线路巡检及例行试验
5.21.1.1 输电线路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62、表 63）
表 62 输 电 线 路 巡 检 项 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导线与架空地线
金具
绝缘子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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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要

求

说明条款

无异常

见 5.21.1.2

无异常

见 5.21.1.3

无异常

见 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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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塔与接地、拉线与基础

无异常

见 5.21.1.5

通道和防护区

无异常

见 5.21.1.6

辅助设施

无异常

见 5.21.1.7

线路避雷器

无异常

见 5.21.1.8

表 63 输电线路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盘形瓷绝缘子零值检测

基准周期
1. 330kV 及以上：6 年；
2. 220kV 及以下：10 年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 5.21.1.9

见 5.21.1.9

杆塔接地阻抗检测

见 5.21.1.10

符合设计要求

见 5.21.1.10

线路避雷器检查及试验

见 5.21.1.11

见 5.21.1.11

见 5.21.1.11

现场污秽度评估

3年

见 5.20.1.5

见 5.20.1.5

5.21.1.2 导线与架空地线（含 OPGW 光纤复合地线）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导线和地线无腐蚀、抛股、断股、损伤和闪络烧伤；
b） 导线和地线无异常振动、舞动、覆冰、分裂导线无鞭击和扭绞；
c） 压接管耐张引流板无过热；压接管无严重变形、裂纹和受拔位移；
d） 导线和地线在线夹内无滑移；
e） 导线和地线各种电气距离无异常；
f） 导线上无异物悬挂；
g） OPGW 引下线金具、线盘及接线盒无松动、变形、损坏、丢失；
h） OPGW 接地引流线无松动、损坏。
5.21.1.3 金具
均压环、屏蔽环、联板、间隔棒、阻尼装置、重锤等设备无缺件、松动、错位、烧坏、锈蚀、
损坏等现象。
5.21.1.4 绝缘子串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绝缘子串无异物附着；
b） 绝缘子钢帽、钢脚无腐蚀；锁紧销无锈蚀、脱位或脱落；
c） 绝缘子串无移位或非正常偏斜；
d） 绝缘子无破损；
e） 绝缘子串无严重局部放电现象、无明显闪络或电蚀痕迹；
f） 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无龟裂、粉化、脱落；
g） 复合绝缘子无撕裂、鸟啄、变形；端部金具无裂纹和滑移；护套完整。
5.21.1.5 杆塔与接地、拉线与基础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杆塔结构无倾斜，横担无弯扭；
b） 杆塔部件无松动、锈蚀、损坏和缺件；
c） 拉线及金具无松弛、断股和缺件；张力分配应均匀；

47

Q / GDW 1168 — 2013
d） 杆塔和拉线基础无下沉及上拔，基础无裂纹损伤，防洪设施无坍塌和损坏，接地良好；
e） 塔上无危及安全运行的鸟巢和异物。
5.21.1.6 通道和防护区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无可燃易爆物和腐蚀性气体；
b） 树木与输电线路间绝缘距离的观测；
c） 无土方挖掘、地下采矿、施工爆破；
d） 无架设或敷设影响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架空索道、各种管道等；
e） 未修建鱼塘、采石场及射击场等；
f） 无高大机械及可移动式的设备；
g） 无其它不正常情况，如山洪暴发、森林起火等。
5.21.1.7 辅助设施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各种在线监测装置无移位、损坏或丢失；
b） 线路杆号牌及路标、警示标志、防护桩等无损坏或丢失；
c） 线路的其它辅助设施无损坏或丢失。
5.21.1.8 线路避雷器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线路避雷器本体及间隙无异物附着；
b） 法兰、均压环、连接金具无腐蚀；锁紧销无锈蚀、脱位或脱落；
c） 线路避雷器本体及间隙无移位或非正常偏斜；
d） 线路避雷器本体及支撑绝缘子的外绝缘无破损和明显电蚀痕迹；
e） 线路避雷器本体及支撑绝缘子无弯曲变形。
5.21.1.9 盘形瓷绝缘子零值检测
采用轮试的方法，即每年检测一部分，一个周期内完成全部普测。如某批次的盘形瓷绝缘子零
值检出率明显高于运行经验值，则对于该批次绝缘子应酌情缩短零值检测周期。
零值测量必要时采用 5000V 兆欧表，绝缘电阻应不低于 500MΩ，达不到 500MΩ时，在绝缘子表
面加屏蔽环并接兆欧表屏蔽端子后重新测量，若仍小于 500MΩ时，可判定为零值绝缘子。
自上次检测以来又发生了新的闪络、或有新的闪络痕迹的，也应列入最近的检测计划。
5.21.1.10 杆塔接地阻抗检测
检测周期见表 64。除 2km 进线保护段和大跨越外，一般采用每隔 3 基（500kV 及以上）或每隔
7 基（其它）检测 1 基的轮试方式。对于地形复杂、难以到达的区段，轮试方式可酌情自行掌握。
如某基杆塔的测量值超过设计值时，补测与此相邻的 2 基杆塔。如果连续 2 次检测的结果低于设计
值（或要求值）的 50%，则轮试周期可延长 50%～100%。检测宜在雷暴季节之前进行。方法参考 DL/T
887。
表 64 杆塔接地阻抗检测周期
位置
2km 进线保护段
大跨越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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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11 线路避雷器检查及试验
检测及试验的周期和要求见表 65。其中，红外热像检测包括线路避雷器本体、支撑绝缘子、电
气连接处及金具等，要求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测量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表 65 线路避雷器检查及试验项目
线路避雷器检查及试验项目

要

求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无异常

1年

纯空气间隙距离复核及连接金具检查

符合设计要求

3年

线路避雷器本体及支撑绝缘子绝缘电阻

＞1000MΩ（5000V 兆欧表）（注意值）

停电时且 3 年未测

5.21.2 输电线路诊断性试验
5.21.2.1 输电线路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66）
表 66 输电线路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复合绝缘子和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的
状态评估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1.2.2

导线接点温度测量

见 5.21.2.3

见 5.21.2.3

导地线（含大跨越）振动测量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1.2.4

地线机械强度试验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1.2.5

导线弧垂测量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见 5.21.2.6

杆塔接地开挖检查

接地导体截面不小于设计值的 80%

见 5.21.2.7

线路避雷器本体试验

见 5.16

见 5.21.2.8

5.21.2.2 复合绝缘子和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的状态评估
评估周期见表 67，重点对复合绝缘子的机械破坏负荷、界面，以及复合绝缘子和室温硫化硅橡
胶涂层的憎水性进行评估。
5.21.2.3 导线接点温度测量
接点温度可略高于导线温度，但不应超过 10℃，且不高于导线允许运行温度。在分析时，要综
合考虑当时及前 1 小时的负荷变化以及大气环境条件。
表 67 复合绝缘子和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的状态评估
首次评估基准周期

后继评估基准周期

复合绝缘子

6年

根据历次评估结果自定（≤4 年）

室温硫化硅橡胶涂层

3年

根据历次评估结果自定（≤2 年）

按家族（制造商、型号和投运年数），从输电线路上随机抽取 6～9 只，依次进行下列三项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要求。此外，用户还应根据多次评估试验结果的稳定性，调整评估周期。
a） 憎水性、憎水性迁移特性、憎水性丧失特性和憎水性恢复时间测定。检测方法和判据可参
见 DL/T 864。
b） 界面试验。包括水煮试验和陡波前冲击电压试验两项。试验程序和判据 GB/T 1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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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机械破坏负荷试验。要求 Mav-2.05Sn 应大于 0.5 SML，且 Mav≥0.65 SML。其中，SML
为额定机械负荷，Mav 为破坏负荷的平均值，Sn 为破坏负荷的标准偏差。试验方法可参考 GB/T
19519。
按涂敷材料、涂敷时间和涂敷地点，抽样检查涂层的附着性能，要求无龟裂、粉化、脱落和剥
离等现象。抽样检查憎水性，检测方法和判据可参见 DL/T 864，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复涂。
5.21.2.4 导地线（含大跨越）振动测量
怀疑导地线存在异常振动时进行本项目。测量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21.2.5 地线机械强度试验
需要检验地线的机械强度，或存在此类家族缺陷时进行本项目。取样进行机械拉力试验，要求
不低于额定机械强度的 80%。
5.21.2.6 导线弧垂测量
根据线路巡检结果，实时安排导线弧垂测量。方法和要求见 GB 50233。
5.21.2.7 杆塔接地开挖检查
杆塔接地阻抗显著增加，或者显著超过规定值，怀疑严重腐蚀时进行本项目。开挖检查并修复
之后，应进行杆塔接地阻抗测量。
5.21.2.8 线路避雷器本体试验
当巡检、绝缘电阻测量或红外热像检测显示线路避雷器本体异常时，进行本项目；当巡检、绝
缘电阻测量或红外热像检测显示支撑绝缘子异常时，应予更换。
6 直流设备
6.1 换流变压器
6.1.1 换流变压器巡检及例行检查和试验（见表 68、表 69）
表 68 换流变压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外观检查

无异常

见 5.1.1.2a）

油温和绕组温度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

见 5.1.1.2b）

1/3 以上处于干燥状态

见 5.1.1.2c）

无异常

见 5.1.1.2d）

声响及振动

无异常

见 5.1.1.2e）

有载分接开关位置

指示器指示正确

-

呼吸器干燥剂（硅胶）
冷却系统

2周

表 69 换流变压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5.1.1.3

1. 乙炔≤1 μL/L（注意值）；
本体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3月

2. 氢气≤150μL/L（注意值）；

见 5.1.1.4

3. 总烃≤150μL/L（注意值）；

表 69（续）
例行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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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说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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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4. 绝对产气速率：
本体油中溶解气体分析

3月

≤12mL/d（隔膜式）（注意值）
或≤6mL/d（开放式）（注意值）；

见 5.1.1.4

5. 相对产气速率≤10%/月（注意值）
1. 相间互差≤2%（警示值）；

网侧绕组电阻

3年

绝缘油例行试验

见 7.1

见 7.1

见 7.1

套管试验

3年

见 5.7

见 5.7

铁心接地电流测量（带电）

1年

具备检测条件时，出具报告，积累数据

-

铁心绝缘电阻

3年

≥100MΩ（新投运 1000 MΩ）（注意值）

见 5.1.1.7

有载分接开关检查

见 5.1.1.10

见 5.1.1.10

见 5.1.1.10

无异常

见 5.1.1.11

无异常

见 5.1.1.12

无异常

见 5.1.1.13

2. 同相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测温装置检查
气体继电器检查

3年

冷却装置检查

见 5.1.1.5

6.1.2 诊断性试验
6.1.2.1 换流变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70）
表 70 换流变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阀侧绕组电阻

要

求

1. 相间互差≤2%（警示值）；
2. 同相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说明条款
见 6.1.2.2

1. 绝缘电阻无显著下降；
绕组绝缘电阻

2. 吸收比≥1.3 或极化指数≥1.5

见 5.1.1.8

或绝缘电阻≥10000 MΩ（注意值）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20℃）

≤0.005（注意值）

见 5.1.1.9

短路阻抗测量

见 5.1.2.3

见 5.1.2.3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量测量

见 6.1.2.3

见 6.1.2.3

绕组频率响应分析

见 5.1.2.5

见 5.1.2.5

绕组各分接位置电压比

初值差不超过±0.5%（额定档）；
±1%（其它）（警示值）

见 5.1.2.6

纸绝缘聚合度测量

聚合度≥250（注意值）

见 5.1.2.9

绝缘油诊断性试验

见 7.2

见 7.2

声级和振动测定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1.2.11

压力释放阀检查

无异常

见 5.1.1.14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紫外成像检测

无异常放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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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阀侧绕组电阻
当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异常，或者怀疑存在绕组方面的缺陷时，进行本项目。要求见 5.1.1.5。
6.1.2.3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量测量
验证主绝缘强度，或诊断是否存在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目。感应电压的频率应在 100Hz～
300Hz。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1.3Um/ 3 ，时间按式（3）确定，但应在 15s～60s 之间。耐压幅值应
依据变压器状态审慎确定。如同时测量局部放电，应控制各种外部电晕和放电干扰，使整个试验回
路的背景干扰低于许可的局部放电水平。具体试验程序参考下列方法：
a）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推荐的试验方法；
b） IEC 等国际标准推荐的试验方法；
c） 设备技术文件推荐的试验方法，或出厂试验方法；
d） 适宜于现场条件的其它等效试验方法。
首次使用非标准试验方法时，应咨询制造商的意见，或由设备管理者组织专家做出决定。
6.2 平波电抗器
6.2.1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巡检及例行检查和试验（见表 71、表 72）
表 71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外观检查

无异常

见 5.1.1.2a）

油温和绕组温度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之要求

见 5.1.1.2b）

1/3 以上处于干燥状态

见 5.1.1.2c）

冷却系统

无异常

见 5.1.1.2d）

声响及振动

无异常

见 5.1.1.2e）

呼吸器干燥剂（硅胶）

2周

表 72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技术要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

见 5.1.1.3

1. 乙炔≤1μL/L（注意值）；
油溶解中气体分析

3月

2. 氢气≤150μL/L（注意值）；

见 5.1.1.4

3. 总烃≤150μL/L（注意值）
绝缘油例行试验

见 7.1

见 7.1

见 7.1

套管试验

3年

见 5.7

见 5.7

铁心绝缘电阻

3年

≥100MΩ（新投运 1000 MΩ）（ 注 意 值 ）

见 5.1.1.7

测温装置检查

3年

无异常

见 5.1.1.11

气体继电器检查

3年

无异常

见 5.1.1.12

压力释放阀检查

3年

无异常

见 5.1.1.14

6.2.2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诊断性试验
6.2.2.1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73）
表 73 油浸式平波电抗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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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电阻

初值差不超过±2%（警示值）

见 5.1.1.5

表 73（续）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1. 绝缘电阻无显著下降；
绕组绝缘电阻

2. 吸收比≥1.3 或极化指数≥1.5

见 5.1.1.8

或绝缘电阻≥10000 MΩ（注意值）
绕组绝缘介质损耗因数（20℃）

≤0.005（注意值）

见 5.1.1.9

电感量测量

初值差不超过±3%（注意值）

见 6.2.2.2

纸绝缘聚合度测量

聚合度≥250（注意值）

见 5.1.2.9

绝缘油诊断性试验

见 7.2

见 7.2

声级测量

同等测量条件下声级没有明显变化

见 6.2.2.3

振动测量

≤200μm（注意值）

见 6.2.2.4

紫外成像检测

无异常放电

-

6.2.2.2 电感量测量
可采用施加工频电压、测量工频电流来计算电感量的方法。测量时，通过调压器将工频电压施
加到电抗器的引线端子上，用电压表和电流表监视电压和电流，逐步升高电压 U，直至电流达到 1A，
读取电压值 U，电感量 L = U (100π) 。
6.2.2.3 声级测量
在运行中出现声响异常，可视情况进行声级测量。测量干式电抗器声级时，必须保证与绕组有
足够的安全距离。测量方法参考 GB 10229。
6.2.2.4 振动测量
在运行中出现异常振动，可视情况进行振动测量。如果之前进行过振动测量，宜在同等条件下
进行，以便比较。测量方法参考 GB 10229。
6.2.3 干式平波电抗器
巡检包括表 71 所列外观、声响及振动；例行检查和试验包括表 72 所列红外热像检查；诊断性
试验包括表 73 所列绕组电阻值、电感量测量。
6.3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
同 5.1。
6.4 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
同 5.2。
6.5 电流互感器
同 5.4。
6.6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同 5.5。
6.7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同 5.6。
6.8 直流电流互感器（零磁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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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直流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8.1.1 直流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74、表 75）
表 74 直流电流互感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2周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8.1.2

表 75 直流电流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温升

见 6.8.1.3

一次绕组绝缘电阻

3年

初值差不超过-50%（注意值）

见 5.4.1.5

电容量及介质损耗因数

3年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介质损耗因数≤0.006（注意值）

说明条款

见 5.4.1.6

6.8.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本体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
电蚀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附着；
b） 充油的电流互感器，无油渗漏，油位正常，膨胀器无异常升高；充气的电流互感器，气体
密度值正常，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无异常；
c） 二次电流无异常。
6.8.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电流互感器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 。
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6.8.2 直流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见表 76）
表 76 直流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绝缘油试验
交流耐压试验

要

求

说明条款

见第 7 章

见第 7 章

1. 一次绕组：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
2. 二次绕组之间及末屏对地：2kV

见 5.4.2.2

1.2Um/ 3 下，
局部放电测量

≤20pC（气体）；

见 5.4.2.3

≤20pC（油纸绝缘及聚四氟乙烯缠绕绝缘）；
≤50pC（固体）（注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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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比校核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4

绕组电阻测量

与初值比较，应无明显差别

见 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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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无异常放电

-

6.9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
6.9.1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9.1.1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77、表 78）
表 77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月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9.1.2

表 78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温升

见 6.9.1.3

火花间隙检查（如有）

1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9.1.4

6.9.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本体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
电蚀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附着；
b） 每月对光电流互感器的传输通道光电流、功率、奇偶校验值等参数进行监视，应无异常；
c） 二次电流无异常。
6.9.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电流互感器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 。
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6.9.1.4 火花间隙检查（如有）
若电流传感器装备了火花间隙，应清洁间隙表面积尘，并确认间隙距离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9.2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
6.9.2.1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79）
表 79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电流比校核

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

见 5.4.2.4

激光功率测量

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

见 6.9.2.2

6.9.2.2 激光功率测量
在线监测系统显示光功率不正常时，进行本项目。用光通量计测量到达受端的激光功率，并与
要求值和上次对应位置的测量值进行比较，偏差不超过±5%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必要时，可
测量光纤系统的衰减值，测量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10 直流分压器
6.10.1 直流分压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10.1.1 直流分压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80、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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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直流分压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2周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10.1.2

表 81 直流分压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温升

见 6.10.1.3

分压电阻、电容值测量

3年

见 6.10.1.4

见 6.10.1.4

SF6 气体湿度检测（SF6 绝
缘）（带电）

3年

≤500μL/L（警示值）

见 8.1

6.10.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高压引线、接地线等连接正常；本体无异常声响或放电声；瓷套无裂纹；复合绝缘外套无
电蚀痕迹或破损；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异物；
b） 油位（充油）
、气体密度（充气）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气体密度表（继电器）无异常；
c） 二次电压无异常。
6.10.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高压引线连接处、分压器本体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检
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6.10.1.4 分压电阻、电容值测量
定期或二次侧电压值异常，测量高压臂和低压臂电阻阻值，同等测量条件下，初值差不应超过
±2%；如属阻容式分压器，应同时测量高压臂和低压臂的等值电阻和电容值，同等测量条件下，初
值差不超过±3%，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10.2 直流分压器诊断性试验
6.10.2.1 直流分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82）
表 82 直流分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分压比校核

要

求

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

说明条款
见 6.10.2.2

1. 乙炔≤2μL/L（注意值）；
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油纸绝缘）

2. 氢气≤150μL/L（注意值）；
3. 总烃≤150μL/L（注意值）

见 6.10.2.3

绝缘油试验（油纸绝缘）

-

SF6 气体成分分析（SF6 绝缘）

见 8.2

见 8.2

电压限制装置功能验证

符合设备技术条件要求

见 6.10.2.4

6.10.2.2 分压比校核
低压侧电压值异常时进行此项目。在 80%～100%的额定电压范围内，在高压侧加任一电压值，
测量低压侧电压，校核分压比。简单检查可取更低电压。分压比应与铭牌标志相符。当计量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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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测量电压误差，测量结果符合设备计量准确级要求。具体要求参考设备技术文件之规定。
6.10.2.3 绝缘油试验
怀疑油质受潮、劣化，或者怀疑内部可能存在局部放电缺陷时进行本项试验。取样时，务必注
意设备技术文件的特别提示（如果有的话），并检查油位。全密封或设备技术文件明确禁止取油样时 ，
不宜进行此项试验。
6.10.2.4 电压限制装置功能验证
每 3 年或有短路事故时，进行本项目。试验方法和要求参见设备技术文件。一般是用不超过 1000V
兆欧表施加于电压限制装置的两个端子上，应能识别出电压限制装置内部放电。
6.11 高压套管
同 5.7。
6.12 SF6 断路器
同 5.8。
6.13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同 5.9。
6.14 直流断路器
6.14.1 直流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14.1.1 直流断路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83、表 84）
表 83 直流断路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气体密度值检查（SF6 型）

1月

操动机构状态检查

要

求

说明条款

外观无异常

见 6.14.1.2a）

密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14.1.2b）

状态正常

见 6.14.1.2c）

表 84 直流断路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温升

见 6.14.1.3

主回路电阻测量

3年

初值差≤20%（注意值）

见 5.8.1.4

SF6 气体湿度检测（带电）

3年

见 8.1

见 8.1

例行检查和测试

3年

无异常

见 6.14.1.4

1. U1mA 初值差不超过±5%（注意值）；
非线性（放电）电阻

6年

2. 0.75U1mA 漏电流初值差≤30%或
≤50μA（注意值）

见 6.14.1.5

空气断路器直流泄漏

3年

≤10μA（注意值）

见 6.14.1.6

振荡回路电容、电感及电
阻值测量

6年

1. 电容、电感的初值差不超过±5%（注意
值 ）；

见 6.14.1.7

例行检查和测试

3年

2. 电阻的初值差不超过±3%（注意值）
见 5.8.1.7

见 5.8.1.7

6.14.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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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观无异常，高压引线、二次控制电缆、接地线连接正常；瓷套、支柱绝缘子无残损、无
异物挂接；加热单元功能无异常；分、合闸位置及指示正确；
b） SF6 绝缘断路器，气体密度（压力）正常；
c） 操动机构状态检查正常（液压机构油压正常；气压机构气压正常；弹簧机构弹簧位置正确）。
6.14.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断口及断口并联元件、引线接头、绝缘子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
对温差。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判断时，应该考虑测量时及前 3 小时负荷电流的变化情况 。
6.14.1.4 例行检查和测试
例行检查和测试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轴、销、锁扣和机械传动部件检查，如有变形或损坏应予更换；
b） 瓷绝缘件清洁和裂纹检查；
c） 操动机构外观检查，如按力矩要求抽查螺栓、螺母是否有松动，检查是否有渗漏等；
d） 检查操动机构内、外积污情况，必要时需进行清洁；
e） 检查是否存在锈迹，如有需进行防腐处理；
f） 按设备技术文件要求对操动机构机械轴承等活动部件进行润滑；
g） 检查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电缆、接地线是否完好；
h） 检查振荡回路各元件是否存在电蚀、碳化或机械松动等；
i） 在额定操作电压下分、合操作两次，要求操作应灵活，合、分指示及切换开关转换正确。
6.14.1.5 非线性（放电）电阻
测试其绝缘电阻和直流 1mA 电 压（ U1mA）及 0.75 U1mA 下泄漏电流。
试验方法及要求参见 5.16.1.5。
6.14.1.6 空气断路器直流泄漏
试验电压为直流 40kV。泄漏电流大于 10μA 时，应引起注意。注意排除瓷护套的影响。
6.14.1.7 振荡回路电容、电感及电阻值测量
每 6 年或巡检、红外检测有异常时进行本项目。要求在同等测量条件下，各元件的初值差不超
过设备技术文件要求之规定。其中电容的测量可以采用电桥或数字式电容表，电感测量方法可参考
6.17.2.4，电阻的测量可以采用电桥或数字式欧姆表。
6.14.2 直流断路器诊断性试验
6.14.2.1 直流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85）
表 85 直流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气体密封试验（SF6 型）

≤0.5%/年，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注意值）

见 5.4.2.6

气体密度监视器校验（SF6 型）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5.4.2.7

交流耐压试验

见 6.14.2.2

见 6.14.2.2

SF6 气体成分分析

见 8.2

见 8.2

6.14.2.2 交流耐压试验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解体性检修之后，或必要时，进行本项试验。包括高压对地（合闸状态）
和断口间（分闸状态）两种方式。试验在额定充气压力下进行，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值的 80%，耐
压时间为 60s，试验方法参考 DL/T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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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同 5.12.2.2。
6.16 耦合电容器
同 5.14。
6.17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
6.17.1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17.1.1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86、表
87）
表 86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2周

要

求

外观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17.1.2

表 87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求

说明条款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温升

见 6.17.1.3

例行检查

1年

见 6.17.1.4

见 6.17.1.4

并联电容器组电容量

1年

初值差不超过±2%

见 6.17.1.5

6.17.1.2 巡检说明
检查电容器是否有渗漏油、鼓起，若有要及时更换（可临时退出运行的）；注意电抗器线圈可视
部位是否存在裂纹、碳化、电弧痕迹或颜色改变，线圈顶部是否有鸟巢等异物；注意电阻器的空气
进、出口是否被堵塞；注意电流互感器油位是否正常。注意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是否完好。
6.17.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如有）电容器、电抗器、电阻器、电流互感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等各部件及其所有电
气连接部位等，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6.17.1.4 例行检查
6.17.1.4.1 电容器
发生渗漏的电容器应予更换，但若渗漏轻微，可根据制造商指导予以修复。出现鼓肚、外壳变
色，或者运行中红外热象检测显示有温度异常升高的电容器应予更换。
6.17.1.4.2 电阻器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检查并清洁内部绝缘子、套管，发现有破损的绝缘子或套管应予更换；
b） 清洁空气进、出口；
c） 检查电气连接的焊点和螺栓，松动的螺栓要按设备技术文件之力矩要求予以紧固；
d） 检查所有户外瓷绝缘子与连接金具的固定螺栓，并按设备技术文件之力矩要求予以紧固。
6.17.1.4.3 电抗器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全面检查线圈顶部、底部以及电抗器线圈的内、外表面是否存在碳化、电弧痕迹等异常，
发现异常时，重新投运之前应查明原因（必要时咨询制造商）、排除隐患；
b） 检查线圈顶部等，是否有异物，如有，予以清除；
59

Q / GDW 1168 — 2013
c） 随机抽查若干支撑构架螺栓的紧固力矩，如果有一个以上松动，按设备技术文件之提供的
力矩要求紧固所有螺栓；
d） 检查接地引下线，若存在松动、腐蚀等应予修复；
e） 保护漆局部不完整或漆剥落应予修复。
6.17.1.5 并联电容器组电容量
电容器组电容量的初值差应不超过±2%。如超过±2%，或者退出运行前不平衡电流超过运行保
护值的 50%，应逐一测量每只电容器的电容量，方法和要求参见 6.17.2.2。
6.17.2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诊断性试验
6.17.2.1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88）
表 88 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单台电容器电容量测量

与额定值的差异在-5%～10%之间（注意值）

见 6.17.2.2

电阻器电阻值测量

初值差不超过±3%（注意值）

见 6.17.2.3

电抗器电感量及线圈电阻值测量

1. 电感量初值差不超过±3%（注意值）；
2. 线圈电阻值初值差不超过±3%（注意值）

见 6.17.2.4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见 6.18

见 6.18

电流互感器

见 5.4

见 5.4

6.17.2.2 电容器电容量测量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应测量单台电容器的电容量：
a） 电容器组（臂）的电容量测试结果不能满足表 87 要求；
b） 有检修试验机会，且退出运行前，不平衡电流超过了 50%的运行保护值；
c） 运行中不平衡电流超过设定值，保护跳闸使滤波器退出运行。
单台电容器电容量的初值差应不超过 10%，否则应予更换。新的电容器与被更换的电容器的电
容量差别应在 1%之内（参考铭牌值或例行试验值）。更换电容器之后，不平衡电流应小于 20%的运
行保护值。
6.17.2.3 电阻器电阻值测量
外观检查、红外热象检测等发现异常，应测量电阻器的电阻值。测量需待电阻器恢复到常温后
进行。同等温度下，初值差不超过±3%。温度差异较大时，应修正到同一温度下进行比较。
6.17.2.4 电抗器电感量及线圈电阻值测量
下列情形需要测量电抗器电感量及线圈电阻值：
a） 经历了严重的短路电流；
b） 红外热像检测时，同比温度异常；
c） 外观检查或紫外巡检时，电抗器表面存在异常放电；
d） 电抗器线圈的内、外表面存在碳化、电弧痕迹等异常。
电感量测量方法可参考第 6.2.2.2。
6.18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6.18.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及例行试验
6.18.1.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89、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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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2周

要

求

外观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18.1.2

表 90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1月

无异常

见 6.18.1.3

运行中持续电流检测（带电）

1年

见 5.16.1.4

见 5.16.1.4

直流 1mA 电压（U1mA）及
在 0.75 U1mA 下漏电流测量

要

求

3 年（无持续电流检测） 1. U1mA 初值差不超过±5%且不低于 GB
11032 规定值（注意值）；
6 年（有持续电流检测）
2. 0.75U1mA 漏电流初值差≤30%或
9 年（安装于阀厅内的）
≤50μA（注意值）

说明条款

见 5.16.1.5

表 90（续）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要

底座绝缘电阻

求

说明条款

≥100MΩ

见 5.16.1.6

放电计数器功能检查

见 5.16.1.7

功能正常

见 5.16.1.7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带电）

1年

无异常放电

-

6.18.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瓷套无裂纹；复合外套无电蚀痕迹；无异物附着；均压环无错位；高压引线、接地线连接
正常；
b） 若计数器装有电流表，应记录当前电流值，并与同等运行条件下其它避雷器的电流值进行
比较，要求无明显差异；
c） 记录计数器的指示数；
d） 阀厅内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巡检结合阀检查进行。
6.18.1.3 红外热像检测
检测避雷器本体及电气连接部位，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测量和
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阀厅内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有条件时进行。
6.18.2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见表 91）
表 91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工频参考电流下的工频参考电压

应符合 GB 11032 或制造商规定

见 5.16.2.2

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电容量初值差不超过±5%或满足制造商的技术要求

见 5.16.2.3

6.19 电力电缆
同 5.17。
6.20 直流接地极及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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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 接地极及线路巡检及例行试验
6.20.1.1 接地极及线路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92、表 93）
表 92 接地极及线路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接地极及线路巡检

1月

要

求

无异常

说明条款
见 6.20.1.2

表 93 接地极及线路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技术要求

说明条款

测量井水位、水温

3月

符合设计要求

见 6.20.1.3

接地极接地电阻测量

6年

符合设计要求

见 6.20.1.4

接地极电流分布测试

3年

符合设计要求

见 6.20.1.5

极址电感、电容测量

3年

符合设计要求

见 6.20.1.6

6.20.1.2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杆塔结构完好无盗损、无严重锈蚀，杆号牌、警示牌等附属设施齐全完好；
b） 导地线无断股、烧伤，无异物挂接，接头连接完好；与树木等跨越物净空距离满足要求；
c） 绝缘子串外观结构完好，无残伞，间隔棒、防振锤、招弧角等状态完好，无松动错位；连
接金具完好、无松动变形和严重锈蚀；
d） 杆塔接地装置、极址接地引下线连接良好，无盗损；
e） 检查检测装置和渗水孔防止淤泥堵塞；
f） 杆塔基础及极址周围无冲刷、塌陷。
6.20.1.3 测量井水位、水温
定期检测井水位和水温，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20.1.4 接地极接地电阻测量
可采用电压—电流长线法测量接地电阻，即向接地极注入直流电流 I，测量电流注入点对零电位
参考点的电位 Ug，接地电阻 Rg=Ug/I。测量时，要求直流电源的另一接地点（可以是换流站接地网 ）
以及零电位参考点与接地极之间的最小距离大于接地极任意二点间最大距离的 5 倍。直流电流 I 可
以是系统停运时由独立试验用直流电源产生（推荐 50A），也可以是系统运行中流经接地极的不平衡
电流或是单极大地回路运行时的入地电流。
6.20.1.5 接地极电流分布测试
运行中接地极线路和元件馈电电缆的电流分布应定期检查，采用大口径直流钳形电流表测量，
设馈电电缆的电流为 Ii，N 为馈电电缆根数，则分流系数为：
N

ηi = I i / ∑ I j

5）

j =1

与初值比， η i 不应有明显变化，或符合设计要求。
6.20.1.6 极址电感、电容测量
电感采用电压-电流法测量，电容采用数值式电容表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20.2 接地极及线路诊断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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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 接地极及线路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94）
表 94 接地极及线路诊断性试验项目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接触电势和电压测量

符合设计要求

跨步电势和电压测量

符合设计要求

开挖检查

-

说明条款
见 6.20.2.2
见 6.20.2.5

6.20.2.2 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测量
下列情形进行本项试验
a） 电流分布发生明显变化、或者接地电阻明显增加；
b） 接地极寿命（通常以安时数计算）损失达到 60%、80%、90%时；
c） 开挖检查之后。
6.20.2.3 接触电势和电压测量
向接地极注入直流电流，测量极址内和附近各金属物件如终端塔、中心塔和分支塔等的接触电
势。测量时，在与金属物件相距 1m 的地面布置电极，测量金属物件上离地面 1.8m 高的点与电极之
间的电位差。在测量接触电势时，直接利用电压表测量；在测量接触电压时，电压表要并联 1000Ω
模拟人体电阻。直流电流 I 可以是系统停运时由独立试验用直流电源产生（推荐 50A），也可以 是系
统运行中流经接地极的不平衡电流或是单极大地回路运行时的入地电流。测量应采用无极化电极，
测量结果应折算到高压直流接地极运行时的最大电流。
6.20.2.4 跨步电势和电压测量
向接地极注入直流电流，根据接地极设计、施工图和接地极馈电电缆分流情况或历史测量结果，
选择测量区域，通常在极环附近，特别是电流入地和极环曲率半径较小的位置。方法是在测量点放
置一电极，在半径为 1m 的圆孤上用另一电极探测，找出电位差较大的几点，再以这几点为圆心，
重复上述做法，直到找到局部最大跨步电势和电压。在测量跨步电势时，直接利用电压表测量；在
测量跨步电压时，电压表要并联 1000Ω模拟人体电阻。直流电流 I 可以是系统停运时由独立试验用
直流电源产生（推荐 50A），也可以是系统运行中流经接地极的不平衡电流或是单极大地回路运行时
的入地电流。测量应采用无极化电极，测量结果应折算到高压直流接地极运行时的最大工作电流。
6.20.2.5 开挖检查
若接地极极址的接地电阻或馈电电缆的电流分布不符合设计要求，或怀疑接地极地网被严重腐
蚀时（如跨步电势和电压测量结果异常）
，应开挖检查。修复或恢复之后，要进行接地电阻、接触电
压和跨步电压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6.21 接地装置
同 5.18。
6.22 晶闸管换流阀
6.22.1 晶闸管换流阀巡检及例行试验
6.22.1.1 晶闸管换流阀巡检及例行试验项目（见表 95、表 96）
表 95 晶闸管换流阀巡检项目
巡检项目

基准周期

外观检查

≤1 周

要

求

无异常（包括一次关灯检查）

说明条款
见 6.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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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晶闸管换流阀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基准周期

红外热像检测

≤2 周

无异常

见 6.22.1.4

清揩

≤3 年

清洁

见 6.22.1.5

阀检查

3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1.6

冷却回路检查

≤6 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1.7

组件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要

求

说明条款

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6年

均压电阻的电阻值

初值差不超过±5%（警示值）

见 6.22.1.8

初值差不超过±3%（警示值）

见 6.22.1.9

晶闸管阀试验

3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1.10

漏水报警和跳闸试验

1年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1.11

6.22.1.2 维护说明
晶闸管换流阀厅内的相对湿度在 60%以下。如果检修期间相对湿度超过 60%应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检修期间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60%以下。
6.22.1.3 巡检说明
巡检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要求阀监控设备工作正常，无缺陷报告；
b） 阀体各部位无烟雾、异味、异常声响和振动；
c） 无漏水现象；
d） 检查冷却系统的压力、流量、温度、电导率等仪表的指示应正常；
e） 进行阀厅关灯检查，无异常；
f） 查阀厅的温度、湿度、通风是否正常。
6.22.1.4 红外热像检测
条件许可时，对换流阀可视部分进行检测，红外热像图显示应无异常温升、温差和/或相对温差 。
检测和分析方法参考 DL/T 664。
6.22.1.5 清揩
对阀厅的内壁、阀结构表面屏蔽罩、绝缘子、阳极电抗器等元器件进行清擦、清扫。
6.22.1.6 阀检查
例行检查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承担绝缘的部件表面无损伤、电蚀和污秽；
b） 所有电气连接完好，无松动；
c） 检查阀电抗器，其表面颜色无异常；检查连接水管、水接头，要求无漏水、渗水现象；检
查各电气元件的支撑横担，要求无积尘、积水等现象；
d） 检查晶闸管控制单元（TE、TVM 或 TCU）以及反向恢复器保护板（RPU），要求外观无异
常，插紧到位和插座端子连接完好；
e） 检查组件电容和均压电容，要求外观无鼓起和渗漏油、金属部分无锈蚀、连接部位牢固；
f） 检查各晶闸管堆，蝶弹压紧螺栓，使晶闸管堆压装紧固螺钉与压力板在同一平面上，并用
检查蝶弹弹性形变的专用工具校核（只在新安装和更换之后才进行）；
g） 利用超声波抽检长棒式绝缘子，要求无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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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等电位电极按不同层、不同部位抽查无异常；
i） 用力矩扳手检查半层阀间连接母线、电抗器连接母线无异常；
j） 阀避雷器及其动作的电子回路检查无异常；
k） 检查光缆联接和排列情况，要求光缆接头插入、锁扣到位，光缆排列整齐。
6.22.1.7 冷却回路检查
对水冷系统施加 110%～120%额定静态压力 15 分钟（如制造商有明确要求，按要求执行），对
冷却系统进行如下检查：
a） 检查每个阀塔主水路的密封性，要求无渗漏；
b） 检查冷却水管路、水接头和各个通水元件，要求无渗漏；
c） 检查漏水检测功能，要求其动作正确；
d） 检查水系统的压力、流量、温度、电导率等仪表，要求外观无异常，读数合理；同时，要
进行总表与分表之间的流量校核，若发现不一致，则视情况进行及时检查；
e） 检查滤网的过滤性能，符合厂家的技术文本要求。
注 1：只有在漏水情况下才紧固相应的连接头，要求无泄漏，不宜过紧。通风正常，泄漏指示器正常；每个塔
中冷却水流量相等。
注 2：加有乙二醇的冷却水，按厂家技术文件执行。

6.22.1.8 组件电容、均压电容的电容量
测量组件电容和均压电容的电容量，采用专用测量仪，不必断开接线。要求初值差不超过±5％。
6.22.1.9 均压电阻的电阻值
测量均压电阻的电阻值，采用专用测量仪，不必断开接线。要求初值差不超过±3％。
6.22.1.10 晶闸管阀试验
例行试验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a） 如果监测系统显示在同一单阀内损坏的晶闸管数为冗余数－1 时为注意值，当损坏的晶闸
管数等于冗余数时为警示值；
b） 如果监测系统显示在同一单阀内晶闸管正向保护触发（BOD 触发）的晶闸管数为冗余数－
1 时为注意值，当晶闸管正向保护触发的晶闸管数等于冗余数时为警示值；
c） 晶闸管元件的触发开通试验。采用专用试验装置，按厂家的技术文件执行；
d） 检查晶闸管阀控制单元或阀基电子设备（VCU 或 VBE）和晶闸管阀监测装置（THM 或 TM），
功能正常；
e） 如果更换缺陷的晶闸管，需同时检查控制单元和均压回路。
6.22.1.11 漏水报警和跳闸试验
对漏水检测装置进行检查，并作记录，结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22.2 晶闸管换流阀诊断性试验
6.22.2.1 晶闸管换流阀诊断性试验项目（见表 97）
表 97 晶闸管换流阀诊断性试验项目及说明
诊断性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光缆传输功率测量

初值差不超过±5%

见 6.22.2.2

冷却水管内等电位电极检查

见 6.22.2.3

见 6.22.2.3

阀电抗器参数测量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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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回路电阻值测量

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见 6.22.2.5

内冷水电导率测量

≤0.5μS/cm

见 6.22.2.6

6.22.2.2 光缆传输功率测量
确认光缆传输功率是否正常时进行。用光通量计测量到达各 TCU 或 TE 或 TVM 的光功率，要
求初值差不超过±5%，或者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6.22.2.3 冷却水管内等电位电极检查
拆下冷却水管内的等电位电极，清除电极上的沉积物，检查其有效体积减小的程度，当水中部
分体积减小超过 20%时，需更换，并同时更换 O 型密封圈。
对于光阀宜适当增加抽样数量。
6.22.2.4 阀电抗器参数测量
采用施加工频电流、测量电抗器两端工频电压的方法进行电抗值测量，其中施加的工频电流应
不小于 5A。要求电抗值的初值差不超过±5%。采用电阻电桥进行阀电抗器电阻值测量，要求电阻值
的初值差不超过±3%。
6.22.2.5 阀回路电阻值测量
采用电阻电桥进行阀回路电阻值测量，互相比对，无明显差异。
6.22.2.6 冷却水电导率测量
监测冷却水的电导率，要求 20℃时的电导率不大于 0.5μS/cm，或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7 绝缘油试验
7.1 绝缘油例行试验
油样提取应遵循 GB/T 7597 规定，特别是少油设备。例行试验项目如表 98 所示。
表 98 绝缘油例行试验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
视觉检查

要

求

透明，无杂质和悬浮物

说明条款
见 7.1.1

1. ≥60kV（警示值），750kV；
2. ≥50kV（警示值），500kV；
击穿电压

3. ≥45kV（警示值），330kV ；
4. ≥40kV（警示值），220kV；

见 7.1.2

5. ≥35kV（警示值），110（66）kV；
6. ≥30kV（警示值），35kV
1. ≤15mg/L（注意值），330kV 及以上；
水分

2. ≤25mg/L（注意值），220kV；

见 7.1.3

3. ≤35mg/L（注意值），110（66）kV
介质损耗因数（90℃）
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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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2（注意值），500kV 及以上；
2. ≤0.04（注意值），330kV 及以下
≤0.1 mg KOH/g（注意值）

见 7.1.4
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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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压器：≤3%，500（330）kV
油中含气量（v/v）

见 7.1.6

≤2%，750kV ；
2. 电抗器：≤5%，500（330）kV 及以上

7.1.1 视觉检查
凭视觉检测油的颜色，粗略判断油的状态。评估方法见表 99。可参考 DL 429.1 和 DL 429.2。
表 99 油质视觉检查及油质初步评估
视觉检测

淡黄色

黄色

深黄色

棕褐色

油质评估

好油

较好油

轻度老化的油

老化的油

7.1.2 击穿电压
击穿电压值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应进行处理或更换新油。测量方法参考 GB/T 507 或 DL/T 429.9。
7.1.3 水分
测量时应注意油温，并尽量在顶层油温 40℃—60℃时取样。测量方法参考 GB/T 7600 或 GB/T
7601。怀疑受潮时，应随时测量油中水分。
7.1.4 介质损耗因数
介质损耗因数测量方法参考 GB/T 5654。
7.1.5 酸值
酸值大于注意值时（参见表 100），应进行再生处理或更换新油。油的酸值按 GB/T 264 测定。
表 100 酸 值 及 油 质 评 估
酸值，mg KOH/g

0.03

0.1

0.2

0.5

油质评估

新油

可继续运行

下次检修时需进行
再生处理

油质较差

7.1.6 油中含气量
油中含气量测量方法参考 DL/T 703、DL/T 450 或 DL/T 423。
7.2 绝缘油诊断性试验
新油，或例行试验后怀疑油质有问题时应进行诊断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要求。
表 101 绝缘油诊断性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要

求

说明条款

界面张力（25℃）

≥19 （新投运 35）mN/m（注意值）

见 7.2.1

抗氧化剂含量检测

≥0.1%（注意值）

见 7.2.2

体积电阻率（90℃）

1. ≥1×1010（新投运 6×1010）Ωm（注意值），500kV 及以上；
2. ≥5×109（新投运 6×1010）Ωm（注意值），330kV 及以下

见 7.2.3

油泥与沉淀物（m/m）

≤0.02%（注意值）

见 7.2.4

颗粒数（个/100mL）

≤3000（330kV 及以上）

见 7.2.5

油的相容性试验

见 7.2.6

见 7.2.6

铜金属含量测量

积累数据

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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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界面张力
油对水的界面张力测量方法参考 GB/T 6541，低于注意值时宜换新油。
7.2.2 抗氧化剂含量
对于添加了抗氧化剂的油，当油变色或酸值偏高时应测量抗氧化剂含量。抗氧化剂含量减少，
应按规定添加新的抗氧化剂；采取上述措施前，应咨询制造商的意见。测量方法参考 GB 7602。
7.2.3 体积电阻率
体积电阻率测量方法参考 GB/T 5654 或 DL/T 421。
7.2.4 油泥与沉淀物
当界面张力小于 25mN/m 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考 GB/T 14542-2005 附录 A。
7.2.5 颗粒数
本项试验可以用来表征油的纯净度。每 100mL 油中大于 5μm 的颗粒数一般不大于 3000 个大于
3000 个应予注意，查明原因，必要时用精密滤油机对油进行处理。对于变压器，过量的金属颗粒是
潜油泵磨损的一个信号，必要时应进行金属成分及含量分析。测量方法和要求可参考 DL/T 432 和
DL/T 1096。
7.2.6 油的相容性试验
一般不宜将不同牌号的油混合使用。如混合使用，应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和要求参考 GB/T
14542。
7.2.7 铜金属含量测量
当发现介损和绝缘油发现明显劣化时，进行本项目。测量方法参考 DL/T 263。
8 SF6 气体湿度和成分检测
8.1 SF6 气体湿度检测
有下列情况之一，开展本项目：
a） 新投运测一次，若接近注意值，半年之后应再测一次；
b） 新充（补）气 48 小时之后至 2 周之内应测量一次；
c） 气体压力明显下降时，应定期跟踪测量气体湿度。
SF6 气体可从密度监视器处取样，取样方法参见 DL/T 1032，测量方法可参考 DL/T 506、DL/T 914
和 DL/T 915。测量完成之后，按要求恢复密度监视器，注意按力矩要求紧固。测量结果应满足表 102
之要求。
表 102 SF6 气体湿度检测说明
试验项目

要

求

新充气后

湿度（H2O）
（20℃，0.1013MPa）

有电弧分解物隔室（GIS 开关设备） ≤150μL/L

≤300μL/L（注意值）

无电弧分解物隔室（GIS 开关设备、
≤250μL/L
电流互感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500μL/L（注意值）

箱体及开关（SF6 绝缘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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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

≤125μL/L

≤220μL/L（注意值）

电缆箱及其它（SF6 绝缘变压器） ≤220μL/L

≤375μL/L（注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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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F6 气体成分分析
怀疑 SF6 气体质量存在问题，或者配合事故分析时，可选择性地进行 SF6 气体成分分析。项目
和要求见表 103，参考 GB/T 12022。测量方法参考 DL/T 916、DL/T 917、DL/T 918、DL/T 919、DL/T
920、DL/T 921。
对于运行中的 SF6 设备，若检出 SO2 或 H2S 等杂质组分含量异常，应结合 CO、CF4 含量及其它
检测结果、设备电气特性、运行工况等进行综合分析。
表 103 SF6 气体成分分析
试验项目

要

求

CF4

增量≤0.1%（新投运≤0.05%） （注意值）

空气（O2+N2）

≤0.2%（新投运≤0.05%） （注意值）

可水解氟化物

≤1.0μg/g （注意值）

矿物油

≤10μg/g （注意值）

毒性（生物试验）

无毒（注意值）

密度（20℃，0.1013MPa）

6.17g/L

SF6 气体纯度（质量分数）

1. ≥99.8%（ 新 气 ）；
2. ≥97%（运行中）

酸度

≤0.3μg/g （注意值）

杂质组分（SO2、H2S、CF4、CO、CO2、
HF、SF4、SOF2、SO2F2）

1. SO2≤1μL/L（注意值）；
2. H2S≤1μL/L（注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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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
状态量显著性差异分析法
A.1 适用范围
在相近的运行和检测条件下，相同设计、材质和工艺的一批设备，其状态量不应有显著差异，
若某台设备某个状态量与其它设备有显著性差异，即使满足注意值或警示值要求，也应引起注意。
对于没有注意值或警示值要求的状态量，也可以应用显著性差异分析，作为本标准对部分状态
量要求“没有明显变化”或类似要求的判断依据。
A.2 状态量显著性分析方法
A.2.1 分析方法
设 n（n≥5）台同一家族设备（如同制造商同批次设备）（不含被诊断设备），某个状态量 X 的
当前试验值的平均值为 X ，样本偏差为 S ；被诊断设备的当前试验值为 x ，则有显著性差异的条件
为：
a） 劣化表现为状态量值减少时（如绝缘电阻）： x < X − kS
b） 劣化表现为状态量值增加时（如介质损耗因数）： x > X + kS
c） 劣化表现为偏离初值时（如绕组电阻）： x ∉ ( X − kS , X + kS )
上列各式中 k 值根据 n 的大小按表 A1 选取。
表 A.1 k 值与 n 的关系
n

5

6

7

8

9

10

11

13

15

20

25

35

≥45

k

2.57

2.45

2.36

2.31

2.26

2.23

2.20

2.16

2.13

2.09

2.06

2.03

2.01

A.2.2 注意事项
在应用本方法分析状态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易受环境影响的状态量，本方法仅供参考；
b） 设备台数 n＜5 时，不适宜应用本方法；
c） 若不受试验条件影响，显著性差异分析法也适用于同一设备同一状态量历年试验结果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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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设备状态量化评价法
B.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不存在明显缺陷设备的状态评估，是根据设备状态量及其发展趋势、经历的不良
工况以及家族缺陷等信息，对设备状态进行量化分级。
本方法是初步的，仅以此作为调整检修和试验周期的参考。
B.2

术语和定义

B.2.1
设备状态评分（简称状态评分）
以百分制对设备状态进行表述的一种方法。100 分表示最佳设备状态,0 分则表示需要尽快检修
的设备。其它情形的状态评分介于 100 分～0 分之间。
B.2.2
正劣化
状态量劣化表现为状态量值的增加，如介质损耗因数等。
B.2.3
负劣化
状态量劣化表现为状态量值的减少，如绝缘电阻等。
B.2.4
偏差性劣化
状态量劣化表现为状态量与初始值之间的不一致，如变压器绕组电阻等。
B.2.5
设备岗位权重（简称岗位权重）
根据电压等级、传输容量、用户性质以及网络冗余等因素，对设备重要性的一种划分方法。分1～
10 级，10 级对应重要性最高设备，1 级对应重要性最低设备，其它介于 10 级～1 级之间。
B.2.6
基础评分
交接试验合格，具备投运条件的新设备，或检修之后验收试验合格可重新投运的设备，对其状
态进行一次评分，作为之后评分的基础。这一评分称为基础评分。
B.3

设备状态评分法

B.3.1 设备状态评分法
设备状态评分 G 为：
G = B ×T × E × F

（B1）

式中，B 为基础评分，T 为试验评分，E 为不良工况评分，F 为家族缺陷评分。
B）
B.3.2 基础评分（B
基础评分可参考表 B1 按式（B2）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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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设 备 基 础 评 分 参 考
项目

依 据 及 评 分
a）制造商质量信誉良好（B1≤5 分）

制造和工厂试验

b）关键工序无返工（B2≤5 分）
c）全部工厂试验顺利，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B3≤5 分）
d）反映设备状态的试验值远没有接近注意值（B4≤5 分）
e）运输、安装顺利，且完全符合制造商要求（B5≤4 分）

运输、安装和交接试验
家族设备安全运行记录
运行时间

f）交接试验全部合格、且不受环境因素影响的交接试验与出厂试验基本一致（B6≤6
分）
g）已运行同型设备的可靠性记录良好（B7≤10 分）
h）B8=-运行年数
n

B = 60 + ∑ Bi

（B2）

i =1

B.3.3 试验评分法（T
T）
试验评分是单个试验项目评分的加权几何平均值。单个项目的评分介于 100%～0%之间，100%
对应于项目中各状态量远低于注意值或警示值，且没有明显劣化趋势。设一个设备进行了 m 个单项
试验，第 i 项试验的评分为 Gi，权重为 Wi（没有给出时取 1），则试验评分 T 为：
m

T=

wi
∑
i =1

m

GiW
∏
i

i

（B3）

=1

对核心部件或主体进行了解体性检修的设备，试验评分从检查或/和修复之后重新开始。式（B3）
中仅考虑与设备主体相关联的那部分项目。
B.3.3.1 单个试验项目评分法（1）
本方法适用于有注意值或警示值要求的正劣化及负劣化状态量的分析。
设注意值为 x z ，警示值为 x j ，最近三次试验值分别为 x, x1 , x2 ，其中 x 为当前试验值， x1 为 t1
年前（相对于 x ）的试验值， x2 为 t2 年前（相对于 x ）的试验值，且 t2 > t1 。下列各式中，若状态量
给出警示值，则 x' = x j ；若状态量给出注意值，则 x' = 1.3x z （正劣化）或 x' = xz / 1.3 （负劣化）。单
项试验评分法如式（B4）～式（B10）， 式 中 x f 为该状态量在同类新设备中的平均值，若没有此值，
以该设备出厂或交接试验值代之。
a） 仅有一次试验记录时（即 x1 , x2 不 存 在 ）：
x '− x
G = G1 ( x) =
× 100%
（B4）
x '− x f
式中，当 G＜0，令 G=0；当 G＞100，令 G=100。
b） 有两次试验记录（即 x2 不存在）:
正劣化：

G = G1 ( x + max(0，x − x1 ) )

（B5）

负劣化：

G = G1 ( x + min(0，x − x1 ) )
c） 有 3 次或 3 次以上试验，选最近三次试验值：
正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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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x − 2 x1 − x2 ⎞ ⎞
G = G1 ⎜⎜ x + max ⎜ 0，
⎟⎟
2t1 + t2 ⎠ ⎟⎠
⎝
⎝

（B7）

⎛
⎛ 3x − 2 x1 − x2 ⎞ ⎞
G = G1 ⎜⎜ x + min ⎜ 0，
⎟⎟
2t1 + t2 ⎠ ⎟⎠
⎝
⎝

（B8）

负劣化：

B.3.3.2 单项试验项目评分法（2）
本方法适用于有+/-偏差要求的状态量的分析。
设某个状态量的当前试验值为 x ，零偏差值（通常为初值或额定值）为 x0 ，则 x 的偏差（E）为 ：
x − x0
E=
× 100%
（B9）
x0
设允许的正偏差为 k+，允许的负偏差为 k-，评分方法如式（B10）：
k − E k+ − E
G = min( −
,
) × 100%
k−
k+

（B10）

当 G≤0 时，令 G=0。
E）
B.3.4 不良工况评分（E
不良工况评分在 100%～0%之间，其中 0%对应于对设备状态影响最严重的不良工况（包括其累
积效应）
。对于断路器，主要是开断短路电流；对于变压器主要是侵入波、近区（出口）短路等。其
它设备暂不考虑不良工况影响。
对于断路器暂考虑开断短路电流一种不良工况：
n

E = (1 − ∑ I 1.8
j / L ) × 100%

（B11）

j =1

上式中， I j 表示第 j 次开断大电流的峰值， L 为设备技术文件给出的累积开断寿命的 80%，单
位按 kA 计。设备技术文件没有给出该值时，可以取 3000，或者依据运行经验自定。 E 小于 0 时按0
计。
对于变压器近区或出口短路，可按下式估算：

Ed =

I 2 − i2
× 100%
0.65I 2

（B12）

上式中， I 表示允许的最大短路电流的幅值（单位 kA）； i 表示实际短路电流幅值（单位 kA，
只考虑达到 I 的 60%以上的情况）。 Ed 小于 0 时按 0 计。多于一次，取最大 i 值的一次计算。
保护变压器的避雷器每动作一次，算一次不良工况，取 E Lj =98.5%，暂不计侵入波陡度和幅值。
经历 n 次时按下式计算：

EL = ELj

n

× 100%

（B13）

变压器每经历一次短时急救负荷（设计允许的），算一次不良工况，取 Eoj =99.0%，暂不计过负
荷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经历 n 次时按下式计算：

E 0 = E oj

n

× 100%

（B14）

变压器总的不良工况评分为：
E = Ed × EL × Eo × 100%

（B15）

F）
B.3.5 家族缺陷评分（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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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族缺陷时，那些尚未发生或检出家族缺陷的设备，在隐患消除之前，其状态评分应通过下
式评估家族缺陷的影响。计算家族缺陷评分时，f 是依据缺陷发生的部位和性质（参考表 B2）确定
的。
1− f
F = 1−
（B16）
n
N
式中，N 为家族设备总台数，n 为发生该家族缺陷的设备台数（N＞n≥1）。
如果涉及家族缺陷的隐患已消除，就不再考虑其影响。
d） B2 f 取值原则
缺 陷

对设备安全运行无大的
影响，突发恶化风险很
小

暂不危及设备安全
运行，突发恶化风险
不大

对设备安全运行
有一定威胁，可监
控

对设备安全运行有
一定威胁，不易连续
监控

对设备安全运
行有现实威胁

评分

86%～100%

61%～85%

31%～60%

16%～30%

0%～15%

B.4

状态评分处理原则
80 分及以上等效符合 4.4.2 所列条件；30 分及以下等效符合 4.4.3 所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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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Q/GDW 168《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是国家电网公司开展状态检修工作以来的纲领性
试验标准。自发布以来，在规范和有效开展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工作、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
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公司状态检修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拓展和深化，状态检修已覆盖各个公司电压等
级的交直流输变电设备。同时，加强带电检测技术的应用，先后印发了《电力设备带电检测技术规
范》
、
《电力设备带电检测仪器配置原则》等技术标准，加大先进、成熟、实用的设备状态检测技术
的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设备状态检修工作的有效开展。
本次修订是在电网快速发展和公司状态检修工作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为提高标准的适应性和
有效性，根据公司 2012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对本标准进行了修订。
二、编制主要原则和思路
本次标准修订工作的开展，主要依照以下原则：
a） 对原标准的输变电设备适用范围和电压等级进行了扩展，增加了干式变压器、电抗器、消
弧线圈和开关柜等设备，设备范围覆盖 750kV 及以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并补充了相应的
试验项目。
b） 根据进行年来大力推广带电检测，增加了铁心接地电流检测、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特高频
局部放电检测、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机械振动检测、相对介质损耗因数检测、相对电容
量比值检测、运行中持续电流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部分成熟的检测项目作为例行试验项
目，其它作为诊断性试验项目。
c） 修改了基准周期调整原则，如修改了周期调整的时间范围，增加了带电检测对于周期调整
的影响，增加了同间隔设备的检修原则等。
此外根据各运行单位的反馈和专家意见，增删或完善了原标准中的部分试验项目。
三、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了 GB/T 7595、GB/T 1094.6、GB 1094.11、GB/T 12022、GB/T 24624、
DL/T 263、DL/T 432、DL/T 626、DL/T 1093、DL/T 1096、Q/GDW534 等引用标准。
四、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修订工作，由公司运维检修部（生产技术部）组织，中国电科院牵头，福建、浙江、
北京、河北、宁夏、湖南、重庆、河南、陕西、辽宁、安徽、天津等公司共同参与完成。
年初，本标准列入公司 2012 年度标准修订计划，并作为运检部变电处 2012 年重点工作。
3 月 13 日，公司生产技术部下发“关于征求《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修订工作意见的
通知”（生变电函〔2012〕49 号）
，向公司系统各单位征求标准的修订意见和建议。共收到 23 家省公
司、华北分部、国网运行分公司、新源公司等 27 家单位的反馈意见 345 条。中国电科院在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5 月 31 日～6 月 1 日，公司生产技术部下发<关于召开输变电设备试验规程等标准研讨会的通知
>(生变电函〔2012〕100 号），在北京泰山饭店召开标准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四川、宁夏等省公司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电科院汇报了本标准
的意见征求情况，就带电检测技术应用、试验周期修改等主要修订内容做了介绍。与会专家对各单
位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认真研讨。中国电科院进一步组织修改标准，形成修订初稿。
10 月 11 日～12 日，公司运维检修部下发<关于召开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相关标准审查会的通知
>(运检技术〔2012〕282 号），在北京深圳大厦召开审查会，组织系统内有关专家对修订初稿进行审
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河南、重庆、辽宁、宁夏等省公司的专家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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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中国电科院标准修订情况的汇报，对标准的条款内容、规范要求等方面展开
充分的讨论，明确将 35kV 及以下输变电设备和常用的带电检测项目纳入本标准范围，以及提出其
他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中国电科院进一步组织修改了标准，形成送审稿。
12 月 26～27 日，公司运维检修部下发<关于召开《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技术规范标
准审查会的通知>(运检技术〔2012〕388 号），在北京碧水大厦召开审查会，对标准送审稿进行审查。
来自公司华东分部，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湖南、河南、重庆、辽宁、宁夏等省公司，以及西
安交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中国电科院标准修订情况的
汇报，对标准的条款内容进行逐条讨论，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形成标准审查意见。中
国电科院根据会上审查意见，进一步组织修改了标准，形成报批稿。
五、标准的结构与内容
本次修订维持原标准章节结构基本不变，主要是增加了“5.3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
和“5.12 开关柜”两个章节，删除了原标准中“4.5 解体性检修的适用原则”、“附录 B（规范性附录）
变压器线间电阻到相绕组电阻的换算方法”。
本技术规范的标准结构和内容如下：
a） 目次
b） 前言
c） 规范内容共设 8 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交流设备、直流设备、
绝缘油试验、SF6 气体湿度和成分检测。
d） 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给出了状态量显著性差异分析法。
其中，第 5 章和第 6 章是本标准的主体部分。
第 5 章共 21 条，分别对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干式变压器、
电抗器和消弧线圈、电流互感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高压套管、SF6 断 路 器 、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少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高压开关柜、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耦合电容器、高压并联电容器和集合式电容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电力电缆、接地装置、串联补
偿装置、变电站设备外绝缘及绝缘子、输电线路等交流输变电设备的巡检项目、例行试验项目以及
诊断性试验项目的内容、标准要求、基准周期等进行了规范和说明。
第 6 章共 22 条，分别对换流变压器、平波电抗器、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SF6 气体绝缘
电力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直流电流互感器（零磁通型）、
光电式电流互感器、直流分压器、高压套管、SF6 断路器、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直流断路器 、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耦合电容器、交直流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组、中性线母线电容器、金属氧化
物避雷器、电力电缆、直流接地极及线路、接地装置、晶闸管换流阀等直流输变电设备的巡检项目、
例行试验项目以及诊断性试验项目的内容、标准要求、基准周期等进行了规范和说明，部分重叠的
内容引用了交流输变电设备相关章节。
六、条文说明
6.1 条目“1 范围”，原标准中只规定 66～750kV 的交直流输变电设备，本次修改将 35kV 及
以下的输变电设备也纳入本标准范围，涵盖 750kV 及以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但不包括配网设备。
6.2 条目 “3 定义和符号”，本次修订补充和完善了在线监测、家族缺陷的定义。
6.3 条目“4.1 设备巡检”，本次修订强调了巡检为设备专业巡检，补充了“明显震感的地震”
时加强巡检的环境条件。
6.4 条 目“4.2.2 试验说明”，本次修订降低 220kV 新设备投运后首次例行试验的时间要求为 1～
2 年；增加了带电检测对于停电试验的补充关系，提出带电检测和在线监测在一定条件下替代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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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停电试验的要求；增加了 500kV 及以上电气设备不拆引线试验的说明；增加了电气设备简化二次
回路交流耐压的说明。
6.5 条 目“4.4.1 周期调整”，本次修订对各种调整策略进行了细化：开展带电检测的一般设备 ，
试验周期范围为 1 年到 2 倍基准周期之间，但未开展带电检测的不超过 1.4 倍基准周期，老旧设备
不超过 1 倍基准周期；增加了同间隔设备的检修原则。
6.6 为规范 35kV 及以下输变电设备试验基准周期，本次修订在表 1、表 4 等设备的巡检试验
项目表基准周期中，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增加了“35kV 及以下：1 年”，在表 2、表 5 等设备的例行试
验项目中的基准周期中，也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增加了“35kV 及以下：1 年”。
6.7 条目“5.1.1.4 绕组电阻”，修改了绕组电阻的标准要求，并在表 2 将其基准周期修改为
“220kV 及以上：3 年”。
6.8 条目“5.1.1.5 铁心接地电流测量（带电）”，为原标准中的诊断性试验，本次修订将其调
整为例行试验项目。
6.9 条目“5.1.1.6 绕组绝缘电阻”，本次修订明确了在检测大容量变压器时的兆欧表要求。
6.10 表 3、表 6，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特高频局部放电
检测、机械振动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
6.11 条目“5.1.2.2 短路阻抗测量”，本次修订参考 DL/T 1093 试验方法，并以此修改了标准
要求。
6.12 条目“5.1.2.12 外施耐压试验”，试验方法：“分级绝缘变压器，仅对中性点和低压绕组
进行；全绝缘变压器，对各绕组分别进行”。
6.13 表 5“SF6 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铁心接地电流测量等带
电检测项目。
6.14 条目“5.3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消弧线圈”为新增设备项，对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和
消弧线圈的巡检项目、例行试验项目以及诊断性试验项目的内容、标准要求、基准周期等进行了规
范和说明。
6.15 表 11“电流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相对介质损耗因数、相对电容量比
值等带电检测项目。
6.16 表 11“电流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修改了绝缘电阻的标准要求。
6.17 表 12、表 15、表 24、表 27、表 85，本次修订修改了 SF6 气体密封性检测的标准要求为不
大于 0.5%。
6.18 表 12“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法局部放电检测、SF6 气体纯
度分析等带电检测项目。
6.19 表 14“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 SF6 气体湿度检测等带电检
测项目。
6.20 表 15“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
检测项目。
6.21 表 18“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相对介质损耗因数、相对
电容量比值等带电检测项目。
6.22 表 20“高压套管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相对介质损耗因数、相对电容量比值
等带电检测项目。
6.23 条目“5.7.1.4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本次修订修改了标准要求。
6.24 表 21“高压套管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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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考 GB/T 24624，更新了“油中溶解气体分析”氢气和甲烷的标准要求。
6.25 表 2 4“SF6 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检测项
目。
6.26 表 26“GIS 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
等带电检测项目。
6.27 条目“5.9.1.3 主回路电阻测量”，在原标准为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调整为诊断性试
验项目。
6.28 条目“5.12 高压开关柜”为新增设备项，对高压开关柜的巡检项目、例行试验项目以及
诊断性试验项目的内容、标准要求、基准周期等进行了规范和说明。
6.29 表 41“耦合电容器的例行试验”，本次修订增加了相对介质损耗因数、相对电容量比值
等带电检测项目。
6.30 表 42“耦合电容器的诊断性试验”，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
6.31 条目“5.16.1.3 运行中持续电流检测”，本次修订修改了标准要求。
6.32 表 47“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诊断性试验”，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检测
项目。
6.33 “5.17.1.3 外护层接地电流”，在原标准为巡检项目，本次修订调整为例行试验项目，
并修改了标准要求。
6.34 条目“5.17.2.3 电缆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项目，在原标准为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
调整为诊断性试验项目。
6.35 表 51 “橡塑绝缘电缆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特高频局
部放电检测、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
6.36 条目“5.19.2 串联补偿装置诊断性试验”，增加不平衡电流测量项目。
6.37 表 61 “变电站外绝缘及绝缘子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机械弯曲破坏负荷试验
、孔隙性试验等项目。
6.38 条目“5.21.2.2 导线接点温度测量”，在原标准为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调整为诊断性
试验项目。
6.39 条 目“5.21.2.7 直流 1mA 电压（U1mA）及在 0.75 U1mA 下漏电流测量”，即为原标准中“线
路避雷器本体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将其进行明确。
6.40 表 69 “换流变压器例行检查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铁心接地电流等带电检测项
目，调整压力释放阀检查为诊断性试验项目。
6.41 表 70 “换流变压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紫外成像
检测等带电检测项目。
6.42 条目“6.1.2.2 感应耐压和局部放电量测量”，修改了试验方法。
6.43 表 73“油浸式平波电抗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紫外成像检测等试验项目。
6.44 表 76“直流电流互感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试验项
目。
6.45 表 84“直流断路器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例行检查和测试等试验项目。
6.46 表 85“直流断路器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删除了操动机构检查与测试等项目。
6.47 表 90“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例行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增加了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等试验项
目。
6.48 表 101“绝缘油诊断性试验项目”，本次修订参考 DL/T1096 修改了颗粒数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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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铜金属含量测量等试验项目。
6.49 表 103“SF6 气体成分分析”，本次修订补充了运行条件下的 SF6 气体纯度标准要求，以
及 SO2、H2S 等杂质组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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