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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对交流 1 100kV GIL 三支柱绝缘子
电场分布影响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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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及导电微粒会严重畸变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GIL）用三支柱绝缘子的电

场分布，甚至引发击穿、放电故障。该文分析特高压（UHV）GIL 内可能存在的缺陷及来源，应
用有限元仿真软件 COMSOL 研究了界面缺陷、内部气泡和导电颗粒对三支柱绝缘子电场分布的
影响。结果表明，嵌件界面剥离和中心导体气隙对绝缘子电场分布有着相似的影响规律，其延伸
长度越长，缺陷宽度越窄，则绝缘子表面最大电场强度越高。内部气泡对电场分布的影响与尺寸
基本无关，但与其位置相关，越靠近金属嵌件对电场的影响越严重。附着导电颗粒会显著增强周
围电场，其尺寸越大、电场畸变的范围越大，但对最大电场强度值影响较小；悬浮导电颗粒的尺
寸越大，距离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的垂直距离越小，在三支柱绝缘子表面引发的电场畸变越严重；
电场强度最大值随着导电颗粒靠近绝缘子腹部中心而增大。此外，所研究的几类缺陷中，附着导
电颗粒对三支柱绝缘的危害最大，其次为界面缺陷。
关键词：特高压（UHV）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GIL） 三支柱绝缘子
部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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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cts and conductive particles will seriously distort th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tri-post insulators in GIL, and even lead to breakdown. In this paper, the possible defects and their
sources in UHV GIL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defects, including interface defects, inner void
and conductive particles, on th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the tri-post insulator was calculated by the
COMSOL Multiphysics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face defects on metal insert and center
conductor surface have the similar effects. The longer and thinner the interface defects are, the higher
the maximum value of field is. As for the inner voids, the size seems to have small impact on th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but the location closer to the metal insert has more damage to the insulation.
Attached conductive metal particl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lectric field, but has influ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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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ximum electric field value, and the larger the size, the larger the range of electric field distortion.
The larger size and shorter height of suspended conductive particles cause more serious distortion,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field strength increases when the particles are closer the sphere zone. Among the
defects, conductive particles are the most harmful to insulation, followed by interface defects.
Keywords：Ultra high voltage, gas insulated metal enclosed transmission line, tri-post insulator,
interface defects, inner void, conductive particle

0

引言

究集中在盆式绝缘子上。齐波等对存在金属颗粒的
情况下，盆式绝缘子表面局部放电与沿面放电的发

与传统架空输电线路相比，气体绝缘金属封闭

展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研究，提供了不同放电阶段与

输电线路（Gas Insulated metal enclosed transmission

严重程度的划分依据 [10-12] 。R. M. Radwan 和 A. M.

Line, GIL）有节约输电走廊、适应极端环境、抗电

Abou-Elyazied 开展了盆式绝缘子的尺寸与介电常

磁环境干扰等特点，且由于较好的绝缘特性带来的

数对电场分布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导

安全性与可靠性，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将越来越

电颗粒与绝缘子表面缺陷对电场分布的畸变情

广泛

[1-4]

。三支柱绝缘子作为 GIL 中的重要绝缘部

况 [13-14] 。但其使用的计算模型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

件，绝缘结构典型，受电、热、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与实际情况相比会带有偏差，不能准确地反映缺陷

是整个 GIL 绝缘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随着电压等

在实际工程中对电场的影响程度。

级的不断升高，缺陷对电场畸变的影响将越来越严

相比之下，国内外对 GIL 用特高压三支柱绝缘

重，一些在低电压等级尚不影响安全运行的缺陷，

子的仿真与试验研究甚少。仅有田汇冬等进行了

在高电压等级下可能会导致三支柱绝缘子发生局部

1 100kV 三支柱绝缘子部分结构参数对电场分布的

放电、击穿等故障。

影响研究，给出了针对三支柱绝缘子电气性能的部

苏通 GIL 穿越过江管廊是国内外首创的特高压

分结构参数优化方向 [15]；汪建成等对 550kV 三支柱

（Ultra High Voltage, UHV）交流 GIL 输电工程，对

绝缘子进行了电气与力学性能的计算，但其对电场

缓解华东地区供电压力、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有

分布特点的描述并不清晰 [16] 。同时，吴德贯等分析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工程埋深大、输电距离长，

了一起 550kV GIL 三支柱绝缘子的炸裂故障，将故

且三支柱绝缘子用量大，一旦发生放电事故，将带

障原因归结为未检出的三支柱绝缘子内部缺

来极大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从现有特高压气体

[17]

绝 缘 全 封 闭 组 合 电 器 （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构特点，且在生产、运输、安装

GIS）设备的运行经验来看，很多故障是由于绝缘

与运行中尚无经验，其安全性与可靠性将更可能受

子在生产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以及异物造成

到缺陷的威胁。为填补在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有

的。GIL 中三支柱绝缘子与 GIS 盆式绝缘子相比，

必要对特高压 GIL 三支柱绝缘子缺陷的产生原因与

具有不同的电场分布特点，在以往低电压等级的事

不同缺陷下的电场分布情况进行研究。

陷

。与盆式绝缘子相比，特高压 GIL 三支柱绝缘子

故中也有着不同的放电现象。因此，有必要研究缺

为此，本文以苏通 GIL 穿越过江管廊工程中使

陷对三支柱绝缘子电场分布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探

用的三支柱绝缘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三支柱绝缘

究事故的机理，为工程建设和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子可能产生的界面缺陷、三支柱本体缺陷以及金属

提供保障。

颗粒建模，在有限元软件 COMSOL 中进行仿真计算，

在 GIL 内，诸如气体间隙、表面凸起或凹陷、

研究这三 类 缺陷尺寸、位置等参 数 对交流 1 100kV

导电颗粒等缺陷会严重畸变电场分布，降低气体金

三支柱绝缘子电场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三支

属封闭设备的绝缘强度 [5-6] 。有学者对直流 GIS/GIL

柱绝缘子质量提升、缺陷防控提供参考和方向。

中的金属微粒运动与放电特性进行研究，获得了导
电微粒的运动特性 [7-9] ，但未对实际三支柱绝缘子沿

1

计算模型

面进行相关分析。目前，国内外针对 GIL 内特高压

在苏通 GIL 输电管廊工程中，GIL 采用单相封

三支柱绝缘子缺陷的研究并不全面，较为全面的研

闭输电型式，三支柱绝缘子为其主要的绝缘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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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氧-氧化铝复合材料浇注而成。其结构与计算模

环氧与嵌件界面处最有可能从图示位置开始剥离，

型如图 1 所示。三支柱绝缘子由 3 个支腿上的金属

并向外延展。

嵌件固定，并安装有粒子收集器。中心导体与三支
柱绝缘子通过衬管相连接，使其起到支撑导体与绝
缘的作用。整个输电管道内充有一定气压的 SF6 气体。

图2
Fig.2

三支柱绝缘子界面缺陷计算模型及参数

Interface defects and parameter of tri-post insulator

在实际中，发生剥离以后，集中的内应力会快
三支柱绝缘子的计算模型

速地释放。因此，界面缺陷的厚度与长度都不会太

Calculation model of tri-post insulator

大。中心导体与嵌件界面缺陷厚度用 d 1、d 2 表示，

图1
Fig.1

三支柱绝缘 子所使用的 环氧-氧化铝 复合材料
的相对介电常数通过电桥法测得，计算时取为 5.8。

l 为气隙长度，r 为剥离半径。
1.2

本体缺陷

SF 6 气体的相对介电常数取为 1.0。在雷电冲击试验

三支柱绝缘子本体的缺陷包括由于模具表面不

电压下进行计算，中心导体加载 2 400kV，金属嵌

光滑引起的凹陷或凸起，由于浇注过程脱气不彻底

件、粒子收集器和筒壁接地。

或工艺控制不严引起的内部微小气泡，以及在整个

在 GIL 的生产过程与实际运行中，材料选择、

生产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微小划痕。对于三支柱的表

模具加工、界面处理、浇注固化、脱模和安装试验

面凹陷、凸起和划痕，在安装之前有相应的程序对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步骤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在

外观检查，若发现这些缺陷则会进行相应的处理。

GIL 中产生无法预知的缺陷，这些缺陷将会严重危

因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太可能出现这类表面缺

害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定。在工程实际中已发现如

陷。而对存在于三支柱绝缘子内部的气泡缺陷，其

环氧-金属界面剥离、绝缘子内部气泡等缺陷，且在

长期处于高电压、强电场的环境，运行中可能发生

低电压等级 GIL 运行过程中发生过由异物导致放电

局部放电，加速器周围绝缘材料老化，最终导致绝

的情况。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界面缺陷、本体缺陷

缘受损，引发事故。但现有探伤仪器无法对微小体

和导电颗粒这三类缺陷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积的内部气泡进行检测，且气泡的存在可能不会影

1.1

响出厂试验，因此，本文对这种缺陷重点关注。

界面缺陷
界面缺陷是 产生在环氧-金属界面上 的微小气

三支柱绝缘子内部气泡模型及参数如图 3 所

隙。在 GIL 三支柱绝缘子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固化

示，选取了三支柱绝缘子内 9 个不同位置对气泡缺

反应的化学收缩和冷却收缩会导致三支柱绝缘子内

陷进行研究。其中，编号为 1～5 的气泡位于三支柱

部发生局部应力集中，在安装过程中微小的振动有

绝缘子支腿，沿径向分布；编号 6～9 的气泡位于三

可能导致界面剥离，产生界面缺陷。界面缺陷存在

支柱绝缘子腹部，沿相对于中心导体的环向分布。

的情况下，可能会在缺陷处发生局部放电

[18]

，危害

GIL 的运行安全。
根据固化反应过程中的形变位移方向与内应力
集中的位置，三支柱绝缘子可能产生的缺陷计算模

在图 3 中，以坐标（Xb, φ）对内部气泡的不同位置
进行描述，其中，Xb 为气泡中心到三支柱绝缘子轴
心的距离（mm）， φ 为气泡和三支柱绝缘子轴心的
连线与支腿旋转轴之间的夹角。

型及参数如图 2 所示。环氧与中心导体界面处的缺

同时，选取支腿处编号为 1 的气泡，改变气泡

陷最有可能从三结合点处开始产生，并向内延伸；

中心与支腿旋转轴的距离 r c 的值，以此研究气泡所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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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计算中取三支柱绝缘子表面沿路径起点至路
径终点的电场值进行分析。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通过有限元软件 COMSOL 计算，首先得到无

缺陷下三支柱绝缘子电位和电场分布如图 5 所示。
表 1 给出了三支柱绝缘子中各部位表面电场强度的
最大值。

图3

三支柱绝缘子气泡缺陷模型及参数

Fig.3

Inner void defects and parameter of
tri-post insulator

在支腿径向距离对三支柱绝缘子内电场分布的影响。
1.3

导电颗粒

（a）电位分布

导电颗粒在气体绝缘封闭设备中易引发故障，
且故障影响大

[19]

图5

。三支柱绝缘子整个生产过程中，

Fig.5

三支柱绝缘子的电位及电场分布

Potential and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工厂对车间内颗粒的浓度有严格的标准把控，因此，

tri-post insulator

在输电管道内出现粉尘概率较小。GIL 中最有可能
出现的导电颗粒为悬浮在 SF 6 中或者粘附在三支柱

表1
Tab.1

三支柱绝缘子关键部位表面最大电场强度
The maximum value of electric field of tri-post

绝缘子表面的微小金属颗粒。GIL 在其运输、安装、

insulator key positions

投运的整个过程中，可能发生机械振动和热伸缩，
由此引起的摩擦将导致金属颗粒的产生

[6-8]

（b）电场分布

。金属颗

粒会引起局部电场强度集中，导致绝缘强度下降，
甚至引发沿面闪络。
三支柱绝缘子表面附近的金属颗粒模型及参数

关键部位

最大电场强度/(kV/mm)

金属嵌件

10.38

绝缘子腹部

17.1

绝缘子支腿

13.0

如图 4 所示。Xc 为三支柱绝缘子轴心到金属颗粒中

从图 5 可以看出，三支柱绝缘子等位线密集处

心的径向距离，h 为悬浮金属颗粒中心到三支柱绝

主要集中在绝缘子的腹部，此处电场强度较大，且

缘子表面的距离，d c 为在 GIL 中产生的金属颗粒直

电力线近似垂直穿出绝缘子表面，主要为法向电场。
三支柱绝缘子支腿处电力线与沿面的夹角较小，主
要为沿面的切向电场。支腿根部电场强度较低，这
是由于受到了低压端金属嵌件和粒子收集器之间的
屏蔽作用。
2.1

界面缺陷

2.1.1

嵌件界面剥离

为研究嵌件处剥离半径、剥离厚度和电场分布
的关系，选取图 2 所描述的缺陷起点至缺陷终点金
属表面电场强度为研究对象，提取路径上的电场强
度值。剥离半径 r 和剥离厚度 d 1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分别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图 6 中，剥离厚度 d 1 的取
图4

三支柱绝缘子的金属颗粒缺陷模型及参数

Fig.4

Conductive particles and parameters of
tri-post insulator

值为 0.1mm；图 7 中，剥离半径 r 的取值为 3mm。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嵌件界面剥离缺陷下，电
场畸变主要集中在剥离向内延伸的边缘位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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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实际中，中心导体处产生的气隙，其长度和
厚度值均不会过大也不会过小，本文中 l 的值取为
1.0～2.0mm，d 2 的值取为 0.1～0.3mm。

图6
Fig.6

剥离半径 r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Influence of stripping radius r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图8
Fig.8

气隙长度 l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Influence of gap length l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图7
Fig.7

剥离厚度 d 1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Influence of stripping thickness d 1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中金属嵌件表面的电场强度沿着剥离路径先逐渐减

图9

小后迅速增大，这是由于随着路径逐步靠近剥离的

Fig.9

气隙厚度 d 2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

Influence of gap thickness d 2 on electric

边缘，逐渐接近电场畸变严重的环氧、气体和金属

field distribution

的三结合区。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随着 r 增大，金

由图 8 可见，随着 l 增大，缺陷起点处的电场

属嵌件表面的电场强度有整体增大的趋势，且影响

强度被抬高。沿着缺陷起点至终点，电场强度逐渐

范围也扩大。

增大，且在距离缺陷终点 0.4mm 左右的位置，电场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随着 d 1 的增大，路径上的

强度随距离增大的速率明显加快。
由图 9 可见，随着 d2 的增大，中心导体表面最

电场分布曲线向下平移，金属嵌件表面最大电场强
度逐渐减小，但减小的趋势逐渐减弱。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剥离厚度越小，剥离半
径越大，金属嵌件表面电场强度值越大。金属嵌件

大电场强度减小，这是因为随着 d 2 的增大，其对中
心 导 体 的 影 响 作 用 降 低 。 相 比 于 d 2 ＜ 0.2mm， 当
d 2＞0.25mm 时对电场的增强作用显著减小。

表面电场强度均高于 30.0kV/mm，在列举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当界面缺陷存在的情况下，缺陷周

最大值可达到 68.7kV/mm，这远高于无缺陷下金属

围电场均显著畸变，将会在 GIL 中诱发局部放电，

嵌件表面电场强度的最大值。

在绝缘子运行时热和力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绝

2.1.2

缘子在该位置发生烧蚀破坏，引发沿面闪络故障[20]。

中心导体气隙

图 8 和图 9 给出了中心导体处气隙长度 l 与气

2.2

本体缺陷

隙厚度 d 2 对电场分布的影响曲线。曲线的路径为沿

根据图 3 给出了三支柱绝缘子气泡缺陷模型以

着图 2 中中心导体气隙缺陷起点至缺陷终点的导体

及不同位置的坐标，选取位置 1 的气泡，研究其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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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对电场分布的影响。位置 1 处气泡不同尺寸与气
泡周围电场强度最大值 Emax1 的关系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气泡尺寸在 0.5～2.5mm 之间改变，Emax1
的值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气泡对三支柱绝缘
子内电场强度的影响基本与其尺寸无关。
表2
Tab.2

E max1 与内部气泡尺寸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 max1 and the size of bubble
直径/mm

E max1 /(kV/mm)

0.5

14.02

1.0

13.99

1.5

13.91

2.0

13.83

2.5

13.72

将三支柱绝缘子内气泡的直径设为 2.0mm，研
究三支柱支腿处和腹部处气泡对电场分布的影响。5
个气泡位于支腿上，4 个气泡分布于绝缘子腹部。
内部气泡不同位置与 E max1 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图
中比较了有无气泡的情况下相同位置的最大电场
强度。

图 11
Fig.11

气泡尺寸对 E max1 的影响

Influence of bubble size on E max1

与其他缺陷相比，气泡缺陷造成的电场畸变程
度较小，其局部放电的能量会比较微弱，因此，该
缺陷与其他缺陷相比更不易检测。但绝缘材料在此
类局部放电的影响下易发生老化 [21]，长此以往，缺
陷的范围将会逐步发展并扩大，最终发展成为内部
贯穿性放电，导致绝缘子炸裂。
2.3

导电颗粒

2.3.1

附着导电颗粒

附着导电颗粒尺寸 d c 对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电场
的影响如图 12 所示，导电颗粒位置为 Xc =300mm，
图中曲线截取了部分图 4 所述路径起点至路径终点
沿线电场数值。从图中可以看出，dc 在 0.5～2.0mm
之间变化时，附着导电颗粒对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电
场分布的影响规律基本相同：沿路径迅速增大到极
大值后，在靠近壳体一侧降低至极小值。不同 dc 的
颗粒对三支柱绝缘子表面最大值影响基本相同，最
大值均在 60kV/mm 左右，电场畸变严重。电场受附
气泡位置对 E max1 的影响

着导电颗粒影响的范围限制在导电颗粒附近。与此

Influence of bubble location on E max1

同时，影响范围与 d c 有关，随着 dc 的增大，受影响

图 10
Fig.10

图 10 表明，气泡对 Emax1 影响程度与其位置有
关。同腹部处气泡相比，支腿上的气泡对电场的畸
变更为严重。且气泡位置越接近金属嵌件表面，对
Emax1 影响越大。与此同时，所计算的 9 个气泡中，畸
变最严重的气泡周围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13.9kV/mm，
可以看出，气泡对电场分布的影响小于界面缺陷。
图 11 为气泡中心和支腿旋转轴之间距离 r c 与
Emax1 的关系，提取了气泡存在时与相同位置下无气
泡时电场强度最大值。气泡直径为 2.0mm。从图中
可以看出，随着 r c 值的增加，气泡位置逐渐靠近绝
缘子表面，气泡周围电场强度最大值逐渐减小，且
有、无气泡存在时最大值之差也逐渐减小。由此可
知，气泡越靠近支腿旋转轴的位置，电场畸变越严重。

图 12
Fig.12

附着导电颗粒尺寸对绝缘子表面电场的影响
Effect law of attached conductive particles size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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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逐渐增大。
图 13 给出了附着导电颗粒与其所在位置的关
系，导电颗粒的尺寸为 d c =2.0mm。从图中可以看出，
附着导电颗粒在不同的位置对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电
场有不同的影响。导电颗粒对三支柱绝缘子腹部表
面电场畸变的作用大于支腿表面电场，且越靠近腹
部的中心，最大电场强度值越高。附着在支腿上的
导电颗粒，随着其径向距离的增大，支腿表面电场
强度最大值将逐渐减小。沿线距离 340mm 处的电场
强度峰值呈现不同规律，这是由于模型所使用的三
支柱绝缘子为哑铃型结构，沿线距离 340mm 处于绝
缘子嵌件周围的哑铃型鼓起处，且距离低压端较近。

图 15
Fig.15

悬浮导电颗粒尺寸对绝缘子表面电场的影响
Effect law of suspended conductive particles size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度被削弱。可以看出，h 的值越小或 dc 的值越大，则
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电场分布受到的影响越大。于此
同时，当 h＞2.0mm 后，d c =2.0mm 的导电颗粒基本
不影响绝缘子表面的电场；同样地，当 d c ＜0.5mm
后，距离绝缘子表面 1.0mm 的导电颗粒对其电场分
布影响有限。悬浮导电颗粒的影响范围仅与 d c 有关，
h 对范围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图 16 为悬浮金属颗粒的电场分布云图，其与绝
缘子表面垂直距离为 1.0mm，直径为 0.5mm。由图
图 13
Fig.13

附着导电颗粒位置对绝缘子表面电场的影响

可见，电力线由绝缘子内向 SF 6 穿出，最后穿入悬

Effect law of attached conductive particles

浮金属颗粒，由此改变了三支柱绝缘子表面的电场

location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2.3.2

悬浮导电颗粒

图 14 和图 15 给出了距三支柱绝缘子表面高度
和悬浮导电颗粒尺寸对电场的影响曲线。由于悬浮

分布。然而，在悬浮导电颗粒存在的情况下，最大
电场强度出现在颗粒表面，高达 27.7kV/mm，有可
能引发局部放电。因此，导电颗粒表面的电场强度
应该受到关注。

电位的存在，绝缘子表面的电场分布产生了畸变，
但其影响范围较小。在悬浮导电颗粒附近，靠近中
心导体侧电场强度被增强，靠近低压端一侧电场强

图 16
Fig.16

悬浮导电颗粒表面电场分布云图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conductive particles

表 3 和表 4 分别为悬浮金属颗粒表面电场强度
图 14

悬浮导电颗粒高度对绝缘子表面电场的影响

最大值 Emax2 与高度、尺寸的关系。由表可知，随着

Fig.14

Effect law of suspended conductive particles’

h 和 dc 的变化，Emax2 的值基本保持不变，在 27.0～

height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29.0kV/mm 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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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3

Relationship between E max2 and hight h of particles

置的关系与附着导电颗粒相类似。相比于处于三支

h/mm

E max2 /(kV/mm)

柱绝缘子支腿位置的导电颗粒，处于腹部位置的导

0.5

28.8

电颗粒对电场的畸变作用更大，电场的最大值随着

1

28.2

导电颗粒靠近腹部中心而增大。

1.5

27.9

结合以上仿真分析，可以看出，当金属微粒存

27.8

在时，尤其是金属微粒附着于绝缘子表面，附着位

2

表4
Tab.4

结合图 17 和表 5 可以看出，悬浮导电颗粒与位

E max2 与悬浮金属颗粒高度 h 的关系

E max2 与悬浮金属颗粒尺寸 d c 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 max2 and size d c of particles
d c /mm

E max2 /(kV/mm)

0.1

27.6

0.5

27.7

1

27.9

2

28.2

置的电场强度将大幅度提高。同时，在电场力的作
用下，金属微粒还有可能在电极间跳动，缩短绝缘
子沿面的有效绝缘距离 [22] ，诱发局部放电甚至是击
穿。因此，金属微粒缺陷是 SF 6 绝缘设备故障的常
见问题，在 GIL 的质量控制上需要受到重点关注。

3

结论
1）三支柱绝缘子嵌件处和中心导体处的界面缺

图 17 给出了悬浮导电颗粒与其所在位置的关

陷有着类似的电场分布规律，界面缺陷的延伸长度

系，导电颗粒的尺寸为 dc =2.0mm，距三支柱绝缘子

越长，缺陷宽度越窄，电场畸变则越严重，最大电

表面的垂直距离为 h=1mm。将沿线距离 0～350mm

场强度越高。

内各悬浮导电颗粒的位置依次编号为 1～7，得到悬

2）三支柱绝缘子内部气泡对电场分布的影响与

浮导电颗粒表面电场强度最大值 Emax2 与位置的关

其尺寸无关，但与位置有关。越靠近低压端嵌件，

系见表 5。

气泡内的电场强度最大值越高。
3）导电颗粒缺陷分为附着导电颗粒和悬浮导电
颗粒，这两种颗粒都会不同程度地畸变电场。附着
导电颗粒尺寸对电场强度最大值基本没有影响，但
是其尺寸越大，被畸变的电场范围越大。悬浮导电
颗粒的尺寸 dc 和 h 对其自身表面的电场影响不大，
但是 dc 越大，h 越小，其在三支柱绝缘子表面引发
的电场畸变越严重。两种类型的导电颗粒位置对电
场影响程度有着相类似的规律，导电颗粒位于绝缘
子腹部带来的危害可能要大于位于绝缘子支腿处。

图 17

悬浮导电颗粒位置对绝缘子表面电场的影响

Fig.17

Influence of suspended conductive particles
location 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表5
Tab.5

4）针对各缺陷对电场强度最大值的影响，程度
由大到小依次为附着导电颗粒、中心导体气隙、嵌
件界面剥离、悬浮导电颗粒和内部气泡。

E max2 与悬浮金属颗粒位置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max2 and location of particles
位置

E max2 /(kV/mm)

1

52.5

2

46.1

3

41.7

4

34.8

5

28.2

6

26.2

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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