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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电电磁波信号在气体绝缘开关设备（GIS）中传播时受 GIS 结构影响而产生

摘要

衰减变化，使得难以从超高频（UHF）检测信号实现对局部放电源信号的有效评估。为分析
GIS 不同结构部件对电磁波信号的影响，本文采用时域有限差分（FDTD）法对 GIS 中局部放
电电磁波的衰减特性进行建模分析，研究了电磁波信号在 GIS 中不同部件传播时幅值、能量等
参数的变化特性。对局部放电电磁波信号经过绝缘子前后的变化进行试验研究，验证了仿真分
析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电磁波信号在同轴波导中传播时信号能量衰减很小，但是由于高
次模波的色散效应使得信号幅值发生较大程度的减弱；邻近局部放电源的绝缘子对于电磁波信
号的衰减作用比其他绝缘子更大；经过 L 分支的电磁波信号能量衰减和幅值降低程度均较大，
但其横电磁波(TEM)分量衰减很小；电磁波经过 T 分支的垂直部分比直线部分衰减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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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high frequency (UHF) electromagnetic waves (EM-waves) excited by partial

discharge (PD) in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 can hardly be applied effectively to evaluate the PD
source signal level as the EM-waves are affected by the GIS structure. For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GIS structure on the EM-wave signals, the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M-wa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GIS a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FDTD method in this paper and the spacer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
in actual GIS is studied with UHF sensor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EM-wave signal
amplitude will decrease a lot as the disperse effect of high order modes in coaxial waveguide, but the
energy propagation is hardly affected. The EM-wave attenuation of the insulator which is near PD
source is more serious than other insulators. EM-wave amplitude and energy both attenuate a lot
when it pass L branch, but TEM mode attenuates a little. The attenuation of EM-wave in plumb way
is more serious than straight way when signals propagate through the T branch.
Keywords：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partial discharge, electromagnetic wave, amplitude
attenuation, energy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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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电电磁波在 GIS 中的衰减特性

引言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中局部放电（以下简称局放）的单个脉冲持续
时间很短（上升时间＜ 1ns），其在 GIS 腔体内激
励频率高于 1GHz 的电磁波 [1]。超高频（ Ultra High
Frequency, UHF）法通过检测 GIS 中局放时产生的
超高频电磁波信号，有效地避开了现场的电晕等干
扰，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灵敏度高、可实现局放源

体构成的波导系统，如图 1 所示。其内导体为母线，
外半径为 a。外导体为外壳，其内半径为 b。由电
磁波理论可知，在同轴波导中除了可以传输横电磁
波（TEM）外，还可以传播高次模波（ TE 和
TM 波）。 TEM 波为非色散波，可以以任何频率在
同轴波导中传播。 TE 和 TM 波是色散波，各自存
在截止频率，只有当电磁波频率高于其截止频率时
才能在同轴波导中传播。各高次模波的截止频率
f cmn 取决于同轴波导的尺寸和传输媒质，分别为

f cmm 

定位和故障类型判别等优点。近年来 UHF 法在
GIS 局放现场在线监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关注
[2-5] 。

目前， UHF 法检测局放在运用中面临的难点是

53

kmn
2 

[11]

（1）

式中，  为媒质的磁导率；  为媒质的介电常数 ；
k mn 为各高次模对应的截止波数，与波导尺寸有关。

UHF 法的标定问题，即难以对局放信号进行有效评
估。GIS 中 UHF 传感器检测的局放电磁波信号受局
放源与传感器之间 GIS 结构影响而产生衰减变化，
从而难以运用检测到的信号对局放源信号进行评估。
因此，研究局放电磁波信号在 GIS 各个部件中的衰

图1

减变化特性对 UHF 法的标定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

Fig.1

意义。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 GIS 中电磁波特性

研究。文献 [6-7]指出 GIS 中局放电磁波通过不连续
部件（ L 型分支、 T 型分支等）时产生的模式变换
特性对电磁波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但没对电磁波
信号幅值等参数的变化进行具体研究。文献 [8-9]采
用 FDTD 法对 GIS 中局部放电源波形、检测点角度

其截止频率 f cTE11  1    (a  b)  。以国产
GIS 为
例，如 220kV 和 330kVGIS 的 a=4.5cm，b=19cm [12]，
则 f cTE11 为 406.4MHz。
波导内电磁波能量以群速传播，各模波相应的

与位置等因素对电磁波信号的影响进行仿真研究。
文献[10]在 400kV GIS 结构中进行电磁波衰减特性

群速为

研究，但受传感器安装位置限制，难以对 GIS 的

 f

ugmn  up 1   cmn 
 f 

单个部件的衰减特性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从电磁波传播理论出发，采用时域有限差
分（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FDTD）法建立

Coaxial wave-guide system

同轴波导中截止频率最低的高次摸为 TE 11 波，

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6-10] ，但对电磁波在 GIS 各部件
的具体衰减变化特性及其原因分析方面却鲜有深入

同轴波导系统

（2）

式中， up 为电磁波的相速 ， up  1/  。

GIS 中各种部件（直筒、绝缘子、 L 分支、 T 分支

由式（2）可知，在同轴波导中， TEM 波传播

等）仿真模型，深入研究了电磁波信号在 GIS 中

速度为相速，即光速，与频率无关。而高次模波传

不同部件传播时幅值、能量等参数的变化特性及其

播速度与频率有关，对于某一高次模波，即截止频

原因，并通过对局部放电电磁波信号经过绝缘子前

率相同时，电磁波频率 f 越高，传播速度越快。因

后变化特性的试验研究验证了仿真分析的有效性，

此，高次模波在同轴波导中传播时存在色散效应。

为 GIS 中 UHF 法的有效标定打下基础。

2

3

电磁波在同轴波导中的衰减特性

同轴波导中电磁波特性
由电磁场理论可知，天线接收的电磁波能量是
根据 GIS 的结构，可将 GIS 近似为两根同轴导

衡量电磁波传播衰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信号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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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信号检测系统中评估信号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

由瞬态电磁场理论可知，天线输出信号与接收

的参量，在背景噪声一定时，它决定了检测系统的

的入射电场和天线本身的响应性能有关。为研究电

灵敏度。因此，为研究局放电磁波在 GIS 中的传播

磁波在同轴波导中的衰减特性，减少天线响应性能

衰减特性，下面对电磁波在同轴波导中（ GIS 直筒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须使设置的探针响应与频率无

部分）的传播过程中的电场幅值与能量的变化特性

关，因此其长度在整个频谱内满足

l = /2

进行仿真分析。
3.1

[14] ：

（4）

式中，  为频谱内最小波长。

仿真模型
GIS 中最简单的结构就是直筒部分，它是一段

探针的输出电压为

典型的同轴结构。采用 FDTD 计算程序进行仿真分

v( )  he ( ) E ( )

析，为使仿真结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以国内

（5）

220kV GIS 尺寸进行建模 [12 ] ，如图 2 所示，其内导

式中， he ( )为天线的有效高度； E( )为天线入射场

体外半径为 a=4.5cm，外壳内半径为 b=19cm，外

强； 为角频率。

半径为 21cm，导体材料都为铝。腔体总长为

探针耦合的电磁波能量为
1
e(t ) 
v(t ) 2 dt
ZL

L=3m，两端设为吸收边界。局放源位于腔内距离左



边端口 0.5m 的外导体处， 为一个沿 GIS 腔体径向
分布的放电电流，放 电通道长度为 10mm。在同轴

（6）

式中， Z L 为天线的阻抗； v(t)为天线输出电压波形。

腔内壁  =0°与 =90°处以 25cm 间隔分别布置探
针 1～8。

GIS 局部放电 UHF 检测法中，传感器耦合的主
要是电场的径向分量 E r [15] 。因此，探针 1～8 沿径
向位置布置（探针阻抗为 50，有效高度为
10mm）。
3.2
图2

Fig.2

为研究电磁波信号在同轴波导中传播的变化特

同轴波导仿真模型

性，取  =90°处的探针 1 和探针 8（距离 1.75m）

Coaxial waveguide simulation model

采用如下高斯函数模拟局放电流脉冲

i (t )  I 0 e  (t t0 )

2

仿真结果分析

[13] 。

/ 2 2

（3）

的信号进行分析。两探针测得的电场及其
400MHz 低通滤波后（只存在 TEM 波）的信号如
图 4 所示。

式中， I 0 为脉冲电流的幅值； t 0 为延迟时间常数；

为衰减时间常数。
设脉冲电流幅值为 10mA， =0.17ns，
t 0 =0.9ns，脉冲电流波形如图 3 所示。其中脉冲上
升时间 t r 为 0.28ns，下降时间 t f 为 0.28ns，脉宽
t w 为 0.73ns。

（a）探针 1（   =90°）

图3
Fig.3

局放电流波形

Partial discharge current pulse

第 25 卷第 8 期

刘君华等

局部放电电磁波在 GIS 中的衰减特性

55

signals below 400MHz detected by probes

=0°与 =90°处各探针信号在 190ns 内累积
的能量如图 6 所示。 =0°处探针耦合的电磁波能
量比 =90°处的大得多，这和幅值的特性一致。但
是传播过程中能量的衰减却很小。这表明虽然高次
模波的色散效应使得电磁波幅值减小，但对能量的
传播影响不大。

（b）探针 8（   =90°）

图4

探针 1 和 8（  =90°）电场与 400MHz
低通滤波后信号

Fig.4

Electric field signal and filtered signal below

400MHz detected by probe 1 and probe 8 (  =90°)

由图 4a 和图 4b 可知探针 1 的电磁波信号传播
到探针 8 时，其幅值由 140mV/m 减弱到
70mV/m，减小 6dB，而且信号的波形也发生明显的

图6
Fig.6

各探针信号 190ns 内的累积能量

The cumulative energies in 190ns detected by probes

变化。但是信号 400MHz 以下分量（只存在
TEM 波）的幅值和波形基本都没有发生改变。这表

4

电磁波在 GIS 中的衰减特性

明 TEM 波在同轴波导中传播时衰减很小，波形基
GIS 除了直筒部分，还存在绝缘子等不连续部

本不变，而高次模波的色散效应导致电 磁波的幅值
减小和波形变化。
各探针在 =0°与 =90°处分别测得的场强幅

件，使得电磁波的传播变得复杂。因此，为分析局
部放电电磁波在 GIS 中传播的衰减特性，对

值及其 400MHz 低通滤波后（只存在 TEM 波）的

GIS 中不连续部件（绝缘子、 L 分支、 T 分支）进

幅值如图 5 所示。TEM 波的大小与 无关，且在同

行仿真分析。

轴波导中传播时衰减很小，其幅值基本不变。

4.1

绝缘子

=0°处的电场幅值比 =90°处的要大得多，其原
因是局部放电在 =0°处激励起的更多的高次模波
分量。由于高次模波的色散效应， =0°处电场幅
值虽然比 =90°处的大，但其减小的程度也较大，

侧端口 1m，其后以 1m 间距安装第二个和第三个绝

且随着距离的增加电场幅值降低的程度逐渐变小。

缘子，绝缘子厚度为 5cm，外径为 25cm。局放源

建立绝缘子仿真模型如图 7a 所示，同轴波导
的内、外导体的尺寸与图 2 相同，腔体总长为
L=4m，两端设为吸收边界。第一个绝缘子距腔体左

位于腔内距离左边端口 0.5m 的外导体处。探针
1～10 以 25cm 间隔分别布置在三个绝缘子前后的
同轴腔内壁 =90°处。仿真结果如图 7b 所示。为
突出衰减变化特性，各探针信号以探针 1 信号作归
一化处理。

（a）绝缘子仿真模型

图5
Fig.5

各探针测得的电场与 400MHz 低通滤波后的幅值
The amplitudes of electric field signals and fi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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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探针的电场幅值与信号能量

图7
Fig.7

绝缘子仿真分析

（b）各探针的电场幅值与信号能量

The simulation analyses of insulators

图8
Fig.8

图 7b 表明， TEM 波分量（ 400MHz 低通滤波）

图 8b 表明，电磁波信号经过 L 分支时，

信号幅值经过三个绝缘子的衰减较小，经计算分别
为 1.5dB、1.4dB、1.6dB。但电磁波信号幅值和能

L 分支仿真分析

The simulation analyses of L branch

TEM 分量衰减很小，减小至 90%左右，衰减约

量在经过第一个绝缘子时产生较大衰减，分别达到

0.9dB。而电磁波能量由于反射损耗产生很大衰减，

7.2dB 和 16.9dB，而在第二个和第三个绝缘子前后

达 25.1dB。电磁波幅值经过 L 分支前由于高次模波

的衰减变小，其中幅值衰减分别为 3.2dB、

色散效应而逐渐衰减，在 L 分支处由于反射损耗使

2.6dB，能量衰减分别为 6.6dB、8.5dB。这表明高

得幅值进一步降低，减小达 7.96dB。而电磁波经过

次模分量在经过第一个绝缘子时由于绝缘子的反射

L 分支后由于 TEM 模占主导地位，电磁波能量与幅

和泄漏等损耗而迅速衰减，从而造成电磁波信号的

值变化很 小。这表明电磁波经 L 分支后信号能量衰

较大衰减，使得第一个绝缘子后的信号主要以

减和幅值降低程度均较大，但 TEM 分量衰减很小。

TEM 模分量为主，此信号再经过绝缘子时衰减程度
就小得多。因此，邻近局放源的第一个绝缘子比其
他绝缘子对电磁波的衰减作用更强。
4.2

4.3

T 分支
T 分支仿真模型如图 9 所示，腔体直线部分长

L 分支
建立 L 分支仿真模型如图 8a 所示，腔体直线部

分长为 2.5m，垂直部分高 1.5m，两端设为吸收边界。
局放源位于腔内距离左边端口 0.5m 的外导体处。探
针 1～9 以 25cm 间隔分别布置在 L 分支弯头前后的同
轴腔内壁=90°处。仿真结果如图 8b 所示。

图9
Fig.9

T 分支仿真模型

The T branch simulation model

为 3.2m，垂直部分高 1.5m，两端设为吸收边界。
局放源位于腔内距离左边端口 0.5m 的外导体处。
探针 1～8 以 25cm 间隔分别布置在 T 分支直线部
分的同轴腔内壁 =90°处。探针 9～12 以 25cm 间
隔分别布置在 T 分支垂直部分的同轴腔内壁
（a）L 分支仿真模型

=90°处。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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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 UHF 放大器（放大倍数
为 40dB）后传输至 Aglient 54853A 示波器（采样
率为 20GS/s）。常规 脉冲电流法由测量阻抗耦合信
号输出至局放仪，测量局放量的大小。

（a）直线分支

图 11

GIS 局放测量接线示意图

Fig.11 The sketch of PD detection in GIS

升高电压至 45kV 时有局放发生，脉冲电流法
测量局放量为 2.6pC，继续升高电压至 55kV 时局
放量增大至 6.5pC，UHF 传感器测得的信号衰减变
化特性 见下表。
表
Tab.

UHF 传感器信号幅值与信号能量
UHF sensors’ signal amplitudes and
cumulative energies

（b）垂直分支

图 10
Fig.10

各探针的电场幅值与信号能量

电压
水平
/kV

UHF 信号
局放量
/pC

The signal amplitudes and cumulative energies

由图 10 可知，电磁波经过 T 分支后，其

45

2.6

TEM 波分量及能量的衰减和幅值减小程度均较大，

电磁波 TEM 分量及能量的衰减和幅值减小分别为
6.9dB、3.9dB 和 14.9dB，而垂直部分（探针 1～
12）的衰减分别为 10.5dB、4.9dB 和 19.1dB。这表
明电磁波经过 T 分支的垂直部分后的衰减比直线部
分更为严重。

55

6.5

400MHz 低通滤波 500ns 内累积能量
/mV

/pJ

传感器 1 39.26

3.96

1.2

传感器 2 16.92

3.49

0.72

1.1

4.4

传感器 1 65.96

6.65

2.59

传感器 2 26.62

5.76

1.62

1.3

4.1

衰减/dB

其中能量的衰减程度最大。 T 分支的垂直部分比直
线部分衰减更大，其中直线部分（探针 1～8）的

幅值 /mV

衰减/dB

7.3

7.9

由上表可知，电压为 45kV 和 55kV 时，绝缘
子前后的两传感器检测的局放信号幅值衰减都较大，
分别为 7.3dB 和 7.9dB，但其 400MHz 低通滤波后
（只存在 TEM 波）信号幅值衰减均较小，分别为

5

试验研究

1.1dB 和 1.3dB，此特性与前文绝缘子仿真中的分析
结果一致，从而验证了仿真分析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为验证上述局放电磁波衰减特性仿真分析的有

而与仿真结果有所不同的是信号能量的衰减较小，

效性，在 110kV GIS 试验平台中进行绝缘子衰减特

只有 4.4dB 和 4.1dB，其原因是与仿真模型不同，

性的试验研究，试验系统 如图 11 所示。 GIS 试验

试验系统两侧为金属盖板，其对局放信号具有强反

平台由两个隔离绝缘子隔成 3 个气室，内部充有

射效应，使得信号的振荡时间和强度增大，信号能

0.4MPa 的 SF 6 气体。靠进线侧的两相邻气室装有两

量增强从而导致衰减强度变小。

个 UHF 内置传感器，传感器的频率响应范围为
0.3～3GHz。在传感器 1 所在气室中用直径为 1mm,长
度为 10mm 的铜针固定在高压导体上作为模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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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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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08, 32(21): 77-81.

（1）电磁波在同轴波导中传播时， TEM 波分

[6]

wave

应使得局放电磁波信号幅值降低较大且波形发生变

模分量在经过第一个绝缘子时由于反射和泄漏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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