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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 直流馈电电缆裂损放电特性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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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乙丙橡胶直流馈电电缆敷设方式，开展了直流馈电电缆绝缘裂损放电试验，以

及放电信号检测电缆绝缘裂损故障的可行性研究。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运行电压低，绝缘良
好的直流馈电电缆检测不到放电，当电缆绝缘层发生破损后，直埋电缆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漏
电痕放电；桥架电缆绝缘破损较小时也会发生类似直埋电缆的漏电痕放电，绝缘破损较大时
（电缆芯裸露）会对桥架发生拉弧放电。直埋电缆可行性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电缆放电现象与其
绝缘裂损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能够预警其绝缘裂损，但也与外界环境相关。土壤湿度小时容
易发生放电，土壤湿度大时，不易发生放电，会产生较大的直流泄漏电流；综合监测直流泄漏
电流和放电信号方能有效地实现直流馈电电缆绝缘裂损故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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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Discharges in EPR DC Feeder Cable and Its Application
Shen Xiaojun1

Jiang Xiuchen 2

（1.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Yicheng 1
200092

Shanghai

China

200030

China）

Based on the ethylene-propylene rubber (EPR) DC feeder cable laying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DC feeder cable insulation crack discharge test, and the discharge signal detection cable
insulation fault crack damage in the feasibility is studi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low operating voltage, insulation good DC feeder cable can not detect discharge signal, when the
cable insulation crack occurs, the buried cable would happen tracking discharg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panned cable, when a smaller cable insulation damage, would happen tracking discharge
similarly to buried cable’s, insulation damage is large (cable core exposed) would happen pull-arc
discharge. Buried cable feasibilit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ble tracking discharge
phenomenon and its insulation crack has a good correlation, and could be an early warning of the
insulation crack damage, but also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related. Prone to soil moisture-hour
discharge, soil moisture is large and difficult to discharge, and would have a greater DC leakage
current; only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DC leakage current and discharge signals can effectively
monitoring DC feeder cable insulation crack fault.
Keywords：Urban transit, EPR DC cable, insulation cut or crack, fault model, tracking
discharge, living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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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直流馈电电

缆投入了运行。由于电缆的敷设空间狭小，要求电
缆的柔韧性好，弯曲半径小，故用于联结牵引变电
站直流高速开关到接触网的直流馈电电缆（也称作

Fig.1

联结电缆），一般采用无铠装的 XLPE 电缆或

图 1 直流馈电电缆绝缘破损故障模型
Crack faulty model of DC feeder cable insulation

直流泄漏电流有效性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电缆绝

EPR 柔性电缆 [1-3] ，运行电压以 DC750V、

缘破损故障引起的直流泄漏电流受现场环境影响较

DC1500V 电压等级为主 [4-6] 。由于运行工况差，直

大，土壤湿度小时监测不到明显的稳定直流泄漏电

流馈电 电缆易发生绝缘老化引起的接地故障和绝缘

流，但在试验中发现土壤湿度不大时，听见了 “砰

破损引起的接地故障

[5] ，需对其实施在线监测 [7-

8] 。

砰”的放电声，并检测到了脉冲电流信号。直流馈
电电缆绝缘层破损故障电缆实物如图 2 所示，从图

相关试验研究表明监测电缆的直流泄露电流虽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电缆绝缘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电

能有效检测出直流馈电电缆绝缘老化故障，但检测

缆芯裸露，有明显电火花灼烧的痕迹。因此笔者认

电缆绝缘破损故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工况

为可以尝试检测直流馈电电缆绝缘裂损放电信号以

下不能有效地反映出电缆绝缘层破损故障

[9] 。上海

检测其绝缘层早期破裂故障。

轨道交通工程发现实际采用测量直流电阻方法检测
合格的 EPR 直流馈电电缆，在短时间内曾多次发生
电缆绝缘失效，从而接地短路故障，引起供电中断。
EPR 直流馈电电缆绝缘层发生轻微破损时，并不一
定伴随对地绝缘的下降，直流馈电电缆绝缘破损故
障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已严重威胁着城市轨道交通
的供电安全，因此有必要根据 EPR 直流馈电电缆
图2

绝缘破损后的电气特征，研究对应的监测技术实现
Fig.2

该故障的在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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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馈电电缆放电法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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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馈电电缆 裂损故障模型表征的是电缆绝缘

3.1

层机械老化或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的贯穿性破损

现场故障电缆实物图片

Photograph of faulty cable from the field

EPR 直流馈电电缆绝缘裂损放电试验
试验样品简介
试品来自上海地铁运营公司现场，已投入运行

（所谓机械老化是电缆在安装、运行过程中受到各

几年，电缆绝缘层良好无损伤。电缆系 EPR 电缆，

种机械应力的作用发生的老化，绝缘材料在机械应

无铠装和阻水带，额定运行电压为 DC 1500V。电

力作用下会产生微观的缺陷，这些微小的缺陷随着

缆结构采用非紧压型的多股软圆铜线组成的导体、

时间的流逝和机械应力的持续作用慢慢恶化，形成

乙丙橡胶（ EPR）绝缘和低卤阻燃护套，电缆结构

微小裂缝并逐渐扩大的 ）。但未伴随其绝缘材料电

如图 3 所示。

阻的明显下降，电缆绝缘特性主要由破损处表面电
阻的特性决定，其中表面泄漏电阻是污秽、水分、
杂质等共同作用的体现，具有不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值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如图 1 所示，图中 R 0 为
绝缘材料电阻； R S 为破损处绝缘表面电阻。

图3
Fig.3

EPR 电缆结构示意图

Sketch map of structure of EPR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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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放电试验研究

测到了放电脉冲信号。由于直流馈电电缆绝缘没有

直流馈电电缆主要敷设在变电所电缆夹层内、

破损时，在电压的作用下没有检测到直流放电信号，

区间隧道侧壁和地面电缆沟内，一般采取土中直埋、

因此笔者认为电缆绝缘破损后检测到的放电信号不

桥架敷设方式，故根据电缆的敷设方式研究直流馈

同于常规意义上的局部放电，而是漏电痕现象，即

电电缆绝缘破损放电现象。

检测到的放电信号应为电缆破损处绝缘材料表面在水

3.2.1

汽或杂质的作用下发生的沿面放电信号。有机绝缘材

土中直埋电缆绝缘破损放电试验

在实验室采用如图 4 所示的试验电路研究了土
中直埋直流馈电电缆绝缘破损放电。

料的漏电痕现象的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10-11]，
其放电模式可以采用图 6所示的等效电路来分析。

（a）放电试验示意图

（a）良好直流馈电电缆检测信号

（b）放电前电缆

图4
Fig.4

（c）累积施压 72h 后的电缆

土中直埋电缆放电试验电路及实物图片

Circuit of discharge experiment and photograph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able

试验中使用高频电流传感器套在电缆上获取放
电产生的高频电流信号，传感器的频响范围
500kHz～20MHz；使用数字微安表显示系统的直流
泄漏电流；使用泰克 TDS7104 数字示波器观察并

（b）破损直流馈电电缆检测信号

记录高频电流传感器信号。试验步骤如下：
（1） 将样品电缆埋入采自现场的土壤中，施加

图5
Fig.5

土中直埋电缆绝缘放电试验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 of soil-buried cable discharge

DC 1500V 检测电缆放电信号，检测信号如图 5a 所
示。
（2） 将电缆取出，使用厚 0.3mm 薄刀片沿电

缆纵方向把电缆绝缘层割一道裂缝至电缆导体芯，
以模拟电缆绝缘贯穿性裂损，伤口长约 20mm。电
缆伤口如图 4b 所示。
（3） 将该带有人工故障的电缆重新埋入土壤中，

埋入时伤口向上，并浇水直至土壤表面粘手，静止
30h 让土壤与电缆表面充分夯实，然后施加 DC
1500V 检测放电信号，试验结果如图 5b 所示。
图5a所示的试验结果表明绝缘层无破损的直流
馈电电缆在工作电压下没有检测到放电信号；图
5b所示试验结果却表明当电缆绝缘层轻微破裂时检

图6
R Tn －绝缘体电阻

Fig.6

电缆破损处等效电路
R n －破损处表面电阻

J n －放电间隙

Equivalent circuit of cut cable

第 25 卷第 8 期

沈小军等

EPR 直流馈电电缆裂损放电特性及其应用

由图 6 可知电缆破损处的电压分布由电缆绝缘

9

频电流传感器套在电缆上获取放电产生的高频电流

材料体电阻 R Tn 和破损处表面电阻 R n 决定，其中表

信号，没有监测到放电脉冲信号；然后使用湿树枝

面电阻 R n 由破损处水分、污秽等因素决定。笔者认

（树枝接在地线上）接触破裂处外围绝缘（非破损

为在该放电模式下，电缆放电受破损处周围环境的

处），观察到电火花，高频电流监测系统也检测到

影响较大，当土壤湿度特别大时，发生放电的几率

放电脉冲信号，如图 8a 所示。

很小。实验室研究发现破损初期电缆放电重复率较

直流馈电电缆对桥架发生间歇性拉弧放电模拟

高，随着放电对绝缘材料的不断破坏，放电重复率

试验中，将电缆绝缘层损坏直至电缆芯裸露，施加

呈下降趋势。所谓放电重复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的

1500V，使用高频电流传感器套在电缆上获取放电

总放电次数。试验发现这种情况下的放电对电缆绝

产生的高频电流信号也没有监测到脉冲信号；然后

缘的破损是严重的，会扩大破损缺口，直至电缆发

重复通过湿树枝将裸露的电缆芯和电源地连接和断

生永久性接地故障。如图 4c 是连续加压 72h 后的

开，试验中发现每次随着树枝的接触和断开瞬间，

电缆破损处图片，相比较于破损初期，破损裂口已

都能观察到较强的拉弧放电，同时高频电流监测系

经大了很多。

统也检测到了脉冲信号，检测数据如图 8b 所示。

3.2.2

桥架电缆绝缘破损放电试验

研究认为桥架直流馈电电缆绝缘破损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电缆绝缘层发生轻微裂损；另一种是由
于在电动力的作用下不断撞击桥架上的突起造成的
电缆绝缘发生较大面积的破损，电缆芯裸露。前一
种故障会发生类似直埋直流馈电电缆绝缘材料在水
汽、污秽的作用下发生的闪络放电，而后种故障会
随电缆振动对桥架发生间歇性拉弧放电。基于相同
信号检测系统，在实验室采用如图 7 所示的试验电
路分别进行了试验。

（a）绝缘轻微裂损放电信号

（a）水分、污秽放电试验示意图

（b）绝缘破损拉弧放电信号

图8
Fig.8

桥架直流馈电电缆放电信号

Discharge signal of bridged DC feeder cable

试验结果表明：桥架直流馈电电缆在绝缘良好
时没有放电脉冲信号产生，而在绝缘层破损后会在
（b）拉弧放电试验示意图

图7
Fig.7

桥架直流馈电电缆放电试验

Discharge experiment of bridged DC feeder cable

桥架电缆绝缘轻微裂损试验中，先将自然污秽
的电缆绝缘层使用厚 0.3mm 薄刀片划破至电缆芯
（裂口很小看不见导体），然后再将少量水洒在破
裂处及周围绝缘外皮上，施加 DC 1500V，使用高

水分、污秽以及电动力的作用下对桥架发生放电，
并产生脉冲高频电流信号，且具有对应性。桥架电
缆破损放电与直埋电缆放电不同，发生的是接触断
开时拉弧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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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法可行性试验
第 3 节的放电试验结果表明 EPR 直流电缆绝缘

发生裂损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放电，符合工
程实际，但是检测放电信号能不能有效地检测出电
缆裂损故障呢？研究工作中由于缺乏模拟桥架直流
馈出电缆晃动（电动力、外界机械振动）的相应装
置，因此本文只研究了监测放电信号检测直埋
EPR 电缆裂损故障的可行性。
图9

试验电路与图 4 相同，试验中将带有绝缘故障

Fig.9

的 3 个电缆样品分别（使用薄刀片，沿电缆纵方向

直流 3000V 作用下的直流泄漏电流值

DC leakage current under DC 3000V operation

从图中可以看到，此时电缆泄漏电流明显增大，

从电缆表面至电缆导体芯把电缆绝缘层割一道裂缝，
具体操作过程与 3.2 节相同。）埋入土壤中，施加

已达 12mA，电缆对地绝缘等效电阻为 250kΩ，笔

DC 1500V。

者认为这与高压电缆有很大区别。纵上所述，通过

试验根据 EPR 直流电缆裂损故障模型，将土壤
湿度分三种情况进行试验：
（1）土壤湿度较小，所谓较小湿度的土壤是指
土壤不结团，不成块，没有明显的粘手感。试验研

在线检测直流馈电电缆是否有放电信号能够用来评
估其绝缘状况，对防止直埋直流馈电电缆 “带病”
运行扩大事故，具有实际的工程意义，但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

究发现土壤湿度较小时，检测不到明显的直流泄漏
电流，但检测到了放电信号，并伴随着 “砰砰”的

5

结论

放电声。
研究表明城市轨道交通 EPR 直流馈电电缆绝缘

（2）土壤中度湿度，所谓土壤中度湿度是指土
壤明显的粘手。试验研究发现刚加压初始能够检测

层发生破损时，并不一定伴随对地绝缘的下降，具

到几十微安的泄漏电流，但电流值不稳定，随着运

有一定的隐蔽性，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放电现

行时间的加长，泄漏电流值逐渐减小到零，并开始

象，且该放电现象与其绝缘破损故障具有良好的对

伴随“砰砰”的放电声，检测到放电信号；停止加

应关系。检测放电信号能够实现 EPR 直流馈电电

压一段时间后，再加压，类似的现象重复发生。

缆绝缘裂损故障的检出，但由于电缆放电现象受外

（3）土壤湿度很大，所谓土壤湿度很大是指土
壤中有水渗出，成稀泥状。试验研究发现此时能够

界影响较大，实际工程中还需综合监测直流泄漏电
流信号 。

检测到明显的泄漏电流，没有检测到放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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