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电网物资抽检试验中心

配电变压器类配电变压器类配电变压器类

整体试验室规划整体试验室规划整体试验室规划



一、 试验中心的检测能力：

按照国网物资抽检的试验要求，进行 32 项物资产品的检测。主要按照满

足 C 级的试验要求，并且保留和完善一部分 B 级的试验项目，为以后的升级做

准备。

二、 根据物资种类进行大体分类：

序号 种类划分

1 电气类检测设备 一般电气类测试设备

高压试验大厅及测试设备

屏蔽试验室及测试设备

2 安全工器具检测设备

3 材料类检测设备

三、 配电变压器类测试设备清单：

配电变压器、电抗器、箱式变压器试验项目如下：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B级检测级别 C级检测级别

1 绕组对地及绕组间直流绝缘电阻测试 ★ ★

2 吸收比测量 ★ ★

3 绝缘系统电容的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 ★

4 绕组对地及绕组间电容测量 ★ ★

5 绕组电阻测量 ★ ★

6 电压比测量和联结标号检定 ★ ★

7 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 ★ ★

8 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测量 ★ ★

9 外施耐压试验 ★ ★

10 感应耐压试验 ★ ★

11 局部放电测量（干式变压器适用） ★

12 绝缘液试验（包含油耐压试验和油介损试验） ★ ★

13 温升试验 ★

14 雷电冲击试验 ★



15 在 90%和 110%额定电压下的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 ★ ★

16 短时过负载能力试验（油浸式变压器适用） ★

17 声级测定 ★

18 三相变压器零序阻抗测量（油浸式变压器适用） ★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型 号 数量

01 绝缘电阻测试仪
测试电压：500V/1000V/2500V/5000V；

量程：0.5MΩ～1000GΩ。

壹只

变压器综合试验系统

01 变压器综合测试主控台 CTBZ-IV 壹台

分项

工控机 研华 IPC-610L 壹台

显示器（含支架） 三星曲屏 壹台

激光打印机 HP 壹台

高电变压器综合测试系统软件 v1.0 壹套

PLC 控制柜及通讯模块 西门子 S7-200 壹台

仪器仪表柜及通讯模块 壹台

辅助控制柜 试验项目的控制及互感器控制 壹台

02 绝缘电阻测试仪 5000V 壹台

03 变频抗干扰介损测试仪 CT6000 壹台

04 全自动变比测试仪 CT3103 壹台

05
功率分析仪

（变压器空负载测试仪）
CT-300C 壹台

06 标准精密电流互感器
5-10-20-50-100-200/5A

精度等级：0.1 级
叁只

07 三相感应调压器 150KVA（10-650V） 壹台

08 温升专用双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 CT200-40WA 壹台

09

温度巡检仪 16 路温度巡检 壹台

温度采样装置 16 组温度探头 壹套

可调节油杯放置架 4组

10 变频电源（感应耐压） 输出功率:50KW、电压输出 0-900V 壹台



无局放屏蔽试验室

01 无局放屏蔽室

56 平米背景小于 10pC，

单点接地电阻小于 0.5Ω，含铜极接地；

外立面的装饰和水泥回填等。

屏蔽效能 0.5MHz-1.6MHz≥60dB

壹套

02 数字式局部放电测试仪

测量通道：4通道

最高采样速率：40MHZ

测量频带 3dB 带宽 10kHz～1MHz

程控滤波器分段：

低端频率：20kHz，40kHz，60kHz，

80kHz ,OFF（9kHz）

高端频率：100kHz，200kHz，300kHz，

400kHz，OFF（1MHz）

测量范围 0.1pC～10000nC

检测灵敏度 0.1pC

可测试品的电容量范围 6pF～250µF

壹套

03 无局放变频电源

三相额定输出功率：50kW；

●频率调节范围：20～300Hz；

●频率调节精度：0.1Hz；

●频率稳定度：0.01Hz;

●满负载下连续工作时间：360 分钟；

●输出波形：标准正弦波；

●输出电压波形畸变率：≤1%；

●输出电压不稳定度：≤1%

壹套

04 隔离升压变压器
容量：50KVA，输入电压：300V

输出电压：800V
壹台

05 三相中频滤波器
容量：50KVA，输入电压：800V

输出电压：800V
壹台

06 无局放耦合电容 1000PF、100KV 叁只

工频耐压试验系统



11
工频耐压控制台

（和变压器控制台连体）
壹台

12 工业触摸屏 昆仑通泰 壹台

13 PLC 控制柜及通讯模块 西门子 S7-200 壹台

14 单相柱式调压器

容量：75KVA

输入电压：380V

输出电压：0-450V

壹套

15 无局放环氧桶式高压试验变压器

CTYD-75KVA/150KV

容量：75KVA

输入电压：400V

输出电压：0-150KV

壹台

16 无感保护电阻 150KV 壹只

17 嵌入式峰值表及高压分压器 FRC-150KV 壹套

配电变压器压力密封试验装置

01 螺杆式空压机 容量：7.5KW 壹套

02 简单储气罐 壹只

03 油水过滤器 壹套

04 高精度压力表
测试范围：0-100KPA

精度等级：0.1 级
壹只

雷电冲击试验系统

01 雷电冲击发生器

含直流充电装置、发生器本体、截波装

置、弱阻尼电容分压器，主要参数如下：

标称电压:±400kV

额定能量：30kJ

壹套

声级试验装置

01 声级计（含声级计、声校准器） AWA5661 壹只

变压器零序阻抗试验装置

01 零序阻抗测试仪

电压测量范围:10V ～ 500V，测量精度：

0.2%；
壹台



电流测量范围:0.1A ～ 5A，测量精度：

0.2%；

02 大电流发生装置 0-4000A 壹套

03 精密电流互感器 4000A/5A，精度 0.1 级 壹只

04 控制及测量单元 壹套

绝缘液试验

01 油耐压测试仪 ZIJJ-III 壹台

02 油介损及体积电阻率测试仪 CT3330 壹台

五、配电变压器类测试系统

5.1 试验操作台简介：

CTBZ-IV 型计算机控制变压器综合试验成套设备是专用于变压器例行试验、部分型式

试验及特殊试验的产品，拥有变比、直流电阻、空、负载损耗测量、感应耐压的自动试验能

力（10～35kV 等级配电变压器），可以用相关变压器综合测试软件操作的方式进行全部试验

项目。



试验成套设备采用 PLC 作为控制核心，以工业控制计算机作为人机交互界面，具有可

靠性高、界面直观、操作简便、保护措施完善等突出优点。

变压器试验操作台为平面式结构，其上仅放置工业控制计算机，其他的电气设备、元

件均安装于设备间开关柜内，操作部分与电气回路完全隔离。

5.2 试验控制系统

整套试验系统采用计算机与 PLC 相结合的控制方式，PLC 主要用于各元器件之间逻辑

关系的设定、底层动作命令的整合执行、系统基本保护功能的实现等，其具有编程灵活、可

靠性高、动作执行速度快等优点，而工业控制计算机主要用于试验流程的组织、动作指令的

下达、系统高级保护功能的实现等，其与 PLC 之间通过无线传输通讯，两者之间完全隔离，

可有效防止通讯信号受到干扰并保障计算机在试品故障对地放电时的安全；

试验系统采用变频器控制的方式实现性能试验中升降压速率的快、慢等多档的速度调

节，以达到更精细的电压、电流调节水平及更精准的数据采样能力。

5.3 试验测量系统

试验数据的测量由精密测量互感器及功率分析仪共同进行，功率分析仪配合高精度精

密测量互感器使用可以准确测量得到变压器的损耗数据。

5.4 试验软件

成套试验设备试验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便，报警提示信息丰富完善，软件内各试验

项目界面中均可实时显示回路内各个元器件的分合状态，试验软件界面可参考如下：

变比测试界面:



直流电阻测试界面：



空载损耗测试界面：

负载损耗测试界面：



感应耐压测试界面：

变压器温升试验界面：







5.5 数据库及试验报告

在每一项试验结束后，此项试验的试验数据及计算结果都会按编号保存进入试验数

据库内，可通过独立的试验数据查询及报告生成软件，按编号查询试验数据并按照用户指定

格式生成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可保存为 office excel 表格，能够转换成 PDF、Word 等格式，

直接由桌面打印机打印输出；试验报告格式可根据客户要求生成。

六、分项设备技术要求

6.1 控制计算机及附件

主机型号：研华工控机 IPC-610L；

具体配置：

硬盘 500G，处理器为英特尔 I3 或以上，内存 2G 或以上，4 个九针通讯串口；

显 示 器：三星曲屏，包含显示器支架；

打 印 机：HP 惠普 A4 幅面黑白激光打印机；

6.2 控制柜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输出高低压 2 组 6 根测试线同时加在被试变压器上，显示器同屏显示试验界面。

1、嵌入式仪器仪表单元：

安装变比测试仪、双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空负载损耗测试仪、温度巡检仪等仪器主

机以及 485 通讯模块。



2.PLC 控制单元：

西门子 PLCS7-200 及辅助控制继电器，变频器（控制升压速度）、变比测试仪和电阻测

试仪的切换接触器。

3.辅助控制单元：

主电路的控制，包括调压器的启停、升降，精密互感器的档位切换和动作，过流保护

等元件。

6.3 仪器仪表

6.3.1 变 压 器 空 负 载 测 试 仪 CT-300C 精 度 ： 0.1 级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图）

1 可测量变压器空载损耗、空载电流、负载损耗、阻抗电压、零序阻抗、短路阻抗、电

压有效值、电压平均值、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参数。

2全部数据均在同一周期内同步测量，保证在市电条件下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3自动波形畸变校正，电压校正，电流校正，温度校正，无须任何手工计算。

4在仪器允许的测量范围内可直接测量，超出测量范围可外接一次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

感器。

5可锁定显示数据并存储或打印全部测量结果，本仪器内置不掉电存储器和微型打印机，

可长期保持测量数据并可随时查阅和打印。

6大屏幕蓝屏液晶显示，全部汉字菜单及操作提示，直观方便。

7不掉电日历，时钟功能。

8具有 RS-232/485 接口，可与计算机通信。



主要技术指标：

（1）．基本测量精度： 电压、电流 ±0.1%

功率 ±0.2%(COSφ>0.1)， ±1.0%(0.01<COS 巾≤0.1)

（2）．电压测量范围： AC 0～800 V

（3）．电流测量范围： AC 0-5A

6.3.2 双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图）

性能特点

1、本仪器输出电流大（最大可以输出 20A），测试范围宽（最大至 2KΩ）适合 35KV电

压等级及以下所有变压器的温升试验和直流电阻的测量。

2、完善的双电源设计。具有高压、低压侧同时测试及分别测试功能。

3、本机具有输入误接 AC380V电源保护报警功能，断线抗拉弧保护功能，音响放电报警

功能，指示清淅，减少误操作。完善的保护电路，可靠性强。

4、彩色大屏幕，触控操作，显示数据清晰易读。

5、温升测试按设定时间间隔自动打印、存储温升数据，方便记录。

6、仪器带有万年历、100组常规数据存储、两次温升测试结果的存储，关机不丢失数据。

并且设有“U盘”接口方便导出供计算机生成温升曲线。

7、本仪器设有 RS485通讯接口，配合上位机操控软件，实现远距离控制测量。



8、本机配温升软件，可进行数据自动处理，生成温升曲线。

技术指标

1、输出电流：

高压 CH1: 5A、1A、0.1A 、0.01A

低压 CH2: 20A、10A、5A、2A

2、量程：

（高压 CH1---5A）： 0Ω——4Ω

（高压 CH1---1A）： 20mΩ——20Ω

（高压 CH1---0.1A）： 200mΩ——200Ω

（高压 CH1---0.01A）：2Ω——2000Ω

（低压 CH2---20A）： 0Ω——0.1Ω

（低压 CH2---10A）： 2mΩ——0.4Ω

（低压 CH2---5A）： 4mΩ——0.8Ω

（低压 CH2---2A）： 10mΩ——2Ω

3、准确度：(高压 CH1):0.2%±1μΩ

(低压 CH2):0.2%±0.2μΩ

4、最小分辨率：0.1μΩ

5、温升记录数据间隔：10 秒、30 秒、60 秒

6、工作温度：-20～40℃

7、环境湿度：≤80%RH，无结露

8、工作电源：交流：AC220V±10%，50Hz±1Hz

9、体积：长 410mm×宽 440mm×高 210mm

10、 净重：15.7kg

6.3.4 全自动变比测试仪 CT-700A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图）

产品特性

1、测试量程宽，最高达 10000。

2、测试速度快，10 秒钟完成三相测试。

3、Ζ形联接变压器测试。

4、自动完成组别测试功能。

5、高、低压反接的保护功能，变压器短路、匝间短路保护功能。

6、打印机输出测量结果，中文菜单显示。

技术参数

1、量程：0.9～6000

2、精确度：±0.1%+2 字(0.9~500)、

±0.2%+2 字(501~2000)

±0.3%+2 字(2001~6000)

3、分辨率：最小 0.0001

4、工作电源：AC220V±10% 50±Hz

5、环境温度：-10℃～40℃

6、相对湿度：≤85%，不结露

6.4.1 精密测量标准电流互感器



精度等级：0.1 级；

绝缘等级：1.0/√3KV；

测量范围：0-200A；

变 比：(5,10,20,50,100,200)/5A；

调节方式：计算机控制二次调节。

6.5 三相感应式调压器 TSJA-160KVA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图）

调压器具有无触点调压的特点，使用方便，能长期可靠运行。广泛用于工矿企业、农业

及科研等单位，作为调节电压的通用设备。当输入电压恒定时，它能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无

级平滑地调节输出电压。调压器与变频器控制配合使用，可实现自动调压稳压。

输入电压三相 380V，输出电压 10-650V

功能特点

(1)设置试验项目联锁保护，过流过压保护，试验操作控制，电压、电流、频率全程监

视，耐压计时，试验提醒等功能。

(2)电动升降压,电流量程、电压量程在操作台内任意切换。



6.6 变频电源 50KW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输入

电压范围 三相 380V±20%（单相 220V±20%）或其它指定电压

频率 47Hz-63Hz 或其它频率

输出

调制方式 IGBT/SPWM 正弦波脉宽调制方式

输出容量 三相 AC50KW

输出电压 三相 0-900V 可调，单相 0-520V 可调（可定制更高电压）



输出电压稳定度（平均值） ±1%（可定制更高精度）

反应时间 2mS（针对输入电压）

电压波形失真 THD < 2%（线性负载）

输出频率

50/60/100/200/400Hz 固定（可选 150Hz，可定做

5-1000Hz）

频率稳定度 < 0.1%

相位偏移 负载三相平衡或空载时≤±1°；100%三相不平衡：≤±4°

三相不平衡度 三相电压自动平衡

显示诊断保

护系统

电参数显示 线电压（L-L）、三相电压（L-N），三相电流，频率，功率

电参数显示解析度 电压解析度 0.1V；电流解析度 0.1A;功率解析度 0.1KW

故障诊断及显示 过载短路故障、IGBT 模块故障、熔丝故障、温度过高故障

保护

输入无熔丝开关，输出无熔丝开关，电子电路快速侦测过电

流，过电压，过载，过高温，短路并自动跳脱保护及告警

显示介质 LCD 液晶显示(128*64)，大功率采用 7 英寸触摸屏显示

过载能力 120%/1h；150%/1min；200%/20s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10～45℃，相对湿度 0～90％

绝缘电阻 DC500V,20 MΩ以上

耐压 1500Vac/10mA 无泄漏



6.7 高压试验变压器 CTYD-75kVA/150kV

（产品外型图）

本系列试验变压器具有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使用方便等特点。适用于检

测各种高低压电气设备及绝缘材料的绝缘性能。

CTYD-75kVA/150kV 试验变压器技术参数

额定容量：75kVA

输入电压：400V， 输入电流：187.5A

输出电压：AC 150kV 输出电流：500mA

阻抗电压：<10% 空载电流：<8%

变 比：125 测量变比：1500

联接组别；I,I0

5.10 高压峰值表及交直流分压器 FRC-150kv



技术参数:

测量精度：1.0%

量程范围：AC： 150kv

DC： 170kv

分 压 比：1500：1

直接测量试验变压器输出电压和监视倍频感应电压,避免容升和谐振电压对试品的破坏

6.11 温度巡检仪

主机



无线模块及支架

◆不需要笔和纸记录， 日常维护工作量非常小， 运行费用低；

◆采用高亮度触控彩色 TFT 液晶屏， CCFL 背光、 画面清晰；

◆采用 ARM 微处理器， 可同时实现多路（仪器主机内部最高支持 64 路以及更多路） 信

号采集、 记录、 显示和报警；

◆采用 70MB 大容量的 FLASH 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 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全隔离万能输入， 可同时输入多种信号， 无需更换模块， 直接在仪器上设置即可；

◆显示工程量数据的数值范围更宽可显示 6 位数值： -999， 99~1999.99；

◆可以进行参数设置、 显示工程位号， 工程单位， 有流量累积等功能；

◆显示精度高， 基本误差为±0.2% F·S；

◆支持外接微型打印、 内置打印机， 手动打印数据、 曲线， 自动定时打印数据， 满足

用户现场打印的需求（订制产品）；

◆配备标准 USB接口。 可使用鼠标键盘方便操作， 输出历史数据转存快捷方便；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 带光偶隔离的 RS485 和 RS232C 以及以太网；

◆采用国际名牌开关电源， 能在交流电源 AC 85V~265V 宽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提供变送器 DC 24V 隔离配电；



◆通过 EMCIII 级， 保证仪表在恶劣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技术指标

输入类型 可以测量的范围
测 量 精 准 度 （AD 累 计 时 间

16.7ms、 20ms）

显示分

辨率

测

量

范

围

±10V -11.000V 至+11.000V ±0.05% of rdg±2 digit 1mV

±5V -5.500V 至+5.500V ±0.05% of rdg±2 digit 1mV

±1V -1.1000V 至+1.1000V ±0.05% of rdg±2 digit 0.1mV

±100mV -110.0mV 至+110.0mV ±0.05% of rdg±2 digit 0.01mV

1-5V +0.800V 至+5.200V ±0.05% of rdg±2 digit 0.1mV

0-5V 0.000V 至+5.500V ±0.05％ of rdg ±2digit 0.1mV

4-20mA +0.38mA 至+21.00mA ±0.05% of rdg±2 digit 0.001mA

K -50℃至+1372℃ ±0.05% of rdg±0.6℃ 0.05℃

J -50℃至+700℃ ±0.05% of rdg±0.6℃ 0.05℃

E 0℃至+1600℃ ±0.05% of rdg±0.6℃ 0.05℃

T -50℃至+400℃ ±0.05% of rdg±0.5℃ 0.05℃

N 0℃至+1300℃ ±0.05% of rdg±0.6℃ 0.05℃

W +1500℃至+2315℃ ±0.05% of rdg±1.1℃ 0.1℃

0℃至

+1500℃
±0.05% of rdg±1℃

R +300℃至+1768℃ ±0.05% of rdg±0.8℃ 0.1℃

0℃至

+300℃
±0.05% of rdg±1.6℃

S +300℃至+1768℃ ±0.05% of rdg±0.9℃ 0.05℃

0℃至

+300℃
±0.05% of rdg±1.6℃

B +400℃至+600℃ ±0.05% of rdg±1.7℃ 0.05℃

+600℃

至

+1820℃

±0.05% of rdg±1.0℃



Pt100 -200℃至+400℃ ±0.05% of rdg±0.3℃ 0.02℃

Cu50 -50℃至+150℃ ±0.05% of rdg±0.3℃ 0.02℃

预热时间 30 分以上

环 境适 应能

力
周围使用温度 -20℃至+60℃

周围使用湿度 20%至 85%RH(没有结

露）

其它特殊类型可以订制如： 电压要测到 100V DC， 电流测 2ADC 等；

数字显示范围-999.99~1999.99， 测量分辨力： 1/120000， 24 位 AD 转换器；

实时曲线记录间隔 1 秒~9999 秒， 对应整屏曲线时间 30 秒~300 分；

历史曲线查看间隔从 1 秒到 9999 秒连续可设。

七、系统保护

7.1 急停按钮

为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紧急情况时能快速断开电源，在操作台上设有紧急停止按钮，按下

即可快速分断试验回路，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

7.2 警灯

系统设置有警灯，其中警灯在试验开始后即亮起，以示提醒；

系统设置有警铃，由试验人员手动或系统自动控制响起，以示提醒；

7.3 设备保护

为了保护设备运行安全，系统设有四级保护，输入级保护、输出级保护、测量级保护和

试品级保护，以保证试验过程中在被试品或试验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及时警示并迅速做出保护

动作，保护动作后，系统会给出相应的提示，以便确定故障原因。

7.3.1 输入级保护

在调压器的输入端设置过电流继电器保护，依据调压器的输入额定电流整定，以确保调

压器输入端不过电流，并可作为输出级保护的后备保护；

在发电机组拖动电机启动侧安装电机保护器，依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整定，以确保发电

机组的安全启动；

7.3.2 输出级保护

在调压器及发电机组输出端设置过电流继电器保护，依据调压器及发电机组输出额定电



流分别整定，以确保调压器输出端不过电流；

在调压器及发电机组输出端进行电压与电流信号的测量，电压与电流信号通过数字量传

感器转换为 RS/485 信号进入 PLC，然后在 PLC 内部依据调压器及发电机组输出端的额定电

压和电流值进行保护整定，此保护作为过电流继电器的后备保护；

7.3.3 测量级保护

试验软件内设置了针对测量设备的保护，在试验过程中，如测量得到的电压或电流值超

过了精密测量互感器或功率分析仪的电压、电流量程后，系统在一定安全裕度内将首先发出

警告并中止升压操作，若电压、电流测量值超出此安全裕度后，则系统立即执行紧急停止操

作，切断所有回路控制元器件并给出提示；

7.3.4 零起升压保护

为保证系统可以零起升压送电，每次试验断开输出电源后系统自动将调压器回零位（低

限位），且送电前若调压器不处于零位，则首先将调压器降至零位，然后执行送电操作，若

调压器不能达到零位，则系统提示并不能执行送电操作。

7.4 被试品保护

依照被试变压器的输入端额定电压、电流值分试验项目整定设置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在保护动作发生后试验软件给出相应提示，此保护属于在计算机程序内设置的保护，其在小

型变压器试验时发生故障但又达不到上级保护整定值时可作为保护被试变压器的有效手段。

7.5 其他保护措施接点

系统可预留设置多个接点用于特殊用途(用户可自定义，如防护门或试验区域急停按钮

等)的保护措施。



400kV/30kJ 雷电冲击电压发生器成套装置

一、 适用范围

本发生器用于部分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避雷针、开

关、套管、绝缘子及其它试品进行标准雷电冲击电压全波和截波试验。

二、 使用条件

海拔高度：≤1000m

环境温度：-25℃～+45℃

相对湿度：≤90%（20℃时）

最大日温差：≤25℃

抗地震能力：≤8 级烈度

安装地点：户内

电源电压的波形为实际正弦波

波形畸变率<3%

设有一可靠接地点，接地电阻＜0.5Ω

三、 遵循标准

GB7449 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的雷电冲击和操作冲击的试验导则



GB1094.3-03 电力变压器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

GB/T.311.1-1997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与配合

GB/T 16927.1-1997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 一般试验要求

GB/T 16927.2-1997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二部分 测量系统

GB/T 16896.1 高电压冲击试验用数字记录仪

DL/T 848.5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5 部分 冲击电压发生器

四、 额定参数值

1、额定标称电压：±450kV

2、额定级电压：±150kV

3、额定能量：30kJ

4、冲击总电容：0.25μF

5、总级数：3级

6、额定级电容量：1μF

负荷电容为 300~5000PF 时能产生下列波形：

1、1.2±30%/50±20%μs 雷电冲击电压全波，电压效率≥92%(空载)

2、2～6μs的标准冲击电压截波，电压效率≥92%(空载)

3、冲击电压波形参数均符合 IEC 和 GB311－97 国家标准的要求

4、同步范围：级电压在 10%～100%额定电压范围内，正负极性同步范围不小于 20%；

5、点火范围 10%～100%

6、同步放电失控率：＜ 2%

7、最低输出电压：≤10un

8、充电电压不稳定度：≤±1.0%

9、使用持续时间：＞70%un 额定电压以上，每 90 秒充放电一次可连续运行；在＜70%un 额

定电压下，每 45 秒充放电一次可连续运行。

五、 主要部件

1、直流充电部分

1）采用双边不对称式可控硅恒流充电方式，额定输出电压±100kV；

2）采用双边不对称式可控硅恒流充电方式，额定输出电流 30mA；

3）采用绝缘筒油浸式充电变压器，变压器密封良好，无渗漏油；

4）采用 2DL－200kV/200mA 的高压整流硅堆；



5）高压整流硅堆保护电阻采用漆包电阻丝有感密绕在绝缘管上；

6）恒流充电装置在 10%～100%额定充电电压范围内，实际充电电压与整定电压偏差不大于±

1%，充电电压的不稳定性不大于±1%，充电电压的可调精度为 1%；

7）直流电阻分压器采用 150kV，200MΩ油浸式金属膜电阻，低压臂电阻装在分压器底法兰

内；

8）自动接地开关采用钢带接地机构，试验停止时可自

动将主电容器经保护电阻短路接地。

9）直流充电装置的正负极性为自动倒换；

10） 恒流充电的装置、充电变压器、高压整流硅

堆、倍压电容、电阻分压器、限流电阻和下位机及

本体部分等安装在同一移动式底盘上。

2、本体部分

1) 本体结构形式采用仿瑞士 Haefely 公司 G型结构，

封闭式放电系统，Highvoit 技术的接地装置；

2) 本体每级额定电压±150kV；

3) 本体每级包括 1台 MWF50kV/1μF×2铁外壳油浸式脉冲电容器、波头电阻、波尾电阻和

点火球隙等，当产生雷电波时根据试品电容量大小，选择适当的雷电波波头电阻、波尾

电阻和级数。

4) 波头电阻、波尾电阻均采用板形结构，无感绕制，波头电阻和波尾电阻均可互换；

5) 接头均为弹簧压接式，方便调波时的插拔且接触可靠；

6) 波头、波尾电阻支架可以由多支电阻同时并联使用；

7) 第一级球隙采用单边同步点火脉冲装置触发，第二级至第四级球隙均采用椭圆球隙点火，

同步误动率或拒动率不大于 2%。

8) 各级球隙距离由电动机驱动作直线调整，装置噪音小，定位无惯性，准确、快速，控制

显示对应球距的放电电压；

9) 本体支柱采用环氧树脂丝缠绕制造，最高电位的部分采取抗老化和电晕的措施；

10) 450kV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尺寸长×宽×高约：2.4m×2m×2.6m，整个本体部分有活动

轮架，便于随意移动；

3、 弱阻尼电容分压器

主要技术参数：



弱阻尼电容分压器高压臂额定标称电压 450kV，电容量为 400PF。该分压器配备一只低

压臂电容量，电容量为 0.4μF；

弱阻尼电容分压器分压比为：1000：1；

弱阻尼电容分压器的方波响应特性满足 GB311－97 标准的要求，其中方波响应时间 Tα

≤100ns，过冲β≤20%,刻度因数不确定 Kε≤1%。

分压器尺寸为：φ0.8m×高 1.6m。

4、DQJB-300kV 移动式多球隙截波装置

1)、标称电压：±300kV

2）、采用多球间隙截断，包括 600pF/150kV 均压电容器 2台，截波点火球 2 对，2～6μS

的延时触发装置等，截波时间范围为 2～6μS，截断时间分散性标准偏差不大于 0.15μS,

多球截波球隙距离由控制台通过电动传动机构调节，当产生雷电波时，应根据试验电压调整

多球间隙距离和截波触发脉冲的幅值。

a) 、截波电压范围 10%～100%

4）、触发装置在控制系统给出延时信号下，截波装置无拒动和误动，不同步率小于 1%

5）、截断时间分散性标准偏差≤0.1μS

6）、球隙数量：2 对（φ200mm 铜球 4 只）

7）、球隙距离由电动机驱动作上下直线调整，装置噪音小，定位无惯性，准确、快速，

控制显示对应球距的放电电压；

5、手动/自动控制台（以实物为主）

手动控制主要用于完成以下动作：

1) 充电设备自动接地和自动解除接地



2) 点火球隙距离手动调整

3) 恒流充电

4) 充电电压手动调整

5) 手动发出点火脉冲

6) 手动响警铃

7) 过电流/过电压自动保护

8) 自动换极性

9) 手动调整响铃时间

10) 手动设定每次充放电间隔时间

自动控制主要用于完成以下动作：

1) 整定电压后自动充电

2) 自动设定充放电次数

3) 自动发出点火脉冲

控制台的状态指示：

1) 充电变压器输入电流指示

2) 充电变压器输入电压指示

3) 第一级电容器充电电压数字式电压表指示

4) 点火球隙指示

5) 其它指示灯和符号

6、冲击电压波形分析测量系统

1) 采用美国泰克公司 DPO-2012 型数字存储

示波器

2) 佳能激光打印机、隔离电源

3) 联想电脑，17″液晶显示

4) 上海交大 ATS 计算机波形分析软件

用户在系统界面上选择“波形分析”功能后,

系统进入测量功能设置界面.

测量系统以美国Tektronics 公司的DPO-2012数字存储示波器为波形数据采集平台,

工作方式的设置由测控软件自动完成。其带宽 100MHz，标称分辩率达 8bit，最高采样速度

达 1.0GS/s，记录长度 2.5k，通道 2 个；可记录雷电全波、操作波和雷电截波。用户只需根



据界面提示，输入各项试验条件即可（用户也可选择其它示波器）。

系统可以完成表 1所示的各种冲击电压的测量和表 2 测量误差及系统波形参数分析

功能。软件已通过 IEC61083-2 评测。

可使用 2002 年从德国进口的 KAL1000 冲击校准仪（仪器具有 PTB 校准证书）校准示

波器和软件。

表 1 冲击电压波形及其参数

冲击波形 波形参数 备 注

1
雷电冲击全波

振荡雷电冲击

波头时间 T1

半峰值时间 T2

峰值 Up

各种试品

2雷电冲击截波

波头时间 T1

截波时间 Tc

过零系数 K

峰值 Up

各种试品

3
操作冲击全波

振荡操作冲击

波头时间 Tp

半峰值时间 T2

峰值 Up

330KV 以上各种试品

表 2 测量系统不确定度(含分压器)

测量的冲击波类型 测量系统不确定度(含分压器) K %

雷电波、截波、操作波 3

1000KV/s 陡波 4

2500KV/s 陡波 5

冲击电压的所有信息均以位图(.bmp)文件和数据文件(.DAT)格式保存在硬盘上。

系统的典型测量功能包括:

冲击电压测量和波形分析: 2 通道,最高采样速率

1.0GS/S

不同冲击电压波形的比较和离线分析: 可将试验

得到的波形 以数据文件(*.DAT)的格式存盘，从硬盘中读

出并显示在屏幕上，帮助用户比较不同冲击试验得到的冲



击试验波形

试验报告数字化: 点击菜单项“试验报告”可直接进入中文 Word ，在已设计好的

冲击试验报告模板上编写试验报告。利用 Word 强大的处理功能, 输入文字，绘制和插入电

路接线图，插入试验波形图，存储、打印试验报告等。

多时基波形显示: 系统具备将各个通道波形数据

(例如变压器的入波电压和示伤电流波形)分别独立按不

同的时基显示的功能，方便用户分析波形。


	一、试验中心的检测能力：
	按照国网物资抽检的试验要求，进行32项物资产品的检测。主要按照满足C级的试验要求，并且保留和完善一部
	二、根据物资种类进行大体分类：
	序号
	种类划分
	1
	电气类检测设备
	一般电气类测试设备
	高压试验大厅及测试设备
	屏蔽试验室及测试设备
	2
	安全工器具检测设备
	3
	材料类检测设备
	三、配电变压器类测试设备清单：
	配电变压器、电抗器、箱式变压器试验项目如下：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B级检测级别
	C级检测级别
	1
	绕组对地及绕组间直流绝缘电阻测试
	★
	★
	2
	吸收比测量
	★
	★
	3
	绝缘系统电容的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
	★
	4
	绕组对地及绕组间电容测量
	★
	★
	5
	绕组电阻测量
	★
	★
	6
	电压比测量和联结标号检定
	★
	★
	7
	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
	★
	★
	8
	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测量
	★
	★
	9
	外施耐压试验
	★
	★
	10
	感应耐压试验
	★
	★
	11
	局部放电测量（干式变压器适用）
	★
	12
	绝缘液试验（包含油耐压试验和油介损试验）
	★
	★
	13
	温升试验
	★
	14
	雷电冲击试验
	★
	15
	在90%和110%额定电压下的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
	★
	★
	16
	★
	17
	★
	18
	★
	五、配电变压器类测试系统
	5.1 试验操作台简介：
	5.2 试验控制系统
	5.4试验软件
	5.5 数据库及试验报告

	六、分项设备技术要求
	6.1控制计算机及附件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6.3仪器仪表
	6.3.1变压器空负载测试仪     CT-300C     精度：0.1级

	6.11温度巡检仪
	主机
	无线模块及支架
	七、系统保护
	7.1 急停按钮
	7.2 警灯
	7.3 设备保护
	7.3.1输入级保护
	7.3.2输出级保护
	7.3.3测量级保护
	7.3.4零起升压保护

	7.4 被试品保护
	7.5 其他保护措施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