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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

监测系统，包括计算机监控单元、数据收集单元

和安装在避雷器上的数据采集单元，数据采集单

元包括电压采集装置、泄漏电流采集装置、污秽

电流采集装置、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底座绝缘

电阻采集装置；计算机监控单元对避雷器泄漏阻

性电流、基波电流谐波、污秽电流、底座绝缘电

阻、避雷器外观、避雷器红外测温等参数进行处

理分析，提前预判或发现避雷器内、外部故障，便

于维护人员提前安排检修维护计划，减少对电力

系统稳定运行的影响，提高电力生产设备可靠运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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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计算机监控单元(11)、数据收集单元(8)和安

装在避雷器(1)上的数据采集单元，所述数据采集单元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通过数据收

集单元(8)连接，所述的数据采集单元与数据收集单元(8)通过传输设备(7)连接，其特征在

于：所述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电压采集装置(2)、泄漏电流采集装置(3)、污秽电流采集装置

(4)、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5)和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6)；所述的电压采集装置(2)安装

于避雷器(1)的同相电压互感器处，所述的泄漏电流采集装置(3)安装于避雷器(1)的接地

线引出端处，所述的污秽电流采集装置(4)安装于避雷器(1)的外瓷套屏蔽环与接地线之

间，所述的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6)安装于避雷器(1)的底座及接地网之间，所述的红外

测温及成像装置(5)安装于避雷器(1)的旁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同步时

钟装置(10)、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和显示及告警模块(13)，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显示

及告警模块(13)分别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通过数据库连接，所述计算机监控单元(11)用

于收集和监测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信息；所述诊断分析模块(12)自动分析避雷器监测量变

化趋势；所述显示及告警模块(13)设置避雷器监测数据告警阈值，用于报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录像储

存模块(9)，所述的录像储存模块(9)与数据收集单元(8)连接，用于采集数据的收集及转换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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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避雷器在线监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避雷多状态在线监测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是电力生产中的重要一次设备，可保护交流输变电设备绝缘，

能使电力设备免受雷电过电压或系统浪涌过电压损害，广泛用于变压器、输电线路等电力

设备的过电压保护。其中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是用来监测避雷器动作的一种高压电器，广

泛适用于交流电网中的各种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可在线监测避雷器的初始持续电流、当前

持续电流及动作次数，同时采用无线、有线通讯模块将监测参数上传给后台工作站，既方便

现场观测和对比避雷器实时持续电流和初始工作电流，可以有效地自动检测出避雷器内部

老化、受潮等异常，又能实现避雷器运行参数的远程在线监测及避雷器运行状态的早期故

障诊断，避免避雷器带故障运行。目前现有的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主要采集泄漏阻性电流、

基波电流谐波、避雷器同相标准电压、污秽电流等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从而判断出避雷器内

部受潮或非线性电阻老化发展趋势，便于提前安排检修工作计划；但是现有的避雷器在线

监测装置对避雷器外部故障发展趋势不能做出有效的远程在线监测及故障预判，存在监测

数据不齐全的问题(如避雷器上下连接端接线松动及外瓷套污秽，会导致避雷器温升变化；

避雷器底座绝缘不合格，会导致避雷器泄漏电流测量值偏小；避雷器均压环损坏，不均衡的

对地杂散电容会导致沿避雷器的电压分布不均匀，使电压高的地方容易发生损坏。)，从而

使避雷器状态检修判据依据不完善。

[0003] 有中国专利公告号CN210181118U，公布日2020.03.24，公开了一种避雷器用计数

器监测装置及系统，计数监测装置包括了依次电性连接的计数器、避雷器和保护电路，所述

保护电路的输入端与避雷器电连接，保护电路的输出端与计数器的输入端电连接。通过本

实用新型的计数监测装置能够实时监测避雷器泄漏电流的变化情况和记录避雷器的放电

动作次数，根据泄漏电流的变化情况，可及时判断避雷器运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防止事故

的发生，提高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

[0004] 另有中国专利公告号CN  111157919  A，公布日2020.05.15，公开了一种基于云雾

协同的避雷器在线监测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单元、巡检设备以及控制中心。数据采集单元与

巡检设备相连接，巡检设备通过无线网络与数据采集单元连接，巡检设备通过5G网络与控

制中心相连接。数据采集单元实时采集避雷器泄漏电流信号，巡检设备具备数据处理、存储

及避雷器红外图像拍摄功能；控制中心分析所述巡检设备上传的数据，得到避雷器故障原

因。在数据采集单元加入LoRa无线通讯模块，能够实现避雷器与巡检设备之间的数据无线

传输，减少成本。巡检设备为具备计数和存储能力的雾节点，能够计算获得阻性泄漏电流的

三次谐波分量，在本地做出初步判断。控制中心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识别避雷的故障原因。

[0005] 上述专利申请存在如下缺陷：其一不能检测避雷器底座绝缘电阻降低；其二不能

检测避雷器及附件外观，其三不能监测到避雷器外瓷套污秽电流；其监测参数不齐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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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预判避雷器内、外部故障或隐患，并提前合理安排检修项目和周期。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

统，其目的是基于多种测量装置检测避雷器的运行参数，通过对避雷器泄漏全电流、阻性电

流、基波电流谐波、污秽电流、底座绝缘电阻、避雷器外观、避雷器红外测温及成像等参数进

行处理分析，达到提前预判或发现避雷器内、外部故障及隐患的目的，便于维护人员提前安

排检修维护计划，减少对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影响，提高电力生产设备可靠运行效率。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计数机监控单元、同步时钟装置、数据诊断

分析模块、显示和告警模块、数据收集单元以及安装在避雷器处的数据采集单元，所述的数

据采集单元通过数据收集单元与计数机监控单元通讯连接，计数机监控单元与同步时钟装

置、数据诊断分析模块、显示和告警模块通讯连接，所述的数据收集单元包括录像储存模

块，所述的传输设备包括有线传输或无线传输，所述的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电压采集装置、泄

漏电流采集装置、污秽电流采集装置、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所述

的泄漏电流采集装置安装于避雷器接地线引出端处，所述的污秽电流采集装置安装于避雷

器外瓷套屏蔽环与接地线之间，所述的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安装于避雷器底座及接地网

之间，所述的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安装于避雷器旁边，所述的电压采集装置安装于避雷器

同相电压互感器处。数据采集单元采集到的避雷器泄漏全电流、基波电流有效值及3、5、7次

谐波、雷击次数、避雷器同相处标准电压信号、避雷器底座绝缘电阻、避雷器红外成像温度

及外观图像以数字量上传至数据收集单元，数据收集单元将采集的信号通过有线网络传输

至计算机监控单元，通过计算机监控系统中数据处理及分析软件实现监测数据的远程监测

查看、数据告警提示。

[0009] 优选的，所述计算机监控单元包括同步时钟装置、数据诊断分析模块、显示及告警

模块，所述的同步时钟装置、数据诊断分析模块、显示及告警模块分别与计算机监控单元网

络连接，所述计算机监控单元用于收集和监测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信息；所述数据诊断分

析模块自动分析避雷器监测量变化趋势；所述显示及告警模块设置避雷器监测数据告警阈

值，用于报警；所述的同步时钟装置用于计算机监控单元数据对时。所述数据诊断分析模

块、显示及告警模块通过数据库连接。基于计算机监控单元的的数据监测，在数据诊断分析

模块上依据皮尔逊理论建立曲线图表，其中以运行时间为Y轴、避雷器正常运行的泄漏电流

为X轴，中间采集数据为曲线变量；在显示及告警模块上设置避雷器监测数据告警阈值，通

过曲线图表观察避雷器监测量变化趋势，达到自动诊断分析效果。根据数据诊断分析模块

发出的告警信息，显示及告警模块由计算器监控系统关联状态检修任务下达触发条件，当

满足数据诊断分析告警时，计算机监控系统自动关联对应避雷器状态检修任务单触发。

[0010]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1] 本实用新型将基于多种测量装置检测“避雷器”实时运行数据，通过监测量曲线图

比较判断，即发现避雷器内部受潮、氧化锌阀片老化问题，又可发现避雷器外部均压环或设

备外表受损率、接线端松动及底座绝缘下降，从而使避雷器状态检修判据依据更加完善，便

于维护人员提前安排检修维护计划，减少对电力生产设备稳定运行的影响，提高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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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框图。

[0013] 图中标记：1.避雷器，2.电压采集装置，3.泄漏电流采集装置，4.污秽电流采集装

置，5.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6.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7.传输设备，8.数据收集单元，  9.

录像储存模块，10.同步时钟装置，11.计数机监控单元，12.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3.  显示及

告警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阐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所述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述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均能从公开商业途径而得。

[0015] 一种避雷器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计算机监控单元11、安装在避

雷器1及避雷器同相PT上的数据采集单元2—6，数据采集单元与数据收集单元8通过传输设

备7有线或无线连接，数据收集单元8与录像储存模块9网络连接，同步时钟装置10、数据收

集单元8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网线及485通讯连接，数据诊断分析模块  12、显示及告警模块

13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通过数据库连接。数据采集单元将采集到的避雷器运行参数发送至

计算机监控单元11，经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诊断分析后发送到显示及告警模块13下发状态

检修任务。

[0016] 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电压采集装置2、泄漏电流采集装置3、污秽电流采集装置4、红

外测温及成像装置5、底座绝缘电阻采集装置6。电压采集装置2安装在避雷器1的同相电压

互感器测量用二次电压引出端，用于采集避雷器1同相标准电压信号；泄漏电流采集装置3

安装于避雷器1接地线引出端处，用于采集避雷器泄漏全电流、基波电流有效值及3、5、7次

谐波、雷击次数；污秽电流采集装置4安装于避雷器1外瓷套屏蔽环与接地线之间，用于采集

避雷器外瓷套污秽电流；红外测温及成像装置5安装于避雷器  1旁边，用于采集避雷器红外

成像温度信号及避雷器外观成像信号。数据采集单元采集到的避雷器泄漏全电流、基波电

流有效值及3、5、7次谐波、雷击次数、避雷器同相处标准电压信号、避雷器底座绝缘电阻、避

雷器红外成像温度及外观图像以数字量上传至数据收集单元，数据收集单元将采集的信号

通过有线网络传输至计算机监控单元，通过计算机监控系统中数据处理及分析软件实现监

测数据的远程监测查看、数据告警提示。

[0017] 传输设备7包括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用于数据采集单元与数据收集单元8之间通

讯连接。数据收集单元8与录像储存模块9连接，用于采集数据的收集及转换传输用。

[0018] 计算机监控单元11包括同步时钟装置10、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显示及告警模块 

13，同步时钟装置10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通过485通讯连接，用于数据对时；数据诊断分析

模块12、显示及告警模块13分别与计算机监控单元11通过数据库连接，计算机监控装置用

于收集和监测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信息；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自动监测分析避雷器监测量

变化趋势；显示及告警模块13设置避雷器监测数据告警阈值，用于报警。

[0019] 基于计算机监控单元11的的数据监测，在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上依据皮尔逊理论

建立曲线图表，其中以运行时间为Y轴、避雷器正常运行的泄漏电流为X轴，中间采集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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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变量；在显示及告警模块13上设置避雷器监测数据告警阈值，通过曲线图表观察避雷

器监测量变化趋势，达到自动诊断分析效果。

[0020] 具体分析如：1)如出现避雷器泄漏电流测量值及避雷器底座绝缘电阻值随时间变

小发展，则表示避雷器底座绝缘不合格；2)如避雷器泄漏全电流保持不变，阻性电流有变大

发展趋势，则表示避雷器内部有轻微受潮或氧化锌阀片有轻微劣化；3)如避雷器成像图片

中发现避雷器均压环有物体特征，则可预判断均压环有损坏；4)如避雷器污秽电流随时间

发展有变大趋势，则表示避雷器外瓷套污秽程度比较严重；5)如出现避雷器泄漏阻性电流

及同相电压随时间变化有增大趋势，则可判断避雷器内部受潮或氧化锌阀片有故障；6)如

避雷器基波电流中3、5、7次谐波随时间变化有增大趋势则可判断避雷器内部受潮或氧化锌

阀片有故障；7)如出现避雷器红外成像测温的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有增大趋势，但泄漏阻性

电流、同相电压或者基波电流中3、5、7次谐波有数值显示无增大趋势，则可预判断避雷器上

下接线端有松动；8)如出现避雷器红外成像测温的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有增大趋势，并且泄

漏阻性电流、同相电压数值或者基波电流中3、5、7次谐波数值增大趋势，则可判断避雷器内

部故障；9)如出现避雷器红外成像测温的温度值随时间变化有增大趋势，并且泄漏阻性电

流或者基波电流中3、5、7次谐波无数值显示，但避雷器同相电压有增大趋势，则可判断避雷

器的泄漏电流采集装置有故障。

[0021] 根据数据诊断分析模块12发的数据信息，通过显示及告警模块13在计算器监控系

统关联状态检修任务下达触发条件，当满足数据诊断分析告警时，计算机监控系统自动关

联对应避雷器状态检修任务单触发。

[0022] 维护人员根据计算机监控系统中避雷器监测数据曲线图诊断情况，初步判断设备

故障点，及时开展状态检修工作，避免电力生产设备正常运行时发生过电压保护设备故障，

进一步影响电气一次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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