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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

的试验方法，包括搭建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

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系统，系统土壤箱内壁设

置有滴灌装置，左、右侧壁设置有左、右铜电极；

冲击电流发生器连接到分压器的高压端，分压器

的高压端连接到左铜电极；右铜电极连接到冲击

电流发生器的接地端；还包括绝缘隔板，当绝缘

隔板插入土壤箱时，将土壤箱从下至上分割为多

个空间；填充土壤并控制含水量；测量土壤样品

在当前含水量百分占比H时的电压与电流；评估

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测评不同湿度下的土壤电

阻非线性特性。本发明对土壤进行垂直分层，能

有效模拟接地系统周围土壤垂直分层工况，对垂

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进行准确评价。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09188090 B

2019.11.05

CN
 1
09
18
80
90
 B



1.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搭建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系统，包括土壤箱(06)；

土壤箱(06)上壁设置有滴灌装置(09)；土壤箱(06)左侧壁设置有左铜电极(05)，以及控制

左铜电极(05)横向移动的操纵机构(04)；土壤箱(06)右侧壁还设置有右铜电极(07)；左铜

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均为圆形，竖直方向放置；土壤箱的左上部、右上部、左下部和右

下部还分别设置有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

第四湿度传感器(01d)；

其中，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第四湿

度传感器(01d)分别连接到水分分析仪(14)的输入端，水分分析仪(14)的输出端分别连接

到数字控制器(15)和上位机(18)；数字控制器(15)连接到滴灌装置(09)；

还包括冲击电流发生器(12)和分压器(13)，冲击电流发生器(12)输出端连接到分压器

(13)的高压端，分压器(13)的高压端通过高压电缆(19)连接到左铜电极(05)；冲击电流发

生器(12)的接地端和右铜电极(07)也连接到接地装置(11)，接地装置(11)接地；分压器

(13)的电压测量端连接到上位机(18)，接地端接地；电流采集模块(17)连接到上位机(18)，

电流采集模块(17)测试端连接到铜导线(20)，用于测量流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

的电流；

还包括一个上绝缘隔板(08)，绝缘隔板(08)可水平插入或抽出土壤箱(06)；当绝缘隔

板(08)插入土壤箱(06)时，将土壤箱(06)从下至上分割为两个以上的空间；

第二步：进行土壤填充并控制含水量：打开土壤箱(06)的上面板，通过操纵机构(04)控

制左铜电极(05)与右铜电极(07)的间距；依据待测试土壤的厚度比，用绝缘隔板(08)将土

壤箱(06)分层后填充土壤样品；撤去绝缘隔板(08)，使土壤样品贴合在一起；第一湿度传感

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第四湿度传感器(01d)采集的信

号传至水分分析仪(14)，监测土壤箱(06)内土壤样品的含水量，水分分析仪(14)计算出平

均含水量H1；设定实验含水量H0，若平均含水量H1低于设定含水量H0，则通过数字控制器

(15)启动滴灌装置(09)向土壤均匀缓慢注入蒸馏水，控制土壤箱(06)中土壤样品的总体含

水量百分占比H在设定值H0的允许误差范围内；

第三步：测量土壤样品在当前含水量百分占比H时的电压与电流：当土壤样品的总体含

水量百分占比H在设定值H0的允许误差范围内时，开启冲击电流发生器(12)，通过分压器

(13)测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间的电压并传输给上位机(18)，通过电流采集模块

(17)测量流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的电流并传输给上位机(18)；

第四步：评估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通过上位机得到的电压和电流，获取冲击电阻全时

域R(t)波形曲线，并提取出R(t)min，R(t)max，有效电离时间t1以及有效恢复时间t2，计算土

壤在冲击电流下的平均下降速率k，

式中，R(t)min为R(t)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小值，R(t)max为R(t)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大值，t1

表示R(t)从最大值R(t)max下降到最小值R(t)min的时间间隔；

计算R(t)min与k的复合评判因子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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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R(t)min与t1的复合评判因子q2：

计算修正系数k1：

式中，H为含水量百分占比，γ为最小曲率半径，由下式计算：

其中，

式中，tm∈[ta+0.1,tb)，ta为R(t)max对应时刻，tb为R(t)min对应时刻，上式表示计算R(t)

波形曲线在下降的时间段内，从ta+0.1时刻，每次间隔0.1μs，计算各个时刻的曲率半径，由

此可计算出其中最小的曲率半径；

计算评判余项：

q3＝0.01741log(0.424t1+0.391t2-40.11)-0.0627log(R(t)min+1.322)

式中，t2表示R(t)从R(t)min恢复到R(t)eff的时间；R(t)eff＝0.2R(t)min+0.8R(t)max，R

(t)eff表征从R(t)min恢复80％下降差(R(t)max-R(t)min)的电阻值；

计算土壤在该冲击电压与水分含量下的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评判因数q，

q＝k1(q1+q2)+q3

根据q的取值范围对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进行表征；第五步：不同湿度下的土壤电阻非

线性试验：根据试验要求，设置土壤不同湿度，并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进行不同湿度下水

平分层土壤动态电阻非线性特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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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接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

非线性的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输电线路杆塔在遭受雷击时，因杆塔接地电阻的存在，塔身上会产生很高的电位，

过高的电位将引起杆塔对输电线路的反击，进而造成输电线短路，降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以及可靠性。输电线路杆塔接地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当塔顶或避雷线遭受雷击时，有效地将

雷电流泄入大地，因此流过接地装置的电流主要是雷电冲击电流。由于雷电流幅值较大，易

使接地体周围土壤发生局部击穿，增大了土壤电导，使土壤电阻率下降，另外当土壤中因散

流而产生的电场强度超过土壤的临界击穿场强时,接地体周围土壤中就会发生类似空气击

穿一样的火花放电过程。土壤火花放电会明显降低接地体上各点电位及接地体各点之间的

电位差，对于降低输电线路杆塔塔顶电位以及发、变电站接地网上的暂态电位升有较明显

的效果。

[0003] 由此可见，输配电杆塔接地装置雷电冲击特性的研究对智能电网中建立先进可靠

的输配电网络和供电系统，完善电网安全保障和防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0004] 由于输电线路杆塔接地极埋于土壤中，其冲击特性与接地体周围土壤的冲击特性

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对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的研究，主要通过计算机仿真来模拟土壤的动

态电离过程以及火花放电现象，而土壤在冲击电流下的电阻非线性特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比如：冲击电流幅值、土壤成分与结构、土壤密度、水分含量、温度、外界电场强度等，这

些因素导致土壤在高频大冲击电流作用时其非线性特性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土壤水分含量

往往很大程度影响土壤非线性特性，对整个接地系统冲击暂态特性影响巨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准确的估算土壤非线性特性，迫切需要一类智能测控装置对土壤电阻非线性

进行分析试验，并综合考虑土壤湿度、土壤垂直分层的影响，用以评估输配电系统的安全

性。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方法，准确地建

立接地体在冲击电流作用下的暂态计算模型，为有效地设计接地装置提供理论支持。

[0006]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第一步：搭建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系统，包括土壤箱

(06)；土壤箱(06)上壁设置有滴灌装置(09)；土壤箱(06)左侧壁设置有左铜电极(05)，以及

控制左铜电极(05)横向移动的操纵机构(04)；土壤箱(06)右侧壁还设置有右铜电极(07)；

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均为圆形，竖直放置；土壤箱的左上部、右上部、左下部和右

下部还分别设置有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

第四湿度传感器(01d)，

[0008] 其中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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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传感器(01d)分别连接到水分分析仪(14)的输入端，水分分析仪(14)的输出端分别连

接到数字控制器(15)和上位机(18)；数字控制器(15)连接到滴灌装置(09)；

[0009] 还包括冲击电流发生器(12)和分压器(13)，冲击电流发生器(12)输出端连接到分

压器(13)的高压端，分压器(13)的高压端通过高压电缆(19)连接到左铜电极(05)；冲击电

流发生器(12)的接地端和右铜电极(07)也连接到接地装置(11)，接地装置(11)接地；分压

器(13)的电压测量端连接到上位机(18)，接地端接地；电流采集模块(17)测试端连接到铜

导线(20)，用于测量流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的电流；

[0010] 还包括一个以上绝缘隔板(08)，绝缘隔板(08)可水平插入或抽出土壤箱(06)；当

绝缘隔板(08)插入土壤箱(06)时，将土壤箱(06)从下至上分割为两个以上的空间；

[0011] 第二步：进行土壤填充并控制含水量：打开土壤箱(06)的上面板，通过操纵机构

(04)控制左铜电极(05)与右铜电极(07)的间距；依据待测试土壤的厚度比，用绝缘隔板

(08)将土壤箱(06)分层后填充土壤样品；撤去绝缘隔板(08)，使土壤样品贴合在一起；第一

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和第四湿度传感器(01d)

采集的信号传至水分分析仪(14)，监测土壤箱(06)内土壤样品的含水量，水分分析仪(14)

计算出平均含水量H1；设定实验含水量H0，若平均含水量H1低于设定含水量H0，则通过数字

控制器(15)启动滴灌装置(09)向土壤均匀缓慢注入蒸馏水，控制土壤箱(06)中土壤样品的

总体含水量百分占比H在设定值H0的允许误差范围内；

[0012] 第三步：测量土壤样品在当前含水量百分占比H时的电压与电流：当土壤样品的总

体含水量百分占比H在设定值H0的允许误差范围内时，开启冲击电流发生器(12)，通过分压

器(13)测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间的电压并传输给上位机(18)，通过电流采集模

块(17)测量流经左铜电极(05)和右铜电极(07)的电流并传输给上位机(18)；

[0013] 第四步：评估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通过上位机得到的电压和电流，获取冲击电阻

全时域R(t)波形曲线，并提取出R(t)min，R(t)max，有效电离时间t1以及有效恢复时间t2，计算

土壤在冲击电流下的平均下降速率k，

[0014]

[0015] 式中，R(t)min为R(t)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小值，R(t)max为R(t)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大

值，t1表示R(t)从最大值R(t)max下降到最小值R(t)min的时间间隔；

[0016] 计算R(t)min与k的复合评判因子q1：

[0017]

[0018] 计算R(t)min与t1的复合评判因子q2：

[0019]

[0020] 计算修正系数k1：

[0021]

[0022] 式中，H为含水量百分占比，γ为最小曲率半径，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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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0024] 其中，

[0025]

[0026] 式中，tm∈[ta+0.1,tb)，ta为R(t)max对应时刻，tb为R(t)min对应时刻，上式表示计算

R(t)波形曲线在下降的时间段内，从ta+0.1时刻，每次间隔0.1μs，计算各个时刻的曲率半

径，由此可计算出其中最小的曲率半径；

[0027] 计算评判余项：

[0028] q3＝0.01741log(0.424t1+0.391t2-40.11)

[0029] -0.0627log(R(t)min+1.322)

[0030] 式中，t2表示R(t)从R(t)min恢复到R(t)eff的时间；R(t)eff＝0.2R(t)min+0 .8R

(t)max；R(t)eff表征从R(t)min恢复80％下降差(R(t)max-R(t)min)的电阻值；

[0031] 计算土壤在该冲击电压与水分含量下的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评判因数q，

[0032] q＝k1(q1+q2)+q3

[0033] 根据q的取值范围对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进行表征；第五步：不同湿度下的土壤电

阻非线性试验：根据试验要求，设置土壤不同湿度，并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进行不同湿度

下垂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评估。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1)对土壤进行垂直分层，并测量垂直分层土壤的电阻非线性，能有效模拟接地系

统周围土壤垂直分层工况；

[0036] 2)能够有效获取冲击电流作用下垂直分层土壤电阻全时域变化波形曲线，评判因

数的使用可对垂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进行准确评价；

[0037] 3)主要的操作与控制由上位机完成，结合数字控制器与滴灌装置实现垂直分层土

壤水分含量的精确控制，可有效进行不同含水量下垂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试验；

[0038] 4)实验装置操作方便，安全可靠，对垂直多层土壤的测试具有普适性。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本发明中试验系统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使本发明中土壤箱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是本发明中试验方法的流程图；

[0042] 图4是反映土壤冲击电阻非线性特性的冲击电阻全时域变化波形图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4] 第一步：搭建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系统

[0045] 如图1、图2可知一种垂直分层土壤中不同湿度土壤电阻非线性的试验系统，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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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不同湿度下垂直分层土壤的电阻非线性，主要由电流采集模块17、上位机18、湿度分析

仪14、高压电缆19、冲击电流发生器12、接地装置11、高压分压器13、数字控制器15、交流

220V电源16、电缆接头03、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感器01c、

第四湿度传感器01d、土壤箱06、滴灌装置09、绝缘隔板08、左铜电极05、操纵机构04、右铜电

极07、一字槽螺钉02组成，其中：

[0046] 冲击电流发生器12电流流出端连接至分压器13的高压端，经过高压电缆19与土壤

箱06的左铜电极05相连，右铜电极07通过高压电缆19与分压器13和冲击电流发生器12的接

地端相连，接地端与接地装置11相连，当冲击电流发生器12发出电流，分压器13测量土壤箱

06两端的电压信号同时电流采集模块17测量流经土壤箱06的电流信号并传输给上位机18，

在上位机上实现土壤电阻非线性的测试与分析。

[0047] 湿度传感器01a、01d和01b、01c采集的信号传给湿度分析仪14，水分分析仪14计算

出平均含水量H1，实时测量箱中水分含量，并分别将含水量值反馈给数字控制器15以及上

位机18，装置水分含量无法做到恒定不变，因而水分含量误差在±1％内即认为满足要求，

若平均含水量H1超过设定值上限，则通过数字控制器15控制滴灌装置09断开，若含水量低

于设定值下限，则通过数字控制器15开启滴灌装置09，从而保证土壤箱06中水分含量在误

差允许范围之内，数字控制器15由交流220V电源16供电，与上位机18控制滴灌装置09调节

土壤箱06的内部含水量。

[0048] 土壤样品通过绝缘隔板08进行垂直分层，土壤箱06中每层土壤分界面平行于土壤

箱06的上下表面；分层数为实际土壤的有限分层数，如实际土壤分为3层，每一层均为有限

厚度，则土壤的厚度比可以得到，绝缘隔板08沿平行于电极表面方向将土壤箱06中土壤按

照厚度比分隔开，填充土壤样品后，将绝缘隔板08抽出，并使每层土壤紧密贴合。

[0049] 第二步：对土壤箱进行土壤填充以及湿度设定

[0050] 打开土壤箱06的上面板，通过操纵机构04控制左铜电极05与右铜电极07的间距，

依据实际土壤的厚度比，用绝缘隔板08将土壤箱06垂直分层，将土壤样品填充，再撤去绝缘

隔板08，使不同层土壤紧密贴合。

[0051] 若存在某一地区土壤为垂直分层，其第一层土壤的厚度为12m，土壤电阻率为500

Ω·m，第二层土壤的厚度为24m，土壤电阻率为1000Ω·m，第三层土壤的厚度为40m，土壤

电阻率为500Ω·m，第三层以外为无限厚度的土壤区域；则垂直分层土壤的厚度比为12：

24：40，设土壤箱的上下内表面间距离为L，则将此距离按照厚度比进行划分，用绝缘隔板08

分层，放入土壤样品，设置土壤样品的每一层土壤电阻率与实际土壤层的电阻率相同。

[0052] 盖上面板，拧上一字槽螺钉02。打开交流220V电源16，湿度传感器01a、01b、01c、

01d，将采集的信号传至湿度分析仪14，监测土壤箱06内水分含量，并分别将水分含量值反

馈给数字控制器15以及上位机18，若含水量超过设定含水量H0，则断开滴灌装置09，含水量

低于设定含水量H0，则启动滴灌装置09，向土壤均匀注入蒸馏水，从而控制土壤箱06所填充

土壤的含水量稳定在H0(±1％)附近。

[0053] 第三步：测量不同含水量时土壤箱两端的电压信号与流经土壤箱的电流信号

[0054] 通过第一步，进行土壤填充第一湿度传感器01a、第二湿度传感器01b、第三湿度传

感器01c、第四湿度传感器01d均稳定在设定含水量H0，打开冲击电流发生器12发出电流，分

压器13测量土壤箱06两端的电压信号同时电流采集模块17测量流经土壤箱06的电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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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输给上位机18；然后利用数字控制器15与上位机18控制滴灌装置09的开断以改变土壤

箱06的含水量，重复测量上述电压信号以及电流信号。

[0055] 第四步：评估土壤电阻非线性

[0056] 上位机得到的电压电流波形可获取冲击电阻全时域R(t)波形曲线，并提取出R

(t)min(单位为Ω)，R(t)max(单位为Ω)，有效电离时间t1(单位为μs)以及有效恢复时间t2(单

位为μs)，计算土壤在冲击电流下的平均下降速率k。

[0057]

[0058] 式中R(t)min(单位为Ω)为R(t)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小值，R(t)max(单位为Ω)为R(t)

波形曲线中电阻最大值，t1表示R(t)从最大值R(t)max下降到最小值R(t)min的时间间隔。

[0059] 步骤1：计算R(t)min与k的复合评判因子q1：

[0060]

[0061] 步骤2：计算R(t)min与t1的复合评判因子q2：

[0062]

[0063] 步骤3：计算修正系数k1：

[0064]

[0065] 式中，H为含水量百分占比，γ为最小曲率半径，由下式计算：

[0066]

[0067] 其中，

[0068]

[0069] 式中，tm∈[ta+0.1,tb)，ta为R(t)max对应时刻，tb为R(t)min对应时刻，上式表示计算

R(t)波形曲线在下降的时间段内，从ta+0.1时刻，每次间隔0.1μs，计算各个时刻的曲率半

径，由此可计算出其中最小的曲率半径；

[0070] 步骤4：计算评判余项q3：

[0071] q3＝0.01741log(0.424t1+0.391t2-40.11)

[0072] -0.0627log(R(t)min+1.322)

[0073] 式中，t2(单位为μs)表示R(t)从R(t)min恢复到R(t)eff的时间。其中R(t)eff＝0.2R

(t)min+0.8R(t)max,R(t)eff表征从R(t)min恢复80％下降差(R(t)max-R(t)min)的电阻值。

[0074] 步骤5：计算土壤在该冲击电压与湿度下的电阻非线性评判因数q：

[0075] q＝k1(q1+q2)+q3

[0076] 根据q的取值范围对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进行表征。第五步：不同湿度下的土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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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非线性特性试验

[0077] 根据试验要求，设置土壤不同湿度即不同含水量，并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进行不

同湿度下垂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性特性评估。如还需测试H2，H3下垂直分层土壤电阻非线

性，则在H1测试结束后，间隔一段时间，设定水分分析仪14的设定含水量为H2，重复第三第

四步，测试H2的土动态电阻非线性，间隔一段时间后，测试H3下的土壤电阻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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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0

CN 109188090 B

10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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