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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

缆保护方法及保护装置，其核心是在触发电缆和

触发隔离电阻之间并联接地保护开关，接地保护

开关采用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利

用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脉冲击穿

的极性效应，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正常触发的情

况下，使触发脉冲在有效引入后接地；或者在MV

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的情况下，将MV级脉

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电压接地以实现对触

发电缆的保护，解决了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过

程中脉冲高压耦合到触发电缆使其绝缘击穿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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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触发电缆(9)和触发隔离电阻(14)之间并联接地保护开关，接地保护开关采用极

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所述接地保护开关包括接地筒(1)、支撑绝缘子(5)及位

于接地筒(1)内的第一电极(16)和第二电极(4)；

所述接地筒(1)的一端设置有电缆引入口，所述接地筒(1)上与电缆引入口相对的另一

端设置有安装口；

所述第一电极(16)设置在安装口处的接地筒(1)的内壁上，第一电极(16)的中心设置

有中心孔；

所述支撑绝缘子(5)穿过第一电极(16)的中心孔设置在安装口处，支撑绝缘子(5)与接

地筒(1)密封连接，支撑绝缘子(5)上设置有通孔；

所述第二电极(4)包括大端电极(41)和与大端电极(41)相连的小端电极(42)；小端电

极(42)穿过支撑绝缘子上的通孔伸出接地筒(1)外，大端电极(41)位于支撑绝缘子(5)外与

第一电极(16)相对设置，大端电极(41)与支撑绝缘子(5)之间是密封的；

接地筒(1)内填充电负性气体；

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之间形成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大端电极

(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面为平面，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的一端为尖端，

或者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一端为尖端，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

的面为平面；

2)调节接地保护开关的参数，具体为改变支撑绝缘子(5)厚度或调节电负性气体气压，

使得：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被正常触发的情况下，接地保护开关能够被触发脉冲击穿且击穿

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的击穿时延，触发脉冲引入时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

隙处于断开状态，触发脉冲能够正常引入MV级脉冲气体开关；MV级脉冲气体开关导通闭合

后，触发脉冲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的情况下，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电压传输

到电缆输出端，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

2.实现权利要求1所述的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

于：

包括接地保护开关及电缆连接件(8)，所述接地保护开关包括接地筒(1)、支撑绝缘子

(5)及位于接地筒(1)内的第一电极(16)和第二电极(4)；

所述接地筒(1)的一端设置有电缆引入口，所述接地筒(1)上与电缆引入口相对的另一

端设置有安装口；

所述第一电极(16)设置在安装口处的接地筒(1)的内壁上，第一电极(16)的中心设置

有中心孔；

所述支撑绝缘子(5)穿过第一电极(16)的中心孔设置在安装口处，支撑绝缘子(5)与接

地筒(1)密封连接，支撑绝缘子(5)上设置有通孔；

所述第二电极(4)包括大端电极(41)和与大端电极(41)相连的小端电极(42)；小端电

极(42)穿过支撑绝缘子上的通孔伸出接地筒(1)外，大端电极(41)位于支撑绝缘子(5)外与

第一电极(16)相对设置，大端电极(41)与支撑绝缘子(5)之间是密封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832602 B

2



接地筒(1)内填充电负性气体；

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之间形成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大端电极

(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面为平面，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的一端为尖端，

或者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一端为尖端，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

的面为平面；

电缆连接件(8)设置在电缆引入口处，电缆连接件(8)与接地筒(1)之间密封，触发电缆

(9)通过电缆连接件(8)从电缆引入口插入接地筒(1)，触发电缆(9)的芯线与第二电极(4)

电连接；触发电缆(9)的皮线通过电缆连接件(8)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引入绝缘子(2)和绝缘子电极(3)；

引入绝缘子(2)、绝缘子电极(3)、接地筒的上盖板(7)及电缆连接件(8)形成电缆引入

腔体；

绝缘子电极(3)与第二电极(4)压接，引入绝缘子(2)为筒状，引入绝缘子(2)的一端与

接地筒(1)顶盖密封连接，引入绝缘子(2)的另一端与绝缘子电极(3)密封连接；

触发电缆(9)从电缆连接件(8)引入接地筒(1)内，所述电缆芯线与绝缘子电极(3)电接

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缆引入腔体内填充有变压器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负性气体为SF6。

6.根据权利要求2-5任一所述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尖端为环形电极的尖棱或者多个圆周排布的针状电极的针尖。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缆连接件(8)与接地筒(1)插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832602 B

3



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及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适用于脉冲功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

及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脉冲功率装置中MV级脉冲气体开关是保证装置正常工作的核心部件。  MV级

脉冲气体开关固定在装置的传输线内筒上，工作电压数MV，通流数百kA。当采用电脉冲触发

时，触发系统与MV级脉冲气体开关之间通过触发电缆、触发隔离电阻和触发隔离电感实现

连接。为了获得较好的开关触发性能，触发隔离电阻和触发隔离电感的值往往不宜选用过

大。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过程中，触发电极处于数MV的瞬态高电压，通过触发隔离电阻

和触发隔离电感分压后，在触发电缆上耦合到数百kV的脉冲高电压，对触发电缆以及触发

器的绝缘造成极大危害。

[0003] 通常MV级脉冲气体开关耦合入电缆的是负极性脉冲高压，耦合脉冲电压进入电缆

后，在电缆中发生多次反射，脉冲极性在电缆中发生多次翻转。当触发脉冲和耦合脉冲电压

为极性相反的高压脉冲时可相互抵消，这对电缆绝缘是有利的；当触发脉冲与耦合脉冲电

压极性相同时，高压脉冲相互叠加，这对电缆绝缘是不利的；当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

穿，而触发系统未动作时，耦合脉冲电压可使触发系统输出开关闭合，此时耦合入电缆的脉

冲正好发生反射，电压翻转与触发脉冲极性相同，叠加输出，导致电缆绝缘发生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避免耦合脉冲电压对触发电缆不利的影响，本发明提供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

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及保护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6] 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在触发电缆9和触发隔离电阻14之间并联接地保护开关，接地保护开关采用极

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

[0008] 2)调节接地保护开关的参数，使得：

[0009]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被正常触发的情况下，接地保护开关能够被触发脉冲击穿且

击穿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的击穿时延，触发脉冲引入时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

体间隙处于断开状态，触发脉冲能够正常引入MV级脉冲气体开关；MV级脉冲气体开关导通

闭合后，触发脉冲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

[0010]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的情况下，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电压

传输到电缆输出端，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

[0011] 实现上述的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的保护装置，其特殊在于：

[0012] 包括接地保护开关及电缆连接件8，所述接地保护开关包括接地筒1、支撑绝缘子5

及位于接地筒1内的第一电极16和第二电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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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接地筒1的一端设置有电缆引入口，所述接地筒1上与电缆引入口相对的另一

端设置有安装口；

[0014] 所述第一电极16设置在安装口处的接地筒1的内壁上，第一电极16的中心设置有

中心孔；

[0015] 所述支撑绝缘子5穿过第一电极16的中心孔设置在安装口处，支撑绝缘子5与接地

筒1密封连接，支撑绝缘子5上设置有通孔；

[0016] 所述第二电极4包括大端电极41和与大端电极41相连的小端电极42；小端电极42

穿过支撑绝缘子上的通孔伸出接地筒1外，大端电极41位于支撑绝缘子5外与第一电极16相

对设置，大端电极41与支撑绝缘子5之间是密封的；

[0017] 接地筒1内填充电负性气体；

[0018] 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之间形成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当触发脉

冲为正极性时，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面为平面，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

的一端为尖端；当触发脉冲为负极性时，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一端为尖端，第一

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的面为平面；

[0019] 电缆连接件8设置在电缆引入口处，电缆连接件8与接地筒1之间密封，触发电缆9

通过电缆连接件8从电缆引入口插入接地筒1，触发电缆9的芯线与第二电极4电连接；触发

电缆9的皮线通过电缆连接件8接地。

[0020] 进一步地，为了使触发脉冲良好的引入，本发明的保护装置还包括引入绝缘子2和

绝缘子电极3；

[0021] 引入绝缘子2、绝缘子电极3、接地筒的上盖板7及电缆连接件8形成电缆引入腔体；

[0022] 绝缘子电极3与第二电极4压接，引入绝缘子2为筒状，引入绝缘子2 的一端与接地

筒1顶盖密封连接，引入绝缘子2的另一端与绝缘子电极3密封连接；

[0023] 触发电缆9从电缆连接件8引入接地筒1内，所述电缆芯线与绝缘子电极3电接触。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电缆引入腔体内填充有变压器油。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电负性气体为SF6。

[0026] 进一步地，当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正对的一端为尖端时；所述第一电极16为

具有尖棱的环形电极或多个圆周排布的针状电极；

[0027] 当大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相对的一端为尖端时，尖端处为具有尖棱的环形电极

或多个圆周排布的针状电极。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电缆连接件8与接地筒1插接。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0] 1、本发明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在触发电缆输出端并联极不均匀

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利用其脉冲击穿的极性效应，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正常触发的

情况下，使触发脉冲在有效引入后接地；或者在MV  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的情况下，

将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电压接地以实现对触发电缆的保护，解决了MV级脉冲气

体开关击穿过程中脉冲高压耦合到触发电缆使其绝缘击穿的问题。

[0031] 2、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集触发电缆引入与接地保护于一体，安装便捷，造

价低，使用及维护方便。

[0032] 3、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利用电负性气体脉冲击穿的极性效应实现不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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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脉冲下的击穿接地，可应对多种工况，无需加入主动操作即可实现触发电缆的有效接地

保护。

[0033] 4、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采用电负性气体间隙，气体间隙击穿的动作时间是

ns级，接地响应快，有利于电缆绝缘的保护。

[0034] 5、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可以通过调节电负性气体气压方便实现对引入的

触发脉冲宽度进行有效调节。

[0035] 6、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触发电缆与保护装置为插接结构，即使触发电缆

损坏，也无需对装置主体进行拆解维修，运行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触发电缆保护装置示意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触发电缆保护装置连接MV级脉冲气体开关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效果示意图。

[0039] 其中，1-接地筒、2-引入绝缘子、3-绝缘子电极、4-第二电极、41-大端电极、42-小

端电极、5-支撑绝缘子、6-紧固螺母、7-上盖板、8-电缆连接件、  9-触发电缆、10-高压电极、

11-触发电极、12-接地电极、13-触发隔离电感、14-触发隔离电阻、15-水线接地筒、16-第一

电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1] 一种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在触发电缆9和触发隔离电阻14之间并联接地保护开关，接地保护开关采用极

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

[0043] 2)调节接地保护开关的参数，使得：

[0044]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被正常触发的情况下，接地保护开关能够被触发脉冲击穿且

击穿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的击穿时延，触发脉冲引入时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

体间隙处于断开状态，触发脉冲能够正常引入MV级脉冲气体开关；MV级脉冲气体开关导通

闭合后，触发脉冲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

[0045] 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的情况下，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电压

传输到电缆输出端，使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接地。防止耦合的负极性高

脉冲电压传入电缆。

[0046] 本发明的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电缆保护方法，适用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

的脉冲电压极性与触发脉冲极性相反的情况。

[0047] 以下结合附图对实现本发明方法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进行详细说明。

[0048] 当触发脉冲为正极性，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为负极性时，实现本发明

方法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的一个优选实施例如图1-2所示。

[0049]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包括接地保护开关及电缆连接件8，接地

保护开关由接地筒1、引入绝缘子2、绝缘子电极3、第二电极4、第一电极16、支撑绝缘子5、紧

固螺母6及接地筒的上盖板7等组成。引入绝缘子2、绝缘子电极3、接地筒的上盖板7和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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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8构成电缆引入腔体。电缆芯线9顶接在绝缘子电极3上，电缆外皮连接在电缆连接件

8上接地。绝缘子电极3与第二电极4紧密压接并由第二电极4连接至触发隔离电阻14上，实

现触发脉冲的引入。电缆引入腔体里充变压器油用于增加电缆沿面距离，防止触发脉冲发

生沿面闪络。接地筒1和接地筒的上盖板7构成一个气体腔体，接地筒的上盖板7有充放气接

口，第二电极4、支撑绝缘子5、紧固螺母6固定在接地筒底部的孔上，实现接地筒底部密封。

第二电极4包括大端电极41和与大端电极41相连的小端电极42；小端电极42穿过支撑绝缘

子上的通孔伸出接地筒1外，大端电极41位于支撑绝缘子5外与第一电极  16相对设置，大端

电极41与支撑绝缘子5之间是密封的；腔体充SF6气体。接地筒对应第二电极4处设置第一电

极16，第一电极16为一环形电极，第一电极16与大端电极41构成电负性气体间隙。改变支撑

绝缘子5厚度可以调整电负性气体间隙的距离。第一电极16的端部为尖端，而大端电极41与

第一电极16相对的面为平面，由此形成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

[0050] 如图2所示，触发电缆保护装置位于触发电缆的输出端和MV级脉冲气体开关触发

隔离电阻14的首端之间。

[0051] 在使用时：依据图1安装触发电缆，电缆引入腔体后注入变压器油，气体腔体内充

一定气压SF6气体，通过调节气压可以保证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

关击穿时延。

[0052] 当正极性高压触发脉冲到来时，电场由第二电极4指向第一电极16，第一电极16产

生负电晕，电负性气体间隙能够耐受住较高的正极性脉冲电压，由此触发脉冲经过第二电

极加载到MV级脉冲气体开关上；

[0053] 由于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的击穿时延，当正极性的高

压触发脉冲持续时间超过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时延之后，高压触发脉冲会使电负性气体

间隙发生击穿闭合，此时相当于将触发脉冲截断，实现对触发电缆的绝缘保护。

[0054] 当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时，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负极性脉冲电压

传输至触发电缆输出端时，相当于电场由第一电极16指向第二电极  4，由于SF6的脉冲击穿

极性效应，电负性气体间隙迅速击穿，使负极性脉冲电压接地，实现对触发电缆的绝缘保

护。

[0055] 能够应用于本发明的负极性气体还包括氧气、氟利昂等，由于SF6的击穿场强高且

极性效应更明显，因此优选为SF6。

[0056] 一个更为具体的实施例如下：

[0057] MV级脉冲气体开关由高压电极10、触发电极11和接地电极12组成，MV  级脉冲气体

开关间隙距离为10cm，MV级脉冲气体开关内部充SF6气体，气压  0.5MPa。触发电极11接2μH

触发隔离电感13和500欧姆触发隔离电阻14。

[0058] 触发电缆保护装置接地筒直径为230mm，高度210mm，置于水线接地外筒  15上。电

缆引入腔体内径30mm，长度120mm，充变压器油。高压同轴电缆由电缆连接件8引入保护装

置。高压同轴电缆阻抗为75Ω，绝缘层直径25mm。输入触发脉冲峰值为250kV，脉宽约100ns。

[0059] 第二电极4直径为110mm，环形截面宽度为10mm。第一电极16直径为101mm。第一电

极16和第二电极4构成的接地保护间隙间距为10mm。通过理论估算，当间隙之间充SF6气体

气压为0.3MPa时，250kV正脉冲加载到第二电极4上，间隙击穿时延为124ns；250kV负脉冲加

载在第二电极4上间隙击穿时延仅为  10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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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该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61] 正常工况下，触发系统输出250kV正极性触发脉冲经触发电缆到达第二电极4，此

时电负性气体间隙能够受250kV的脉冲高压，同时触发脉冲经触发隔离电阻14和触发隔离

电感13，施加到触发电极11。MV级脉冲气体开关耐受2.8MV脉冲负高压，在触发脉冲作用下

经过约100ns后击穿闭合。由于电负性气体间隙承受高压脉冲的时延约为124ns，则引入触

发电极12上的电位在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之前一直能维持高电压，不影响MV级脉冲气体

开关击穿过程。当电负性气体间隙承受高压脉冲时间大于124ns，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闭合

接地，对电缆实施保护。如图3所示为接地保护开关承受的脉冲电压波形。接地保护开关承

受约250ns的脉冲电压后击穿，电缆电压降低到零。

[0062] 异常工况下，电负性气体间隙耐受负极性2.8MV脉冲高压过程中自击穿，脉冲高压

经触发隔离电阻14和触发隔离电感13与触发电缆阻抗75Ω分压后，脉冲电压衰减至约-

230kV后进入触发电缆。此时接地保护开关由于极性效应迅速发生击穿(时延约10ns)并接

地，实现对触发电缆9绝缘的保护。

[0063] 当触发脉冲为负极性，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脉冲为正极性时，实现本发明

方法的触发电缆保护装置与图1的区别是“第一电极16的端部为平面电极，第二电极4的大

端电极41与第一电极16正对处为尖端，形成极不均匀场构型的电负性气体间隙”。

[0064] 使用时，设定气压使电负性气体间隙击穿时延大于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时延。

当负极性触发脉冲到来时，电场由第一电极16指向第二电极4，第二电极4产生负电晕，电负

性气体间隙能够耐受住较高的脉冲电压，由此触发脉冲经过第二电极加载到MV级脉冲气体

开关上。

[0065] 当负极性的高压触发脉冲持续时间超过MV级脉冲气体开关击穿时延之后，触发脉

冲使气体间隙发生击穿闭合，此时相当于将触发脉冲截断，实现对触发电缆的绝缘保护。

[0066] 当MV级脉冲气体开关发生自击穿时，MV级脉冲气体开关所承受的正极性脉冲电压

传输至触发电缆输出端时，相当于电场由第二电极4指向第一电极  16，由于SF6的脉冲击穿

极性效应，电负性气体间隙迅速击穿，使正极性脉冲电压接地，实现对触发电缆的绝缘保

护。

[0067] 本发明的说明书已经对发明内容给出了充分的说明，各组件具体参数可以根据实

际需求设定，普通技术人员足以通过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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