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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

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分别采用暂态地电压

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开关柜进行检测，分别

获得相应的相位-幅值图和脉冲电流波形图；获

得的相位-幅值图的特征参数；利用人工神经网

络对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的特征参数进

行识别；利用sift特征算法对放电脉冲波形的特

征图进行匹配；根据两种方法的权重分别给出两

种方法下权衡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局

部放电脉冲波形的结果、建议结果及其可靠度。

本发明将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结

合在一起，通过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与

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相结合进行判定，能够有效地

降低由于个体差异带来的认为误差，提高了识别

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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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分别采用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模型进

行检测，分别获得相应的相位-幅值图和脉冲电流波形图；

步骤2、利用分形理论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获得的相位-幅值图的特

征参数；

步骤3、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的特征参数进行识别，得出

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三种缺陷检测的准确度；

步骤4、利用sift特征算法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的三种缺陷类别的

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的放电类别特征；依据sift算法提取的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

法的三种缺陷放电类别特征对剩余的实验样本进行匹配，得出两种检测方法对各种缺陷类

别识别的准确度；

步骤5、定义任一种方法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和任一种方法下分别利用相位-幅值图、

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

步骤6、根据上述两种方法的权重，分别给出两种方法下权衡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

点图、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的结果、建议结果及其可靠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包括针板缺陷、气隙缺陷和悬浮缺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幅值-相位的特征参数包括盒维数、信息维数和空缺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任一种方法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该方法识别这种缺陷的准确度/两种方

法识别此种缺陷的准确度之和；所述任一种方法下分别利用相位-幅值图、脉冲波形图识别

某种缺陷的权重＝利用相位-幅值图或者脉冲波形图识别该缺陷的准确度/该方法下利用

相位-幅值图和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准确度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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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开关柜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

关柜缺陷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开关柜在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或者高温超载运行的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程度

地局部放电现象。长期的局部放电可能加剧绝缘老化，导致绝缘击穿，影响开关柜的正常运

行，严重时会导致开关柜爆炸，造成用户停电，影响配网供电可靠性，甚至造成严重事故。

[0003] 开关柜局部放电检测可有效避免绝缘事故。局放常用检测方法包括：特高频检测

法(UHF)、地电波检测(TEV)和超声波检测等方法。

[0004] TEV法检测到的信号的频谱主要集中在3～80MHz之间,高频分量(150MHz以上)较

少。然而，由于地电波检测技术是EA  Technology的研究人员发明的，国内对地电波技术的

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并且国外的开关柜的数据库不一定适用与国内设备，且国内的运行

场所电磁环境复杂，英国EA  Technology公司的检测设备在用于我国的开关柜时，存在误判

现象。

[0005] 特高频检测法(UHF)基本原理是通过UHF传感器对电力设备中局部放电时产生的

特高频电磁波(300MHz≤f≤3GHz)信号进行检测，从而判断设备局部放电状况，实现绝缘状

态的判断。由于现场的电晕干扰频率主要集中在300MHz以下，UHF法能有效地避开电晕干

扰，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丢失了局放的低频段，无

法对局放定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且准确度高的基于暂

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分别采用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模

型进行检测，分别获得相应的相位-幅值图和脉冲电流波形图；

[0010] 步骤2、利用分形理论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获得的相位-幅值图

的特征参数；

[0011] 步骤3、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的特征参数进行识别，

得出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三种缺陷检测的准确度；

[0012] 步骤4、利用sift特征算法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的三种缺陷类

别的局放脉冲波形的放电类别特征；依据sift算法提取的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

法的三种缺陷放电类别特征对剩余的实验样本进行匹配，得出两种检测方法对各种缺陷类

别识别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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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5、定义任一种方法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和任一种方法下分别利用相位-幅值

图、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

[0014] 步骤6、根据上述两种方法的权重，分别给出两种方法下权衡局放信号的幅值-相

位散点图、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的结果、建议结果及其可靠度。

[0015] 所述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包括针板缺陷、气隙缺陷和悬浮缺陷。

[0016] 所述幅值-相位的特征参数包括盒维数、信息维数和空缺率。

[0017] 所述任一种方法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该方法识别这种缺陷的准确度/两种方法

识别此种缺陷的准确度之和；所述任一种方法下分别利用相位-幅值图、脉冲波形图识别某

种缺陷的权重＝利用相位-幅值图或者脉冲波形图识别该缺陷的准确度/该方法下利用相

位-幅值图和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准确度之和。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和效果：

[0019] 1、本发明将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结合在一起，通过局放信号的幅

值-相位散点图与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相结合在一起判定，提高了识别的准确度。

[0020] 2、本发明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对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的特征参数进行识

别，能够有效地降低由于个体差异带来的认为误差，并且基于自动学校效果，使得识别诊断

准确率不断提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处理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进一步详述：

[0023] 一种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

骤：

[0024] 步骤1、分别采用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模

型进行检测，分别获得相应的相位-幅值图和脉冲电流波形图。

[0025] 在本实施例中，开关柜缺陷的三种缺陷分别为针板、气隙和悬浮缺陷。

[0026] 步骤2、利用分形理论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获得的相位-幅值图

的特征参数。

[0027] 幅值-相位的特征参数是采集到的边界量的相关参数，包括盒维数、信息维数和空

缺率。

[0028] 步骤3、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局放信号的幅值-相位散点图的特征参数进行识别，

得出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对三种缺陷检测的准确度。

[0029] 步骤4、利用sift特征算法提取暂态地电压检测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的三种缺陷类

别的局放脉冲波形的最小重复单元(放电类别特征)；依据sift算法提取的暂态地电压检测

法和特高频检测法的三种缺陷放电类别特征对剩余的实验样本进行匹配，得出两种检测方

法对各种缺陷类别识别的准确度。

[0030] 步骤5、依据步骤3和步骤4得到的准确度，定义任一种方法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

该方法识别这种缺陷的准确度/(两种方法识别此种缺陷的准确度之和)。定义任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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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别利用相位-幅值图、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权重＝利用相位-幅值图或者脉冲波

形图识别该缺陷的准确度/(该方法下利用相位-幅值图和脉冲波形图识别某种缺陷的准确

度之和)。

[0031] 步骤6、根据上述两种方法的权重，分别给出两种方法下权衡局放信号的幅值-相

位散点图、局部放电脉冲波形的结果、建议结果及其可靠度。

[0032]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基于暂态地电压和特高频的检测开关柜缺陷的功能。

[0033] 采用本方法对10kV的开关柜进行大量实验，得到了针板、悬浮、气隙三种缺陷的典

型放电散点图和放电脉冲波形，而后基于三种缺陷的典型放电散点图和放电脉冲波形，对

三种缺陷的典型放电散点图提取特征参数，设计程序，通过程序判断放电的缺陷类型，以下

是具体的参数：

[0034] 1、地电波检测方法(TEV)：

[0035] (a)针板电极击穿电压约为7.9kV，散点分布在前半周期负半轴呈现▽状，在后半

周期正半轴呈现△状，且前半周期形状较后半周期更大；悬浮电极击穿电压约为12kV，散点

数量较针板电极更多，分布较为集中，在相位70°处出现了一系列幅值较高的散点，散点主

要分布在横轴两侧；气隙电极击穿电压约为10kV，散点数量较之前两个电极更多，颜色更

深，尤其体现在接近横轴处，在形状上更为鲜明，前后两个半周期基本分别呈现柱状，且前

半周期散点较后半周期更为密集。

[0036] (b)悬浮电极在放电波形出现峰值时会持续，不是马上衰减，持续一段后基本保持

均匀衰减；针板电极则是在放电波形达到峰值时迅速衰减到峰值一半左右，随后波形缓缓

衰减；气隙电极的放电放电波形图则是频繁地出现放电脉冲幅值，同在出现波形幅值之后

较快地衰减成零。

[0037] 2、特高频检测法(UHF)：

[0038] (a)针板电极下击穿电压约为9.1kV，在0-90°，180°-270°相位下，散点图呈正半周

的正弦波形形状；悬浮电极下起晕电压为6.0kV，击穿电压为12.5kV，散点在0°和90°享有形

成了两个方形图，随着电压的升高，方形图颜色愈发变深；内部气隙模型的起晕电压为

6.0kV，击穿电压为10.5kV。加压后分别在20°和110°相位向右形成方形，随着电压升高，方

形图开始横向扩展，图形由正方形变成扁平的长方形，图形颜色进一步加深，部分区域呈现

紫色。

[0039] (b)针板电极下放电脉冲波形，随着电压的升高，脉冲变得密集，并且更加尖锐；悬

浮电极下放电脉冲波形，随着电压的升高，整体上波形也是更加密集尖锐，但是幅值并不相

近，最大的幅值会呈周期性出现；内部缺陷模型放电发展过程的波形图也是随着电压的升

高，波形幅值变得更加密集尖锐，但是其脉冲在上升过程中，迅速上升到峰值，但是下降过

程中，斜率越来越小，下降周期较长。

[0040] 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并

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得出

的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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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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