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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故障绝缘子泄漏电流检

测装置的检测精度低、无法实时检测的技术问

题。技术方案是：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包括

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数值比

较器和信号传输装置；所述泄漏电流检测装置与

绝缘子连接，所述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输入端与

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数值比较

器的输入端与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信号输出端

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使用泄漏电流检测装置采

集故障绝缘子的泄漏电流，再使用小波阈值去噪

装置对噪声信号进行过滤，最后对泄漏电流信号

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绝缘子是否故障的结

论，可实时监测、快速响应，并具有高精度以及智

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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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小波阈值去噪装

置、数值比较器和信号传输装置；所述泄漏电流检测装置与绝缘子连接，所述小波阈值去噪

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入端

与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信号传输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数值比较器的

信号输出端连接；

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是将绝缘子泄漏电流的幅值、相位、放电次数信号进行检测

收集；

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是采用小波变换原理将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检测的信号中

的噪声信号滤掉；

所述的数值比较器，是将去噪后的信号与正常绝缘子的信号进行比较分析，比较结果

一旦超过正常绝缘子所允许的泄漏电流的安全裕度，即判定绝缘子故障；

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是将数值比较器所得的结果存储并传送给工作人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

装置包括交流电源AC、变压器T、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电压表V、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

R2、第三电阻R3和保护球隙，所述变压器T的初级端与交流电源连接，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一

端与第一电阻R1的一端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与绝缘子的一端和第一电容C1的一端连

接，所述第一电容C1与第二电容C2串联，绝缘子的另一端与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和电压

表V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电阻R2与保护球隙串联，所述第三电阻R3与串联的第二电阻R2与

保护球隙、电压表V并联，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另一端、第二电容C2另一端、第三电阻R3另一

端、保护球隙另一端和电压表V的另一端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

装置是在CVSD编码器中加入小波阈值去噪程序的内嵌式小波变换编码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

包括微处理器、图像存储模块、无线传输模块、信号接收器和显示器，所述微处理器的一个

输入接口与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图像存储模块与微处理器连接，所述无线

传输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微处理器的一个输出接口连接，所述信号接收器通过无线方式与

无线传输模块连接，所述显示器的信号输入端与信号接收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

所述的微处理器用于处理和传递绝缘子的故障信息；

所述的图像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故障绝缘子的位置和故障情况；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采用无线方式将故障信号发送至信号接收器；

所述的信号接收器用来接收无线传输模块传送的信号；

所述的显示器为显示屏，用于将信号接收器接收的信号显示在显示屏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T的调压

范围为50kVA/50kV。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容C1和第

二电容C2的分压比为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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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绝缘子长期受到电压、湿度、污秽等的影响，会产生几十微安到几百毫安的

变化范围的泄漏电流信号，并且伴有高频脉冲放电，因此，通过采用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可以

实时、经济的检测绝缘子的故障情况，但由于绝缘子受强电磁环境和采集装置自身的影响，

会产生大量的噪声，从而导致现有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检测精度低、并且无法实时检测的

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故障绝缘子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检测精度

低、并且无法实时检测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包括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数值比较

器和信号传输装置；所述泄漏电流检测装置与绝缘子连接，所述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信号

输入端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入端与小波阈值

去噪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信号传输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出端

连接；

[0006] 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是将绝缘子泄漏电流的幅值、相位、放电次数信号进行

检测收集；

[0007] 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是采用小波变换原理将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检测的信

号中的噪声信号滤掉；

[0008] 所述的数值比较器，是将去噪后的信号与正常绝缘子的信号进行比较分析，比较

结果一旦超过正常绝缘子所允许的泄漏电流的安全裕度，即判定绝缘子故障；

[0009] 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是将数值比较器所得的结果存储并传送给工作人员。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包括交流电源AC、变压器T、第一电容C1、第二

电容C2、电压表V、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和保护球隙，所述变压器T的初级端

与交流电源连接，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一端与第一电阻R1的一端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

与绝缘子的一端和第一电容C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容C1与第二电容C2串联，所述绝缘子

的另一端与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和电压表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电阻R2与保护球隙串

联，所述的第三电阻R3与串联的第二电阻R2与保护球隙、电压表并联，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另

一端、第二电容C2另一端、第三电阻R3另一端、保护球隙另一端和电压表的另一端接地。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是在CVSD编码器中加入小波阈值去噪程序的

内嵌式小波变换编码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包括微处理器、图像存储模块、无线传输模块、信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9690433 U

3



号接收器和显示器，所述微处理器的一个输入接口与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

图像存储模块与微处理器连接，所述无线传输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微处理器的一个输出接

口连接，所述信号接收器通过无线方式与无线传输模块连接，所述显示器的信号输入端与

信号接收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

[0013] 所述的微处理器用于处理和传递绝缘子的故障信息；

[0014] 所述的图像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故障绝缘子的位置和故障情况；

[0015]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采用无线方式将故障信号发送至信号接收器；

[0016] 所述的信号接收器用来接收无线传输模块传送的信号；

[0017] 所述的显示器为显示屏，用于将信号接收器接收的信号显示在显示屏上。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变压器T的调压范围为50kVA/50kV。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电容C1和第二电容C2的分压比为2000:1。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实用新型通过使用泄漏电流检测装置采集故障绝缘子的泄漏电流，再使用小

波阈值去噪装置对噪声信号进行过滤，最后对泄漏电流信号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绝缘

子是否故障的结论，可实时监测、快速响应，并具有高精度以及智能的优点；

[0022] 2、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便利，可广泛应用于绝缘子老化的检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方框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电路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信号传输装置的方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故障绝缘子测量装置，包括泄漏电流检测装置、

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数值比较器和信号传输装置；所述泄漏电流检测装置与绝缘子连接，所

述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值比较

器的信号输入端与小波阈值去噪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信号传输装置的信号输入端

与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

[0028] 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是将绝缘子泄漏电流的幅值、相位、放电次数信号进行

检测收集；

[0029] 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是采用小波变换原理将从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检测的信

号中的噪声信号滤掉；

[0030] 所述的数值比较器，是将去噪后的信号与正常绝缘子的信号进行比较分析，比较

结果一旦超过正常绝缘子所允许的泄漏电流的安全裕度，即判定绝缘子故障；

[0031] 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是将数值比较器所得的结果存储并传送给工作人员。

[0032] 所述的泄漏电流检测装置包括交流电源AC、变压器T、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电

压表V、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和保护球隙，所述变压器T的初级端与交流电源

连接，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一端与第一电阻R1的一端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与绝缘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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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和第一电容C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容C1与第二电容C2串联，所述绝缘子的另一端与

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和电压表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电阻R2与保护球隙串联，所述的第

三电阻R3与串联的第二电阻R2与保护球隙、电压表并联，所述变压器T的次级另一端、第二电

容C2另一端、第三电阻R3另一端、保护球隙另一端和电压表的另一端接地。

[0033] 所述的变压器T，用于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所述变压器的调压范围为50kVA/

50kV；所述第一电容分压器C1和第二电容分压器C2，用于将试验变压器调压后的电压通过电

容分压器分压，所述第一电容分压器C1和第二电容分压器C2的分压比为2000:1；所述电压表

V，通过测量低压的电压值得出绝缘子的放电电压；所述的第三电阻R3为测量电阻，与绝缘

子串联，通过读取测量电阻的电压和电流，得出绝缘子的泄漏电流；所述第一电阻R1和第二

电阻R2为保护电阻，第一电阻R1为电路的保护电阻，第二电阻R2用来保护保护球隙，可防止

短路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对测量装置的损坏，所述两个保护电阻为5kΩ；

[0034] 所述的小波阈值去噪装置是在CVSD编码器中加入小波阈值去噪程序的内嵌式小

波变换编码器。

[0035] 所述的信号传输装置包括微处理器、图像存储模块、无线传输模块、信号接收器和

显示器，所述微处理器的一个输入接口与数值比较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图像存储模

块与微处理器连接，所述无线传输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微处理器的一个输出接口连接，所

述信号接收器通过无线方式与无线传输模块连接，所述显示器的信号输入端与信号接收器

的信号输出端连接；

[0036] 所述的微处理器用于处理和传递绝缘子的故障信息，微处理器的型号为

MAX705CSA；

[0037] 所述的图像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故障绝缘子的位置和故障情况，采用了SDRAM的存

储器；

[0038]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采用无线方式将故障信号发送至信号接收器，采用华为

GTM9000GPRS模块，工作频段为EGSM900/GSM1800双频；最大发射功率为EGSM900/

GT800Class4(2W)，兼容GSM/GPRS  Phase  2/2+；支持华为GT800协议。

[0039] 所述的信号接收器用来接收无线传输模块传送的信号，采用型号FA233W的无线信

号接收模块；

[0040] 所述的显示器为显示屏，用于将信号接收器接收的信号显示在显示屏上，采用

TFT-LCD彩色工业液晶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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