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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

度的方法：根据多台油纸绝缘变压器现场实测的

时域介电谱获取若干个评估绝缘状况的特征值，

建立油纸绝缘变压器特征量属性矩阵AJZ，并从

属性矩中获取每一列特征量的极值。应用同阶评

估指标将变压器的属性矩阵AJZ转换为无量纲矩

阵TD。而后构造求解评估绝缘状况特征量的权重

系数wi的目标函数,优化求解各特征量的权重

值。而后根据待评估变压器实测分析获取的p个

特征值，通过同阶无量纲变换和计算待评估变压

器的油中糠醛含量，最后根据糠醛含量计算值定

量判断油纸变压器绝缘的优劣程度。本发明采用

多指标变换加权定量评估方法无需繁琐复杂的

计算，且诊断结果准确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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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根据k台油纸变压器实测的时域介电谱获取若干个评估绝缘状况特征值，建立

属性矩阵AJZ，如式(1)所示：

在矩阵AJZ中，xi，i＝1,2,3,…,p表示评估变压器绝缘状态的第i列特征值；xp+1列元素

表示变压器油中糠醛含量的检测值，单位为mg/L；aj,z，j＝1,2,3,…,k；z＝1,2,3,…,p表示

第j台变压器的第z个绝缘评估特征值；

当变压器绝缘状态特征值为5列时，xl～x5列分别表示：弛豫数量、线型参数、弛豫电

量、最大时间常数和极化指数5个评价指标；

步骤S2：将属性矩阵AJZ各列的特征值，按下式获取每一列元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z＝1,2,L,p+1

i＝z＝1,2,L,p+1

步骤S3：将属性矩阵AJZ各元素值按照式(2)或式(3)进行同阶评估指标无量纲变换，即：

或

通过同阶变换后，将属性矩阵AJZ转换为无量纲矩阵TD，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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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4：建立式(5)权重优化配置系数w(i)，i＝1,2,3,…,p的目标函数，并计算式(5)

的权值w(i)i＝1,2,3,…,p：

式中ti,j和ti,p+1分别是无量纲矩阵TD中第i行第j列和p+1列的元素值；

步骤S5：给定一台待诊断变压器测试获得的p个特征值，即As＝[a1,a2，…,ap]，首先应用

步骤S3进行同阶变换，得到无量纲特征值：Ts＝[t1，t2，…，tp]；然后将权重优化配置系数w

(i)，i＝1,2,3,…,p；代入式(6)计算变压器的综合诊断特征值Tc；

步骤S6：按式(7)将综合诊断特征值Tc变换为油中糠醛含量计算值DK；

DK＝Tc(xp+1-min-xp+1-max)+xp+1-max   (7)

根据DK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6中根据DK

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包括以下标准：

1)若DK<0.4时，则油纸绝缘良好；

2)若0.5≤DK<4时，则油纸绝缘明显老化且绝缘寿命趋近中期；

3)若DK≥4时，则油纸绝缘严重老化且绝缘寿命已接近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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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油纸绝缘老化诊断研究领域中，通常借助介电响应特征参量定性分析油纸

绝缘状态，并已得到专家们的关注和广泛地得到应用。然而，迄今为止，多数研究和应用介

电特征量分析评估油纸绝缘状态时，都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中，无法对单台变压器的绝缘状

态作出确切的诊断，必需通过两台及以上变压器的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得出绝缘

程度优劣的诊断结果。这种评估方法不仅需要繁琐的计算过程，而且诊断结果的准确性较

难保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本发明提出的多

特征值变换加权的定量评估方法填补了变压器油纸绝缘状态定量评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

空白，为今后有效地评估油纸绝缘老化状态提供了一种可靠而有力的评估手段。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

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根据k台油纸变压器实测的时域介电谱获取若干个评估

绝缘状况特征值，建立属性矩阵AJZ，如式(1)所示：

[0005]

[0006] 在矩阵AJZ中，xi，i＝1,2,3,…,p表示评估变压器绝缘状态的第i列特征值；xp+1列

元素表示变压器油中糠醛含量的检测值，单位为mg/L；aj,z，j＝1,2,3,…,k；z＝1,2,3,…,p

表示第j台变压器的第z个绝缘评估特征值；步骤S2：将属性矩阵AJZ各列的特征值，按下式获

取每一列元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0007]

[0008] i＝z＝1,2,…,p+1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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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i＝z＝1,2,…,p+1

[0011] 步骤S3：将属性矩阵AJZ各元素值按照式(2)或式(3)进行同阶评估指标无量纲变

换，即：

[0012]

[0013] 或

[0014]

[0015] 通过同阶变换后，将属性矩阵AJZ转换为无量纲矩阵TD，如式(4)所示：

[0016]

[0017] 步骤S4：建立式(5)权重优化配置系数w(i)，i＝1,2,3,…,p的目标函数，并计算式

(5)的权值w(i)(i＝1,2,3,…,p)：

[0018]

[0019] 式中ti,j和ti,p+1分别是无量纲矩阵TD中第i行第j列和p+1列的元素值；

[0020] 步骤S5：给定一台待诊断变压器测试获得的p个特征值，即As＝[a1 ,a2，…,ap]，首

先应用步骤S3进行同阶变换，得到无量纲特征值：Ts＝[t1，t2，…，tp]；然后将权重优化配置

系数w(i)，i＝1,2,3,…,p；代入式(6)计算变压器的综合诊断特征值Tc；

[0021]

[0022] 步骤S6：按式(7)将综合诊断特征值Tc变换为油中糠醛含量计算值DK；

[0023] DK＝Tc(xp+1-min-xp+1-max)+xp+1-max   (7)

[0024] 根据DK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

[0025] 进一步的，S6中根据DK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包括以下标准：

[0026] 1)若DK<0.4时，则油纸绝缘良好；

[0027] 2)若0.5≤DK<4时，则油纸绝缘明显老化、绝缘寿命趋近中期；

[0028] 3)若DK≥4时，则油纸绝缘严重老化、绝缘寿命已接近晚期。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目前电力变压器的油纸绝缘状态评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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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步于定性分析，即通过两台及以上变压器的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才能得出绝缘程度

优劣的诊断结果。本发明提出采用多指标变换加权定量评估方法无需繁琐复杂的计算，且

诊断结果准确性较高。该方法填补了变压器油纸绝缘定量诊断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为

今后有效地评估油纸绝缘老化状况提供了一种可靠而准确的评估手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0031] 涉及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定量诊断油纸绝缘老化程度的方法，其分析过程和应用步

骤按如下进行：

[0032] 步骤S1：首先根据k台油纸变压器实测的时域介电谱获取若干个评估绝缘状况特

征值，建立属性矩阵AJZ，如式(1)所示。

[0033]

[0034] 在矩阵AJZ中，xi(i＝1,2,3,…,p)表示评估变压器绝缘状态的第i列特征值；xp+1列

元素表示变压器油中糠醛含量的检测值，单位为mg/L；aj,z(j＝1,2,3,…,k；z＝1,2,3,…,

p)表示第j台变压器的第z个绝缘评估特征值；

[0035] 步骤S2：将属性矩阵AJZ各列的特征值,按下式获取每一列元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0036]

[0037] i＝z＝1,2,…,p+1

[0038]

[0039] i＝z＝1,2,…,p+1

[0040] 步骤S3：将属性矩阵AJZ各元素值按照式(2)或式(3)进行同阶评估指标无量纲变

换。即：

[0041]

[0042]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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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通过同阶变换后，将属性矩阵AJZ转换为无量纲矩阵TD，如式(4)所示。

[0045]

[0046] 步骤S4：建立式(5)权重优化配置系数w(i)，i＝1,2,3,…,p的目标函数，并计算式

(5)的权值w(i)(i＝1,2,3,…,p)。

[0047]

[0048] 式中ti,j和ti,p+1分别是无量纲矩阵TD中第i行第j列和p+1列的元素值。

[0049] 步骤S5：给定一台待诊断变压器测试获得的p个特征值，即As＝[a1 ,a2，…,ap]，首

先应用步骤3进行同阶变换，得到无量纲特征值：Ts＝[t1，t2，…，tp]。然后将权重优化配置

系数w(i)(i＝1,2,3,…,p)代入式(6)计算变压器的综合诊断特征值Tc。

[0050]

[0051] 步骤S6：按式(7)将综合诊断特征值Tc变换为油中糠醛含量计算值DK。

[0052] DK＝Tc(xp+1-min-xp+1-max)+xp+1-max   (7)

[0053] 进一步的，根据DK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

[0054] 1)若DK<0.4时，则油纸绝缘良好；

[0055] 2)若0.5≤DK<4时，则油纸绝缘明显老化、绝缘寿命趋近中期；

[0056] 3)若DK≥4时，则油纸绝缘严重老化、绝缘寿命已接近晚期。

[0057]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例中：

[0058] 1)根据T1～T2020台变压器现场测试、分析提供的油纸绝缘老化状况特征值，如x1

～x5列分别表示：弛豫数量、线型参数、弛豫电量、最大时间常数和极化指数等5个评价指

标；x6列表示变压器油中糠醛含量检测值。根据步骤1建立属性矩阵AJZ，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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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2)根据步骤S2.从属性矩阵AJZ中获取每一列特征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0061] x-max＝[8,0.92,9.21,4899.1.96,6.13]；x-min＝[5,0.56,0.8,87,1.4,0.02]

[0062] 3)根据步骤S3.将属性矩阵AJZ各特征值,按照式(2)或式(3)进行同阶评估指标变

换为无量纲矩阵TD，如式(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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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4)根据步骤S4.中的式(5)和结合无量纲矩阵TD建立权重优化配置系数w(i)(i＝

1,2,…,5)的目标函数，并优化计算目标函数的权值w(i)(i＝1,2,…,5)为：

[0065] w＝[0.0832，0.2114，0.2891，0.1080，0.3082]

[0066] 5)根据步骤S5.将待诊断变压器测试提供的5个特征值(弛豫数量、线型参数、弛豫

电量、最大时间常数和极化指数)即：As＝[6,0.72,1.80,3452,1.68]，应用步骤S3.进行同

阶变换，得到无量纲特征值为：Ts＝[0.667,0.556,0.880,0.746,0.428]。然后代入式(6)计

算变压器综合诊断特征值Tc即：

[0067]

[0068] 6)根据步骤S6.将综合诊断特征值Tc代入式(7)计算油中糠醛含量值DK：

[0069] DK＝Tc(x6-min–x6-max)+x6-max＝0.6135*(0.02-6.13)+6.13＝2.3815

[0070] 根据DK计算值判断变压器油纸绝缘老化状况：

[0071] 因为DK＝2.3815＞0.5，且DK<4，所以该台变压器的油纸绝缘已出现明显老化且绝

缘寿命趋近中期。

[0072] 为了进一步印证本专利的准确性，对该变压器进行抽油检测，其糠醛含量的实测

值为2.38ml/L，即实测值与计算值几乎相同，且该变压器已经运行5年，高压侧出现一定程

度的老化。测试结果表明，诊断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0073] 以上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技术方案所作的改变，所产生的功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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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超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时，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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