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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水分对局部放电行为的影响综述
杜伯学，姜金鹏
（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换流变压器是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的核心设备，起到连接交直流系统的关键作用。油纸绝缘作为换流变

压器的主绝缘，其绝缘性能的优劣对整个输电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水分会由于绝缘老化和外部水分侵入等原因不
可避免地存在于油纸绝缘系统中，不仅使绝缘本身的绝缘强度显著降低，还会吸附在绝缘纸表面，增加界面缺陷
数量，畸变局部电场，严重时引发局部放电甚至绝缘失效，对油纸绝缘系统的可靠性和换流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运
行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换流变压器中的水分来源、存在状态和分布特点，探
讨了油纸绝缘中水分平衡与迁移的内在机制和动态规律，总结了水分对油纸绝缘运行工况下电荷和局部放电特性
的影响规律和作用机制，特别论述了油纸绝缘交界面处水分动态行为，指出运行工况下水分迁移的暂态过程对油
纸绝缘界面电荷和局部放电的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水分；空间电荷；局部放电

Research Progress on Influence of Water Content of Oil-paper Insulation on Partial Discharge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DU Boxue, JIANG Jinpeng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Converter transformer is the core equipment in HVDC transmission system,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connecting AC and DC system. Oil-paper insulation is the main insulation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whose insulation
perform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Moisture will inevitably exist in the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due to insulation aging and external moisture intrusion. Meanwhile, moisture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ielectric strength of the insulation, but also is adsorbed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insulation paper,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interface defects and distorts the local electric field, and causes partial discharge or even insulation failure, which pose a
great threat to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and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converter transformer. We
review its research status in the world, analyze the source, existing state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isture in
converter transformers,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dynamic law of moisture balance and migration in oil-paper
insulation, and summarize the law and mechanism of moisture effec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rge and partial discharge
of oil-paper insulation under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moisture at the interface of oil-paper insulation is emphasized especi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fluence of transient process of water migration on the charge and
partial discharge of oil-paper insulation under operating conditions can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converter transformer; oil-paper insulation; moisture; space charge; partial discharge

0 引言1
由于我国能源和电力负荷分配不均，一直以

送”，以适应我国电力新格局[1]。根据《中国电力行
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
，预计 2035 年我国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比重>60%，发电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来，
“西电东送”
成为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的重要手段。

重>57%。特高压工程投资占比将继续提高[2]。目前，

随着西南水电资源开发殆尽，其传统的辐射供能区

我国正积极设计着以特高压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互联

域需寻找新的供能方向。未来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

网，其中特高压直流输电是指±800 kV 及以上直流

局除了要稳定“西电东送”外，还需增加“北电南

输电工程，具有输送距离远、输电容量大、输电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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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低、走廊宽度小等优点，已成为能源大规模调配
的首选输电方式[3-5]。
换流变压器是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核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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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它的主要作用包括：提供交流和直流系统间的
电流隔离，阻止直流电压进入交流系统；提供足够
宽的分接头范围，为换流阀提供正确的电压；限制
稳态交流电压的改变对换流阀运行条件的影响；提
供故障限流阻抗，减小短路电流并控制换流时阀侧
电流的增长率；
通过星形和三角形绕组提供 12 脉冲
操作所需的 30°相移[6]。因此，换流变压器的可靠运
行对于整个输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国际大电网组织指出：换流变压器内部连接
件、阀侧绕组和出线套管的绝缘失效占其总故障的
65%，主要是由沿面闪络、介质击穿等绝缘破坏所
致[7]。国家电网公司对

2006—2015 年不同电压等级

换流变压器的故障进行统计发现，阀侧绕组类故障
占总故障的 76%，其中油纸绝缘放电和局部过热引
起的故障率达 65%[8]。
油纸绝缘是换流变压器的主绝缘形式，在电
场、热场、磁场和机械应力等复杂工况的长期作用
下，很容易产生缺陷。绝缘缺陷引起的局部放电会
造成绝缘系统的潜伏性故障或直接导致故障。由于
水分侵入和绝缘老化等，水分广泛存在于换流变压
器的绝缘油和纤维素绝缘中，是油纸绝缘中最常见
的绝缘缺陷之一。油纸绝缘水分含量的增加不仅会
加速油纸绝缘的老化进程、降低油纸绝缘的绝缘强
度，还会畸变局部电场，诱发局部放电，并加速局
部放电发展速度，最终导致沿面闪络或击穿的发生。
因此，水分是影响油纸绝缘性能的重要因素。目前，
国内外学者针对电力变压器中水分对油纸绝缘电荷
特性、介电特性、电导特性以及局部放电特性等都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换流变压器中油
纸绝缘所处的运行工况比较复杂，复杂工况下水分
对油纸绝缘特性的影响规律和机理尚不清晰。
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了油纸绝缘中
的水分状态和分布特性，探讨了油纸绝缘中水分平
衡和迁移的内在机制，分析了水分对油纸绝缘电荷
和局部放电特性的影响规律和作用机理。其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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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水分来源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中的水分主要来源于三
方面：绝缘结构的残留水分、外部水分的侵入和油
纸绝缘的老化裂解。
1.1 残留水分
在换流变压器的制造、运输、储存及运行一系
列过程中，虽然会经过真空干燥、真空注油和热油
循环等一系列除水工艺，但是油纸绝缘中仍然会残
留一定量的水分[9]。按照工艺控制要求，换流变压
器油中剩余水分质量分数一般需要控制在 10×10–6~
15×10–6 范围内，固体绝缘中残留水分质量分数一般
需要控制在 0.2%~0.5%范围内[10]。
1.2 水分侵入
空气中的水分是油纸绝缘水分的主要来源。换
流变压器在升高座和套管安装时，油箱内部会暴露
在空气中[11]。在换流变压器运行过程中，箱盖、套
管、法兰等部位密封不严，会发生水分泄漏或潮湿
空气的吸入。此外在维修过程中，打开封盖或实施
吊罩、吊芯检查处理时，器身暴露在大气中，绝缘
纸会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湿空气在压力梯度作
用下的进入是水分入侵的主要机制[12]。文献[13]通
过试验和仿真手段研究了换流变压器运输和存放过
程中密封良好、密封失效以及抽真空情况下变压器
内部与大气水分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换流变
压器内外压力差是导致水分侵入的决定性因素，温
度下降过快直接引起压力变化，导致大气水分进入
到换流变压器内部。
1.3 绝缘老化裂解
在换流变压器运行过程中，油纸绝缘在电场、
温度、磁场、机械振动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老化。
由于直流偏磁和谐波损耗等原因，换流变压器油纸
绝缘中的热点问题显著，加速了油纸绝缘的老化进
程。老化过程中纤维素分子的降解和变压器油的氧
化裂解都会生成水，水分又会加速油纸绝缘的老化
进程，进而产生更多水分[14-15]。

文聚焦暂态过程中油纸绝缘的界面水分动态特性，
分析了界面水分积聚的负面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

2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水分分布与状态

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由于换流变压器和电力

2.1 换流变压器中的水分分布

变压器中的油纸绝缘特性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了更

文献[12]将变压器中的油纸绝缘结构分为 3 种，

好地指导换流变压器中水分影响下油纸绝缘特性的

分别为“厚结构”
、“薄–热结构”和“薄–冷结构”
。

研究，本文也总结了电力变压器油纸绝缘中关于水

“厚结构”主要是起支撑作用的绝缘结构，约占整

分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期为换流变压器中油纸绝

体绝缘质量的 50%。
由于其中的水分迁移系数较低，

缘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因此，
“厚结构”对整体水分的贡献较少。
“薄–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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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与导体温度相近的温度下运行，如绕组绝缘、
匝间绝缘和层间绝缘等，占固体绝缘总质量的 5%。
约 5%的“薄–热结构”运行在热点温度下。
“薄–冷
结构”包括运行在油温下的绕组和匝间绝缘、绝缘
隔板和绝缘顶盖等，占固体绝缘总质量的
20%~30%，是水分的主要存储位置。约 10%的“薄
–冷结构”
水分质量分数高于变压器平均水分质量分
数(1%~1.5%)，属于“潮湿区域”
，一般存在于温度
较低的位置。
换流变压器阀侧绕组油纸绝缘承受着复合电
压的作用，与交流变压器普遍采用的“薄纸筒小油
隙”结构相比，其绝缘结构存在显著的特点。在直
流电压分量的作用下，电场按照油纸绝缘的电导率
反比分布，电导率较小的绝缘纸或纸板承受着更高
的电场分量。因此，换流变压器阀侧绕组主绝缘的
油浸纸板的厚度和数量都显著增加以提高其电压耐
受能力，普遍采用“多层厚纸筒小油隙”结构[16]。
此外，阀侧绕组和阀侧套管的连接处也需要额外的
绝缘纸包覆或绝缘成型件[17]。
水分不仅影响介质本身的绝缘耐受能力，也会
改变油纸绝缘中的电场分布。文献[18]研究了水分
平衡条件下水分含量对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电场分
布的影响。如图 1 所示，在相同的交流分量峰值与
复合电压峰值之比 η 下，油浸纸中的电场强度随油

图 1 油纸绝缘中场强与油中含水量的关系[18]

纸绝缘中水分含量的增加而降低，而油中电场强度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tent in oil and electric

逐渐增加。随着 η 的增加，油纸中的电场强度变化

field in oil-paper insulation[18]

率变小；η 减小时，油纸中电场强度变化率变大。
由此可知，直流分量越大，水分含量对油纸绝缘中

与水蒸气的状态相似，可以统称为溶解态。分散态

的电场分布影响越大。因此，水分对换流变压器绝

包括胶体态和乳浊态，
当关联态中水分含量增加时，

缘性能的影响要大于普通电力变压器。

水分子簇逐渐增大，水分以胶团形式存在；当胶体

2.2 油纸绝缘中的水分状态

态中水分含量进一步增加时，水分以小液滴的形式

水分在绝缘油中的状态可总结为：结合态、溶

分散在绝缘油中， 形成一种液态非均相的自由态

解态、分散态和自由态。结合态包括团簇态、吸附

水。
当油中水分溶解度随油纸绝缘系统的温度下降，

态、包合态和化学吸附态。团簇态指水分与有机物

致使油中水分相对湿度>100%时，水分由溶解态向

的极性部分(羟基、羰基、羧基和不饱和键等)通过

分散态转变，在界面或温度急剧下降的位置，水分

极性作用相结合[19]；吸附在固体杂质(如纤维素纤维)

会进一步凝结成水滴(自由水)。这些自由水随油流

的水分状态为吸附态；包合化合物结构内部的水分

迁移至各个位置会造成换流变压器的严重的绝缘

状态为包合态，
水合物中的水分状态为化学吸附态。

问题[21-22]。

上述 4 种水分状态中水分子通过键合力与分散介质

纤维素无定形区中分子间作用力较小，存在较

相结合，并且键合力从团簇态到化学吸附态逐渐增

多空隙，有较多暴露的羟基，对水分的吸附作用强，

强[20]。溶解态分为分子分布态和关联态。分子分布

是水分吸附的主要位置[23]。水分在绝缘纸或纸板中

态指单个水分子在绝缘油中的扩散状态；关联态指

的状态也与水分含量有关，包括水蒸气、单层吸附、

若干水分子通过氢键连接的聚集状态。这两种状态

多层吸附、凝结水和自由水 5 种状态。水分含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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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水分子通过氢键与纤维素的羟基基团结合，
并在纤维素孔隙内壁上形成单分子层。当水分含量
较高时，水分子在弱范德华力的作用下形成多分子
层，这种较弱的范德华力源自分子和偶极子之间的
静电作用，
这时的水分子层更接近于液态水的性质。
随着水分含量的增加，吸附的水分在亚微观和微观
的纤维素孔隙中凝结，出现毛细凝结现象。水分含

图 2 160.5 ℃下绝缘纸表面的气泡[27]

量进一步增加时，凝结的水分充满纤维素孔隙，出

Fig.2 Bubbles on paper surface at 160.5 ℃[27]

现自由水[24-25]。
油浸绝缘纸中水分主要以水分子簇和结合态
的形式存在。前者存在于绝缘纸的纤维素纤维的空
隙(自由体积)之间，后者通过氢键与纤维素的羟基
相结合[26]。
换流变压器中包覆绕组的绝缘纸在热点温度
的作用下脱附产生气态水。潮湿的绝缘纸(水分质量
分数>2.0%)在高于 140 ℃的热点温度下会释放水
蒸气(如图 2 所示)，而干燥的绝缘纸(水分质量分数
<0.5%)在热点温度下几乎不产生水蒸气。气泡的介
电强度很低，极易造成局部放电甚至闪络的发生[21]。
图 3 油纸绝缘水分平衡曲线[28]

3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水分平衡与迁移

Fig.3 Equilibrium curves for moisture partition between
insulating oil and insulating paper[28]

3.1 水分平衡
变压器中的热力学平衡包括热平衡、机械平
衡、相平衡和化学平衡。这 4 种平衡条件都会影响
变压器中的水分平衡。由于时刻变化的负载系数和
较大的水分平衡时间常数存在，运行过程中变压器
中各部位始终存在温度差和压力差，因此，宏观上
的热力学平衡不可能达到。然而，若负载系数能在
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局部区域中可能存在热力学
平衡。因此，变压器局部区域内的油纸绝缘会达到
水分平衡。油纸绝缘的水分平衡曲线如图 3 所示。
水分活度描述的是水分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
的趋势，是水分在材料中的热力学状态。水分迁移
试图在系统中的不同材料间建立起相同的水势。水
势与温度、渗透势、压力和基体效应(如内聚力和表
面张力)等因素有关，如式(1)所示。

ψ gas =ψ 0 + RT ln ( p pS )

3.2 水分迁移
水分在水分浓度梯度、温度梯度和压力梯度的
作用下发生迁移。在变压器正常运行过程中，温度
差是驱使油纸绝缘中水分迁移的主要原因[29]。在相
同温度条件下，体系中介质材料对水分子的束缚效
应用体系中水分子的扩散系数来衡量。束缚作用越
大，水分子就越容易留在材料介质内部；反之束缚
作用越小，则水分子越容易扩散到材料外部。
油分子主要表现为非极性，而水分子的极性较
强，
因此两者的相互作用主要为范德华力吸引作用。
油对水分子的束缚作用受油中的自由体积和油水分
子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温度升高，油中自由体积
分数的增加，油和水分子的相互作用能减小，因此，
油中水分子扩散系数增大[30]。

(1)

纤维素绝缘中的水分可能存在气液固 3 种状

式中：Ψ0 为参考势；R 为理想气体常数；T 为绝对

态，只有气液状态的水分能够迁移。根据绝缘纸中

温度；p 和 pS 分别为水蒸气压强和水蒸气的饱和蒸

不同的水分含量，水分迁移的主要机制包括水蒸气

气压。p/pS 表示相对湿度或相对饱和度。在一定温

扩散、毛细水吸力和 2 种机制的结合。在水分与纤

度和压强条件下，水分平衡时相邻介质具有相同的

维素的相互作用中，库仑相互作用和氢键相互作用

相对饱和度、水势和水蒸气压强。

为主要作用机制。水分在绝缘纸中的扩散系数与温

2936

2021, 47(8)

高电压技术

度和水分含量有关。温度升高，纤维素介质中的自
由体积增加，纤维素对水分子的束缚作用减小。但
是纤维素对水分的束缚作用仍然远大于油分子[28]。
水分含量较低时，水分以水分子簇的形式存在，水
分子主要位于纤维素的吸附位上，与纤维素紧密键
合，导致水分子的扩散系数较低。但是随着水分含
量的增加，水分子簇开始合并，总体数量减少但是
尺寸增大，在吸附能、空间排斥力和内聚力的相互
作用下，纤维素表面的水分子吸附位增加。同时，

图 4 水分子在纤维素无定型区的迁移[34]

纤维素链间距变大，大量未与纤维素作用的水分子

Fig.4 Migration of H2O in the amorphous region of

有了较大的迁移空间，水分子扩散系数显著增加，

cellulose[34]

可在多孔网络中迁移[31-32]。另外，纤维素吸附水分
会降低水分迁移势垒和氢键能量，缩短氢键的存在
时间，导致水分扩散系数的提高[33]。图 4 为水分子
在纤维素无定型区的迁移示意图[34]。
油纸绝缘之间的水分交换只能通过溶解水[20]。
绝缘油的水分溶解度和纤维素的水分吸附都会随温
度变化。当温度升高时，纤维素吸附水分的势能下
降而绝缘油上升，因此热平衡促使水分子从纤维素
绝缘迁移至绝缘油中。温度下降时，上述过程则相
反。介质的微观结构(如元素组成、分子结构和分子
链聚集态等)的差异导致介质对水分子的束缚作用

(如氢键、范德华力和静电力等)不同，宏观上体现

图 5 油纸交界面处的高水分区[35]
Fig.5

High water zone by hydrogen bonds at the oil-paper
interface[35]

为介质中水分扩散系数的不同。在水分的迁移过程
中，不同介质扩散系数的差异会使介质交界面处水

移过程存在滞后性，会在油纸交界面的油层中形成

分迁移行为呈现出与均匀介质不同的特点，进一步

高水分区；降温过程(20~80 ℃，5 h)中，水分在由

影响油纸界面附近的电气特性。文献[30]中的分子

油向纸板迁移过程中，
在纸板层间方向不均匀分布，

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初始水分分布于油中时，水

在纸板表层形成高水分区。文献[38]研究发现，升

分向油纸的界面移动，当移动到界面的时候，水分

温过程(20~90 ℃)初期，油浸纸板表面水分扩散到

将被吸附在纤维素的表面，但并没有进入到纤维素

油中，在纸板表面形成干燥区。

体内与纤维素充分“融合”
。文献[35]利用对升温过
程(20~80 ℃)中油纸绝缘的水分扩散行为进行了分
子动力学研究。如图 5 所示，仿真结果表明随着温

4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水分与电荷
4.1 水分对油纸绝缘微观结构的影响

度的上升，水分子与纤维素间的氢键数量减少，绝

油纸绝缘中电荷的动态行为与其微观结构密

缘纸对水分子的束缚作用减弱，导致初始水分向绝

切相关。水分吸附会改变油纸绝缘内分子结构，进

缘油中扩散；同时，油纸界面区水分子之间的氢键

而影响电荷输运特性。

数量增加，分散的水分子聚集成水分子簇，从而在

水分子的电离能(约 1 eV)小于矿物绝缘油的电

油纸界面区出现高水分区。文献[36]研究表明当纤

离能(约 7 eV)[39]，因此在电场作用下，水分子容易

维素中水分质量分数>4%时，快速升温会导致水分

发生电离形成离子基团，这些离子基团与变压器油

子在油纸界面通过分子间氢键作用聚集成水分子

分子或纤维素分子结合形成带电离子团。

簇，形成局部液态水；当水分质量分数>5%时，则

随着绝缘纸中水分含量的增加，水分子簇合并

会形成较大的液态水分区。文献[37]研究发现，在

导致尺寸增大，使纤维素链间距变大。无定形区内

升温过程(20~80 ℃，5 h)中，水分由纸板向油中迁

的水分会切断氢键导致结构重组织，使其有序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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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分容易吸附在不定型区以及结晶区与不定型
区的界面处，特别是在高水分含量下，水分会优先
占据自由能较低的界面区域。吸附在界面处的水分
产生排斥力使分子链分离，引起氢键的断裂，并导
致结晶区 – 无定型区界面处的孔隙率增加。文献

[40-41]的研究表明吸附水会影响聚合物的玻璃态转
化温度和纤维素表面的构象变化，如羟基的转向。
另外，水分在纤维素葡萄糖环平面形成层状结构，
这些层状结构有助于氢键结构的蔓延，水分与纤维
素成键之前会先破坏原有的链间链内的氢键。这些
过程将显著改变纤维素材料的整体性质。文献[42]

图 6 包裹纳米粒子的“水壳”结构[44]

中分子模拟结果显示水分子与 β—D—吡喃型葡萄

Fig.6 Schematic of a water shell surrounding

糖基 3 号和 6 号位上的羟基形成氢键。这些氢键的

a nanoparticle[44]

形成代替了纤维素链内少部分氢键，削弱了纤维素
链内及链间氢键的相互作用，使纤维素链的卷曲程

加，在电场作用下更为明显，从而增加了场强上升

度降低。文献[43]认为，油纸绝缘中部分水分子以

过程中油纸绝缘上升速率。文献[47]发现水分的增

离子形式存在，并随浓度变化而不断与纤维素的各

加会促进试样内部杂质离子电离，导致离子数目增

个官能团发生反应。水分质量分数由 0.31%上升至

加，水分含量的增加还会使油浸绝缘纸的陷阱能级

1.12%的过程中，一部分水分子分解为离子形式，

变浅。此外，文献研究了–40~100 ℃温度区间内变

与纤维素上的氢氧根反应，提高了甲基和亚甲基官

压器油的电导率变化，总结了油中水分状态对其电

能团含量，而氢键数量减少。当水分质量分数进一

导率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高温(50~100 ℃)

步上升(1.12%~3.12%)时，氢氧离子密度明显上升，

下，水分以溶解态的形式分布在油中，溶解态的水

上述反应逆向进行，甲基与亚甲基的数量减少，由

分对变压器油的电导率影响较小；随着温度的降低

于反应产物与羟基的作用，氢键数量有所增加。

(−10~50 ℃)，变压油中水分转变为悬浮水(分散态)，

4.2 水分对油纸绝缘电导的影响

油 中水 分的析 出过 程使其 电导 率上升 ；当 温 度

文献[44-45]认为当油纸绝缘中有水分存在时，

<−10 ℃时，油中水分继续析出，但此时电导率主

由于油水表面能的较大差异(30 和 70 mN/m)，一部

要受变压器油粘度变化的影响。文献[18]认为水分

分水分子倾向于形成纳米尺寸的水分子簇，水分子

对油纸绝缘电导率的影响远高于其对相对介电常数

簇的平均水分子数量为 220，平均间距为 2.32 nm。

的影响，从而导致水分对直流分量较高的复合电场

在直流电压的作用下，油纸绝缘中的电子在水分子

下的油纸绝缘电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

簇形成的势阱之间跳跃传导，进而影响油纸绝缘的

4.3 水分对油纸绝缘空间电荷的影响

电导。文献[46]针对纳米尺度下水分对电介质的影

换流变压器阀侧绕组油纸绝缘处在直流电压

响提出“水壳”模型。如图 6 所示，在“水壳”模

分量的作用下，绝缘油和油浸绝缘纸内部和界面处

型中，灰色部分的纳米粒子作为内核，水分子包裹

会产生空间电荷的积聚。界面电荷的积聚存在明显

在纳米粒子周围并形成 3 层结构。约 5 个水分子与

的极性效应，由于绝缘纸板表面含有羟基(—OH)、

纳米粒子键合形成第 1 层结构(如图 6 中粗线所示)；

醛基(—CHO)和羧基基团(—COOH)，电负性较大的

高密度的水分子在范德华力的作用下与第 1 层结构

氧原子吸引氢原子中的电子，使氢原子呈正极性，

相互连接，形成第 2 层结构(如图中细线所示)；第 3

所以绝缘纸板表面的氢原子容易吸引负电荷[48]。

层结构水分子密度较小并分散在基体中。在上述 3

表 2 是水分影响下油纸绝缘空间电荷特性的研

层结构中，第 1、2 层结构为电荷和载流子提供迁移

究总结，从样品水分含量、试验温度、施加电压、

路径，其中第 2 层结构是主要的导电通道。文献[43]

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结论几个方面进行归纳。研究

研究发现水分含量的上升增加了油纸绝缘的直流电

对象以不同水分含量的油纸绝缘为主，试验条件集

导率，另外由于水分含量的上升导致离子浓度的增

中在恒定温度。试验施加电场包括直流电压、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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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分影响下油纸绝缘空间电荷特性研究总结

Table 2 Summary of researches on the space charge characteristics of oil-paper insul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ter
文献 水分质量分数/% 试验温度

电压

场强

研究方法

主要结论

电声脉冲法

值下降而陷阱总量增加；水分质量分数从 1.12%上升

直流：5、10、20 kV/mm；
交流：5、10、20、30 kV/mm；
[43]

0.31~3.12

混合：5 kV/mm(直流)+

室温

11.5 kV/mm (交流)、

水分质量分数由 0.31%上升至 1.12%时，电荷注入阈
到 3.12%，电荷注入阈值升高而陷阱总量减少。

10 kV/mm (直流)+
23 kV/mm(交流)
电声脉冲法
[47]

1.47, 2.54, 3.74

±20 ℃

直流：10、20 kV/mm

等温表面电位
衰减法

水分质量分数为 1.47%及 2.54%时油浸纸靠近电极
附近积累异极性电荷，水分质量分数为 3.74%时电极
附近积累同极性电荷。随着含水率的增加，油浸纸陷
阱能级逐渐降低，空间电荷衰减速率随之加快。

3.8×10−4~15.4×10−4
[49]

(绝缘油)

室温

直流：±4 kV

克尔效应

油纸绝缘水分含量的增加导致界面电荷密度下降。

0.35~1.42
[50]
[51]
[52]

[53]

10×10−4,70×10−4
(绝缘油)
0.3~1.7
5.40
0.28, 1.32,
4.96

室温
室温

直流：1、2、4、

克尔效应

10 kV
直流：15 kV

压电压力波法
直流：7.5、

30,70 ℃

20 kV/mm
直流：20、

15 ℃

30 kV/mm

电声脉冲法

电场下水分子解离使变压器油中离子含量的增加，导
致电场畸变。
油浸纸板的水分含量越高空间电荷注入的越深，电荷
稳态分布的建立速度越快。
电场下，水分状态和分布的改变导致局部界面的产
生，造成阳极附近负极性空间电荷的积聚。
油纸绝缘的水分含量越高，油纸绝缘介质内部正负电

电声脉冲法

荷的注入和迁移就越显著，内部慢速运动电荷的量就
越少。
水分含量降低了空间电荷的注入壁垒，加快了同极性

[54]

0.91, 5.21

室温

直流：5、10 kV

电声脉冲法

空间电荷的注入，抑制了油纸内部正极性感应电荷的
积累。
由于水分对陷阱分布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油

[55]

1, 3, 5, 7, 9

直流：10 kV/mm

室温

电声脉冲法

纸中的含水量，将加速油纸中的空间电荷到达稳态，
继续加大含水量则减缓此过程。

本课

0, 1.2, 3.2,

题组

4.8

6.6 kV(直流)+
室温

2.2 kV(谐波
(1,3,5,7 次))

水分子与纤维素链上羟基形成氢键，引入物理和化学
等温表面电位

缺陷，改变浅陷阱能级密度，对深陷阱能级密度改变

衰减法

较小。随着吸潮时间增大，纤维素结构缺陷增多，浅
陷阱能级密度继续增大，电荷脱陷概率提高。

流复合电压以及直流叠加谐波电压等。电荷测量方

直接影响油纸绝缘气隙缺陷的局部放电特征。水分

法包括克尔电光效应法、电声脉冲法和等温表面电

含量增加时，油纸绝缘气隙缺陷的起始放电电压降

位衰减法等，其中，电声脉冲法仍然是观察油纸绝

低，放电相位分布变宽，平均放电量幅值提高，放

缘空间电荷的主要方法。但是，当有油层存在时，

电次数增加。同时，水分含量的增加使油纸绝缘的

由于声波在液体中传播时衰减较强，克尔电光效应

体电阻率降低，载流子受到的阻碍作用减弱，容易

法是主要电荷测量方法。研究主要结论分为以下几

积聚到油纸绝缘气隙缺陷处引起局部场强畸变，引

类：1）水分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分解增加了载流子浓

发局部放电。文献[57]研究了直流电压下变压器油

度；2）水分改变了金属–介质界面处的空间电荷的

中水分含量对油纸绝缘匝间放电特性的影响。试验

注入势垒，进而影响注入电荷浓度；3）水分与油纸

结果表明变压器油中水分含量的增加使界面电荷密

分子的相互作用改变其微观结构，影响油纸绝缘中

度减小，局部放电起始电压降低，放电次数增加，

的陷阱能级和密度，
进而导致电荷迁移行为的改变。

产气量增加。
作者认为油纸绝缘界面电荷密度下降，

5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的水分与局部放电
5.1 内部放电
文献[56]的研究表明油纸绝缘中的水分含量将

形成的与外加电场反向的电场减弱，从而对直流电
场的抑制作用下降，导致放电增强。文献[58]研究
了交直流复合电压作用下水分对油纸绝缘气隙局部
放电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分含量的增加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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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电的发展，尤其是交直流复合电压下的局部
放电发展过程；且直流成分越高，放电越迅速和剧
烈。文献[59]认为高含水量的纤维素纤维有较高的
离子浓度，电导电流较大，这使得电极/介质界面附
近气体的产生速率大于气体的溶解速率，体积较小
的气体产生的小幅值局部放电不易被探测，随着气
体体积逐渐增大，高幅值的放电才能被发现。放电
过程中离子和电子不断轰击空腔壁，导致空腔体积
的增大。文献[60]认为水分含量的增加导致泄漏电
流上升，利于气泡或水滴放电产生的电荷消散，电
荷建立的退电场的存在时间缩短，从而使放电次数
增加，另外，水分含量的增加导致油中缺陷增加，
使平均局部放电量增大。

reff—有效放电半径；r—气隙半径；d—气隙高度；f—与气隙尺寸相关的
系数；f·E0—气隙中的背景电场；f·E0rev—极性反转时的背景电场；
Eq—气隙内电荷产生的场强

图 7 气隙缺陷内电场与电荷消散[62]
Fig.7 Electric field and charge dissipation in void defect[62]

大量研究表明气隙放电特性与气隙中的电荷
特性密切相关[61]。图 7 展示了气隙内电场的建立过
程和电荷消散方式。气隙缺陷中的电荷建立的内电
场以一定的时间常数 τp 衰减，气隙中的电荷可能通
过离子漂移(时间常数为 τd)、表面电导(时间常数为

τs)、复合、入陷(时间常数为 τt)和体电导(时间常数
为 τc)几种方式消散[62]。文献[63]研究发现气隙中水
分含量的增加会缩短放电时延，导致小幅值的放电
脉冲增加。这是由于气隙表面电导提高，电子容易
从气隙表面消散，减弱了表面电荷建立的内电场的
阻碍作用。文献[64]的研究表明气隙湿度增加时，
局部放电起始电压(partial discharge inception volt-

age, PDIV)和放电幅值均下降，放电脉冲数增加，
放电时延缩短(如图 8 所示)。正极性下的放电时延
对湿度变化更敏感。这可能与气隙壁表面电导率有
关。文献[65]认为在潮湿气隙中，局部放电行为受
介质的介电常数、表面电导率以及水分对放电基本
过程影响的共同作用。水分影响下的介电常数的提
高导致电场分布的改变，使得 PDIV 下降。同时，
水分子在电子贴附解离作用下生成 3 种离子(H+、

O2–和 OH–)。这些产物具有较大的碰撞截面，容易
吸附放电过程中的电子，这可能引起高绝对湿度下
放电幅值的降低。类似地，文献[66]研究发现气隙
湿度的提高，不仅造成有效电子被水分子吸附而减
少，还会引起绝缘介质表面形貌的改变，导致局部
放电幅值下降、平均放电脉冲数增加、放电相位范

图 8 局部放电时延的 Laue 图[64]
Fig.8 Laue plots of the partial discharge time-lag[64]

围变宽以及放电起始相位的后移。文献[67]认为局

隙放电行为。文献[68]研究表明，随着气体湿度的

部放电导致聚合物链段断裂，改变聚合物表面的亲

增加，微放电次数减少，单次微放电的平均电荷转

水性，使得介质表面吸附水分含量变化，导致介质

移量增加。文献[69]研究了水分吸附对聚合物电树

表面电导率以及气隙电场分布的改变，进而影响气

枝生长过程中局部放电特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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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吸附量的增加导致聚合物基体电导率上升，减

加时，水分对局部放电的影响更显著。文献[75]研

少了电荷在电树枝通道周围中的积聚，减弱了对外

究发现交直流复合电场下，随着油浸纸板水分的增

施电场的抵消作用，电树枝生长速度得到增强。与

加，局部放电起始电压显著降低，放电次数和放电

干燥的试样相比，水分吸附引起局部放电起始相位

量增加，沿面爬电的发生概率增加，碳痕面积增大。

的后移。

这可能是由于油浸纸板中水分含量较高时界面电荷

综上所述，水分含量对油纸绝缘气隙放电的影

对沿面爬电的抑制作用减弱。文献[76]的研究表明

响可总结为三方面。首先，水分含量的变化影响不

随着纸板水分含量的增加，油纸绝缘内部电荷注入

同介质的介电常数和电导率，改变气隙中的电场强

数量增多，放电发展过程中载流子迁移、中和与消

度；其次，水分通过影响气隙壁上的表面性质和表

散速度加快，导致高幅值的沿面局部放电出现次数

面电荷的动态特性，影响气隙内部的电场强度；最

逐渐增加，密集出现的高幅值放电脉冲加剧了对纸

后，
水分含量的变化影响放电过程中的电子的行为，

板表面的破坏，加快了沿面放电的发展速度。文献

进而改变气隙放电特性。

[77]中的试验结果表明在油纸水分平衡状态下，当

5.2 电晕放电

油温为 40 ℃时，随着水分含量的增加，沿面放电

文献 [70] 对针 – 球电极下不同含水量的变压器

起始电压略有降低，而油温为 80 ℃时则变化不大。

油中局部放电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低压下

在油温较低时，油中水分由溶解态变为悬浮态，悬

局部放电幅值随水分含量的增加而降低。高压下局

浮水在电场作用下很容易沿电场方向定向极化，引

部放电幅值随水分含量的增加而升高。
相比于 PDIV

发油中放电。当油温升高时，油中水分溶解度增大，

和放电脉冲幅值，放电重复频率对水分含量更敏感。

水分由悬浮态转变为溶解态，对局部放电的影响较

文献[71]认为水分子会在氢键作用积聚形成水分子

小。这说明水分呈溶解态时对油的放电电压影响较

簇，当液体电介质中的水分子簇分子数由 11 增加至

小,呈悬浮态时影响较大。此外，该研究认为沿面放

69 时，水分子簇的电子亲和能从 0.75 eV 升至 1.92

电与介质表面状态密切相关，当湿度增大时，沿面

eV。正的电子亲和能意味着水分子容易吸附自由电

放电的起始电压一般要下降，但在电场极不均匀的

子形成阴离子，此外，氢键具有较大的电子俘获截

情况下，由于介质表面上的水分使电场分布变得均

面，因此有效电子数减少，负流柱放电得到抑制。

匀，并不会引起放电起始电压的下降。引起变压器

文献[72]研究了针板电极下水分含量对矿物绝缘油

中围屏沿面放电的主要因素不是水分的单独作用，

局部放电特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油中水分

而可能是油中气体引发的沿面放电所致。文献[78]

含量的增加，局部放电脉冲数增加，局部放电脉冲

认为油纸界面的沿面放电受油中水分产生的离子和

宽度从 11 μm 缩短至约 8.5 μm，而脉冲幅值基本不

固体表面电荷的影响。在电场作用下，油中水分子

变，导致视在放电量下降。该研究认为存在水分较

的极性作用产生的附加力导致油流加速，影响液固

高的相对介电常数(约为 81)，水分子会在电场作用

界面的表面电荷行为。亲水性电介质如纤维素纸，

下向高场强区域移动，积聚的水分进一步畸变电场分

表面容易产生较多活跃的电离点，电离过程加剧时

布，引发局部放电。可以看出，水分对油中电晕放电

会造成局部放电强度的增加。水分的存在还会降低

特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极性效应。其中水分对电晕放

油中气泡生成的电场阈值，气泡的产生更容易引发

电脉冲幅值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规律，这可能和极不

沿面放电。文献[79]认为油纸中水分含量越大，沿

均匀场下局部放电特性的分散性和随机性有关。

面放电发展越快，局部放电对纸板的破坏越严重。

5.3 沿面放电

闪络现象最终通过击穿气体通道而出现，气体放电

文献[73]研究了直流电压下球板模型油纸绝缘

通道发展的中后期主要受局部放电所释放能量的影

局部放电发展规律，试验结果表明潮湿纸板的沿面

响，纸板中的水分对此阶段的影响不大，潮湿油浸

放电重复频率和放电幅值显著增加。文献[74]研究

纸板表面的白斑与沿面闪络现象如图 9 所示。文献

了交直流复合电压下水分对油浸纸板沿面放电行为

[80]发现干燥的油浸纸板(水分质量分数<0.5%)在施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纸板水分含量的增加，

加 45 kV 交流电压下 16 h，只出现碳痕；而在同样

局部放电重复频率、幅值和总放电量均增大，局部

的试验条件下，对于水分质量分数>1%的油浸纸板，

放电起始电压明显下降。此外，当直流电压分量增

白斑会在电极附近出现并向地电极生长，同时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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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高幅值放电的产生，白斑的发展速度随着水分含
量升高而加快。
以上关于水分对沿面放电影响的研究都在温
度和水分稳态条件下进行。根据 3.2 节中对油纸界
面水分行为的分析，在温度梯度或水分浓度梯度的
作用下，油纸绝缘之间始终进行着水分迁移，油纸
绝缘内部的水分分布存在不均匀和不平衡的特点，
并且由于绝缘油和油浸绝缘纸中水分扩散系数的差
异，油纸绝缘界面处还会出现高水分区或干燥区。
与其他局部放电形式相比，沿面放电更依赖油纸界
面的绝缘特性，因此，沿面放电行为应该对温度和
水分暂态条件更为敏感。
文献[81]研究了温度变化条件下油纸绝缘的局

图 9 潮湿油浸纸板表面的白斑发展与沿面闪络[79]
Fig.9

Development of white mark and flashover on the
surface of wet oil-impregnated pressboard[79]

部放电特性，研究发现在温度变化过程中，干燥的
油纸绝缘不会引发局部放电；当水分质量分数>1%
时，局部放电会在温度上升过程中出现，并且在降
温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部放电强度随着水分含量的
上升而增加；对于水分质量分数为 5.7%的潮湿油浸
纸板，当温度或油中水分含量达到一定阈值时，会
出现沿面击穿。文献[82]研究了自然降温过程中矿
物油/绝缘纸板和天然酯/绝缘纸板的沿面局部放电
特性，并仿真分析了降温过程中油纸绝缘界面水分
的积聚行为。
图 10 显示了自然降温过程中油纸绝缘
界面水分含量和归一化局部放电起始电压与降温时
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降温过程中矿物油/
绝缘纸板和天然酯/绝缘纸板的 PDIV 逐渐下降，并
在某一时刻突降(约下降至初始 PDIV 的 75%)，而
后缓慢回升。从 PDIV 和界面水分含量的变化趋势
可知局部放电与界面水分含量有较强的相关性。作
者认为由于绝缘油和绝缘纸板水分扩散系数的差
异，在水分由油向纸的迁移过程中，水分会在油纸
绝缘界面发生积聚，水分含量的增加导致局部放电
起始电压显著降低。
油浸绝缘纸板具有较高的体击穿强度，但是其
沿面击穿强度相对较低，属于油纸绝缘系统中的薄
弱环节[83]。当界面附近出现高水分区时，一方面较
大的油纸界面电导可加速界面电荷的消散，减缓电

图 10 降温过程中界面水分含量和 PDIV 与时间的关系[82]

荷造成的电场畸变；另一方面，水分含量的增加导

Fig.10 Water content at the oil/pressboard interface and PDIV

致界面绝缘电阻下降。当界面附近出现干燥区时，

versus time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82]

与上述分析相反，较低的水分含量虽然会提高界面
绝缘电阻，但是减慢了界面电荷的消散速度，提高

无法出现的，而国内外学者对水分迁移过程中的油

了电场畸变和局部放电的概率。值得说明的是，这

纸绝缘放电特性研究几乎空白。因此，有必要关注

种界面高水分区和干燥区是温度或水分稳态研究中

并研究换流变压器运行工况下油纸绝缘界面水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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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行为，
综合分析水分与界面电荷的相互作用关系，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R]. 北京：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9.

权衡水分作用的利与弊，进一步研究水分迁移对油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China power industry annual development

纸绝缘局部放电特性的影响规律与机理。

report 2020[R]. Beijing, China: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2019.
[3]

6 结论与展望

李 进，王泽华，陈 允，等. 高压气体绝缘输电设备用功能梯度
材料研究进展[J]. 高电压技术，2020，46(7)：2471-2477.
LI Jin, WANG Zehua, CHEN Yun,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func-

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基于电力变压器和
换流变压器中关于水分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变压器
中水分的来源与分布特点，探讨了变压器中水分的

tionally graded materials for high voltage gas insulated transmission
apparatus[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20, 46(7): 2471-2477.
[4]

李 进，梁虎成，杜伯学. 气体绝缘直流设备气固界面电场分布特
性与调控方法研究进展[J]. 高电压技术，2019，45(8)：2619-2628.
LI Jin, LIANG Hucheng, DU Boxue. Progress in electrical field dis-

平衡与迁移规律，分析了换流变压器中水分对油纸

tribution along gas-solid interface in compact gas insulated system and

绝缘微观结构、电荷和局部放电特性的影响机理。

its regulation methods[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19, 45(8):

主要结论如下：

2619-2628.

1）关于水分存在状态和迁移行为的研究。目

[5]

前有关油纸绝缘水分存在状态和迁移特性的结论都

LI Jin, ZHAO Renyong, DU Boxue, et al.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是在电力变压器的背景下得到的，换流变压器运行
工况下(如复合电压、变温条件和电热复合场等)油
纸绝缘中的水分分布与迁移规律仍不清楚。缺乏电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 in the field of HVDC insulation[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20, 46(3): 772-781.
[6]

李清泉，王良凯，王培锦，等. 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局部放电及电
荷分布特性研究综述[J]. 高电压技术，2020，46(8)：2815-2829.

场作用下油纸绝缘水分迁移规律、存在状态和分布

LI Qingquan, WANG Liangkai, WANG Peijin, et al. Review on partial
discharge and charg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il-paper insulation

特点的试验研究。另外，为了研究运行工况下换流

in converter transformer[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20, 46(8):

变压器油纸绝缘中水分动态特性，需要探索开发油
纸绝缘纸或纸板内部水分分布和油纸界面水分分布

李 进，赵仁勇，杜伯学，等. 量子化学计算在高压直流绝缘领域
中的应用进展[J]. 高电压技术，2020，46(3)：772-781.

2815-2829.
[7]

CIGRE Joint Working Group A2/B4.28. HVDC converter transformers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design reviews for HVDC converter trans-

的表征方法或测试手段。

formers[C]∥Proceedings of the 43t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des

2）关于水分影响下电荷和局放特性的研究。
关于水分对油纸绝缘电荷特性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
均匀电场和稳态条件下，缺少针对不均匀电场和暂

Grands Reseaux Electriques (CIGRE 2010). Paris, France: CIGRE,
2010: 10-14.
[8]

态条件下水分对油纸绝缘电荷特性影响的研究，同

DU Boxue, ZHU Wenbo, LI Jin, et al. Research status of oil-paper insulation for valve side bushing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J].

时也缺乏不均匀电场和复杂工况条件下的电荷测试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19, 34(6):

方法。暂态条件下油纸绝缘中的水分出现迁移行为，
使油纸绝缘的局部放电行为呈现出不同于稳态的特
点。因此，有必要研究温度变化、水分变化或压强
变化等暂态条件下水分对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局部
放电特性的影响规律。此外，不同的水分存在状态
对油纸绝缘微观结构、电荷和局部放电特性有着不

杜伯学，朱闻博，李 进，等. 换流变压器阀侧套管油纸绝缘研究
现状[J]. 电工技术学报，2019，34(6)：1300-1309.

1300-1309.
[9]

王粉芍，聂三元，张良县. 大型换流变绝缘受潮后现场批量处理方
法的应用研究[J]. 变压器，2018，55(4)：10-14.
WANG Fenshao, NIE Sanyuan, ZHANG Liangxian. Research regarding handling method after insulation moisture of large converter
transformer in station[J]. Transformer, 2018, 55(4): 10-14.

[10] 于会民，王会娟，张 绮，等. 变压器油纸绝缘体系中水分和气体
含量研究[J]. 绝缘材料，2019，52(3)：86-90.

同的影响机制，目前仍缺少关于水分存在状态对油

YU Huimin, WANG Huijuan, ZHANG Qi, et al. Study on water and

纸绝缘特性影响规律的深入研究。

gas content in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of transformer[J]. Ins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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