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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主要内容

一、高压电缆系统运行现状与问题

二、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三、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四、高压电缆系统典型故障案例分析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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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压电缆系统运行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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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高压电缆运行现状与问题

背景和意义

p 城市电力电缆传输占比快速增加：电压更高、容量更大、距离更长

（CSG，2016 年，110~500kV 输电电缆规模：2285回，长度达5042公里，同比增

长约15%）（近5年CSG高压电缆资产增长接近一倍）

p 新增电缆几乎全部采用挤包XLPE绝缘电缆

 （优异的电、机械及热性能、免维护、可靠性高）

p 高压电缆附件大量应用（CSG，2016年：在运高压电缆附件数量达33000余

支；500kV楚庭工程：GIS终端6套、户外终端6套、中间接头210套）

南方电网110kV~500kV输电电缆运行年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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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高压电缆运行现状与问题

背景和意义

p 电缆系统故障率相对架空线低，但故障危害大

某高压电缆接头故障导致的变电站着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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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高压电缆运行现状与问题

Ø 1月29~2月2日，珠海，连续3起220kV电缆接头爆炸。

Ø 4月１6日，重庆，高压电缆井起火，大面积停电（新闻）。

Ø 6 月18 日，西安，110kV 电缆沟失火，损失负荷24.3万

千瓦（新闻）。

Ø 7月8日，深圳，220kV户

外终端爆炸。

以2016年为例，各地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粗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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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缆运行现状与问题

Ø ８月18日，大连，６６kV电缆隧道起火，停电10小时（新闻）

Ø 8月19日，河北，220kV户外瓷套充油终端发生爆炸

Ø 8月22日，重庆，220kV电缆接头爆炸着火，负荷损失约27万

Ø 10月12日，日本东京，275kV充油电缆接头故障起火，约58.6

万户受到停电影响（新闻）

以2016年为例，各地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粗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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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缆运行现状与问题

p调研和文献查阅，收集了南方电网2006~2016年间的132起故障案例，

以及国内外文献相关案例99起，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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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主要内容

二、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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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1、故障设备类型统计

图  110kV~220kV电缆系统故障设备类型统计分布（未考虑外力破坏）

• 目前的高压电缆线路中，电缆附件为最大薄弱环节（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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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2、故障率统计

南方电网110kV~220kV电缆线路故障率（2013~2016年）

• 220kV电缆线路故障率近年整体

呈略微下降趋势

• 110kV基本均维持在0.30~0.50

次/（年*100km）

• 相比10年前，高压电缆线路的

故障率下降了约一个数量级[1]

[1] 罗俊华，邱毓昌，杨黎明．10kV及以上电力电缆运行故障统计分析[J]．高电压技术，2003，29(6)：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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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3、故障设备运行年限统计

（a）故障次数统计                                            （b）110kV电缆线路故障率统计
图  南方电网110kV~220kV电缆系统在2006~2016年发生故障的线路运行年限统计

•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集中发生在设备运行5年以内，占比达到了67.2%。

• 110kV电缆线路故障率符合大多数电力设备的“浴盆曲线”，即早期和晚期故障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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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4、故障设备截面统计

• 110kV电缆系统故障截面多为800mm2，220kV故障设备截面主要发生在2500mm2。

• 不同截面的故障设备数与其产品长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a）110kV                                                           （b）220kV
图  南方电网高压电缆系统故障设备截面规格统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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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特征统计分析

5、设备故障时刻状态统计

图     南方电网2006~2016年电缆线路故障时刻运行状态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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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主要内容

三、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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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主要故障原因
施工

安装

产品

质量

外力

破坏

故障案例数 82 63 56

图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统计分布

• 施工安装、产品质量以及外力破坏是

故障发生的三大主要原因。

• 不同设备对应的故障原因差异较大，

有必要进行差异化分析。

1、电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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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2、电缆本体

图 高压电缆本体故障主要原因分布图

• 外力破坏为电缆本体发生故障的

主要原因，占比高达70%以上

木桩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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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2、电缆本体

    产品质量故障（12%）主要原因如下

• 1）电缆绝缘屏蔽与金属护套（屏蔽）接触不良，导致放电或烧蚀击穿；

• 2）电缆外护套材质不良导致开裂；

• 3）绝缘材料性能不合格；

• 4）本体制造缺陷，如微孔、杂质等超标，偏心度超标，界面突异物缺陷等缺陷。

接触不良，护层放电或烧伤 护套开裂 杂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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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2、电缆本体

其它主要原因如下：

• 1）施工时导致电缆受损；2）交叉互联接线方式错误等；3）自然灾害：如暴雨、泥石流

等；4）动物侵蚀：如白蚁咬蚀；5）进水受潮等

白蚁侵蚀
（a）铁钉扎入（b）支架划伤（c）水泥管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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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3、电缆附件

• 施工安装和产品质量是电缆附件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占比达84%以上。

高压电缆附件故障主要原因分布图



2017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3、电缆附件

    施工安装（49.33%）主要原因如下：

• 1）附件安装尺寸与设计图纸不一致

• 2）附件安装时电缆处理不当，存在缺陷：如表面打磨不光

滑，存在划痕、气隙等，电缆绝缘屏蔽层断口不平整，有

尖端、毛刺等，界面处引入半导电粉末杂质等污染缺陷；

• 3）预制件与电缆绝缘界面压力控制不当，导致界面气隙；

• 4）预制件安装严重偏心；

• 5）电缆或终端弯曲半径过小；

接头应力锥错位严重

全预制柔性终端弯曲半径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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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3、电缆附件

    产品质量（34.67%）主要原因如下：

• 1）产品存在制造缺陷，如界面突起、凹坑等缺陷，以及绝缘内部存在气隙、杂质等缺陷；

• 2）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应力锥内径与电缆绝缘外径不匹配，导致发生本体撕裂和界面放电；

• 3）制作采用的原材料性能较差，不满足国标或国际标准要求；

• 4）产品存放超期。

异物（长约900um） 突起              运行过程中撕裂或开裂局部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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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3、电缆附件

     密封受潮（12.67%）如下：

• 1）密封“O”圈设计不当，无法起到有效密封作用；

• 2）施工安装时由于湿度较大或天气原因，附件与电缆绝缘界面处混入了水分；

• 3）密封圈及防水带材老化性能较差，在长期运行下逐渐失去了密封作用；

密封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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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3、电缆附件

全预制柔性干式终端 瓷套充油户外终端 GIS终端故障

组合预制式电缆接头 整体预制式电缆接头

不同电缆附件故障原因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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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4、接地系统

     接地系统故障主要原因如下：

• 1）焊接地线与电缆铝护套焊接不牢，在电力动力作用下地线脱落导致电缆金属护层悬浮；2）

接地线遭盗窃，引发过电压保护器发热故障；

• 3）保护器接地与直接接地接线搞反；

• 4）设计不当，接地系统与地网的连接点（角钢）容量不足。

• 5）交叉互联线接错

接地线遭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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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电缆系统故障原因分析

产品质量、施工安装不当导致的故障运行年限分布 密封受潮导致的故障运行年限分布

• 由产品质量和施工安装不当原因导致的电缆线路故障79.1%发生在运行5年内，44.78%

发生在运行1年内。为及时发现潜在隐患缺陷，在投运早期应加强运维监（检）测。

• 由密封受潮导致的故障72.73%发生在运行10年以上，故为提升运行10年以上的产品的

可靠性，可加强设备密封受潮方面的检测，如红外测温、介损测量等。

故障原因与设备运行年限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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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四、高压电缆系统典型故障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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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 接头受力过大，引发内部电树枝

u近年来，在国内地区发生了多起220kV整体预制式电缆中间接头击穿故障事件（不完全统计，已

超30起）；

u故障在合闸送电、空载运行、耐压试验等过程中均有发生，但多在合闸送电过程中发生；

u故障特点：树枝状放电发生密度很高、放电不一定在高场强区域、树枝多成“裂纹”状。

接头爆炸着火现场 故障接头电树枝 非故障接头电树枝 电树枝放大图（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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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 接头受力过大，引发内部电树枝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p如此高密度电树产生及故障发生的原因？

• 电缆系统温度冷热变化 的外部因素？

• 合闸过程中引起的操作过电压？ 

• 产品的场强设计不满足要求？

• 产品的材料性能不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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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 接头受力过大，引发内部电树枝

• 电缆系统温度冷热变化的外部因素？
     将一段电缆（含接头，8m）在实验室进行加热冷却试验，1.7U0下均未检测到局放（高温和冷却状态）；

• 合闸过程引起的操作过电压？ 

    
   最大操作过电压为412.4kVpeak(2.0p.u.)，低于规程要求的不超过3.0p.u.的允许值，也未超过产品的设计
操作过电压水平。且故障接头并未发生在过电压最高的地方。

• 产品的场强设计不满足要求？       均满足IEC 62067或国标要求，且有一定的裕度。

• 产品的材料性能不满足要求？       电气、机械性能均满足国标要求

某故障线路合闸操作沿线相地过电压（单位：kVpeak）

位置 A站侧 1km 2km 3km 4km 5km 6km 7km 8km 9km B站侧

过电压 305.0 321.0 337.7 351.5 365.1 376.2 387.0 399.4 407.1 411.2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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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 接头受力过大，引发内部电树枝

n更多电树枝状形态

横截面角度观测 侧向观测 电树枝形态示意图电树枝形态特点

电树枝呈“二维”平面结构，横截面角度观测的电树枝多呈“裂纹”笔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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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 接头受力过大，引发内部电树枝

n  接头与扩径后的应力计算

接头受力仿真计算结果

/
接头扩径

率

半导电层 绝缘层

最大受力

/ Mpa

占拉伸强度

百分比

最大受力

/ Mpa

占拉伸强度

百分比

安装前预扩径阶段 129% 2.43 44.2% 1.13 18.9%

安装后 57.2% 0.87 15.9% 0.36 6%

材料的拉伸强度 / ≥5.5 ≥6

力学模型

受力情况

是否材料内部发生分子层面的物理破

坏，为电树枝的生长提供了条件？

电树枝分布示意图 接头受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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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2、3: 接头受力过大导致的其它故障案例

案例2: 接头受力过大，发生本体撕裂。

2012年，某地发生了多起110kV异型电缆中间接头运行击

穿故障。经分析，电缆接头选型与电缆尺寸不匹配，导致

接头受力较大，出现撕裂现象，最终导致击穿。

案例3: 绝缘材料机械性能较差，导致受力过大，发生本体开裂。

2006年7月3日某供电局发生了一起220kV三元乙丙橡胶

整体预制式电缆接头故障，故障时电缆线路投运不足1年。

经分析，绝缘料断裂伸长率仅为320％，远低于国标要求

的≥400％
备品在预扩张时发生开裂

运行中发生开裂 备品安装后发生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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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2016年，某220kV电缆户外终端发生击穿爆炸，该终端运行约1年时间。

瓷套炸裂后散落的碎片

应力锥内表面与电缆表面均有明显树枝状放电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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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n  针对上述故障，开展了如下试验分析

Ø终端灌注硅油的绝缘性能、微水试验；

Ø应力锥绝缘、半导电材料电气性能试验；

Ø应力锥绝缘、半导电材料机械性能试验；

Ø应力锥制造工艺显微观察。

    结果显示均满足标准要求！

6.7μm~47.5μm不等的气泡缺陷，界面突起约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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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n  应力锥与电缆绝缘界面压力因素分析

界面压力控制在0.1~0.3MPa

0 2 4 6 8 10 12

0.08

0.10

0.12

0.14

0.16

L=70mm

 

 

界
面
压
力

 / 
M

pa

d / cm
L=30mm

L=30mm三维应力分布 L=70mm三维应力分布

应力锥端部压力仅有0.091MPa，能否承受界面的切向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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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n  应力锥与电缆绝缘界面压力因素分析

     由于材料的松弛特性，

界面压力在运行过程中将会

进一步降低。

某附件界面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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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击穿路径示意图 应力锥内表面放电痕迹

击穿路径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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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终端界面压力过小导致的沿面放电击穿

2017年，某220kV电缆户外瓷套充油终端（应力锥+环氧套+弹簧结构）在竣工耐压试验

时连续发生多起击穿故障。经实验分析，当弹簧压紧不够时会在较低电压下便发生放电。

预制件内表面放电痕迹 正常安装后194kV时测得的局
放信号

应力锥托低于正常安装情况下约5cm，
加至157kV时局部放电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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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6:终端或根部电缆弯曲过度导致的全预制干式终端故障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多起全预制柔性干式终端故障。故障现象特征主要如下：1）终端

尾部电缆的安装弯曲半径较小，终端应力锥长期处于弯曲状态；2）故障多发生在电缆

外半导电层断口处；3）终端应力锥与外半导电层严重错位。

全预制柔性干式终端故障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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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主要内容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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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Ø 未来城市电力电缆传输占比将进一步加大

Ø 目前高压电缆线路故障原因占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电缆附件为电缆线路的最大

薄弱环节（不计外力破坏占85.5%）。

Ø 不同类型设备故障原因差异较大，针对不同的电力设备，其运维策略应略有侧

重。对于电缆本体，应加强防外力破坏（70%）管理，而对于电缆附件，应重点加强产品品控

检测和施工安装质量，同时需合理控制电缆附件的界面压力参数。

Ø 特定故障原因与运行年限存在一定的概率关联。为及时发现电缆线路的缺陷隐患，在

线路投运早期可加强局放等试验，以检测产品质量和施工安装是否满足要求；对于老旧电缆及

附件可加强红外测温、介损测量等检测其密封受潮、绝缘劣化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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