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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對高頻比流器測量局部放電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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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標準脈波產生器產生脈波通過高頻比流器，從
高頻比流器量測到信號的幅值和標準脈波產生器的電量比
對。並模擬局部放電電流流過油浸變壓器接地線，接地線電阻
大小不同時，相同放電量高頻比流器量測到的幅值變化。油
浸式變壓器的接地線條數不同時，其高頻比流器量測到信號
的幅值亦受到影響。當放電位置在油浸式變壓器的一次側、
二次側及外殼，由於線圈沒有接地，高頻比流器量測到的到
信號的幅值也可以觀察到不同的信號反應。因此以高頻比流
器量測高壓設備的放電量值時，應依其接地電阻大小、接地
線的數目、放電的位置及量測量的頻段修正其放電量測值。
關鍵字：高頻比流器、油浸式變壓器、局部放電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a standard pulse generator as the test
signal source and passing it through a high 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HFCT) to simulate the partial discharge (PD)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grounding. The
detected signal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ignals
generated from the standard pulse generator. When the grounding
has different resistance, the detected signal from the HFCT shows
different amplitudes for the same simulated PD signal. For the
cases of changing the number of groundings to the oil-immersed
transformer, the signals that the HFCT measured also show
different results. The locations of the simulated PD in the primary
winding, second winding, and shell of an oil-immersed
transformer, as the coils were not grounded, the amplitude of
detected signals by HFCT will also be different. We conclude that
when apply the PD measurement using HFCT for high voltage
equipments, the measured data should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ground resistance, the number of groundings, the PD position,
and frequency bands.
Key words: High-Frequency Current Transformer (HFCT),
Oil-immersed Transformer, Partial Discharge (PD)

I. 簡介
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蓬勃，不斷的開發科學園區，園
區內電力需求亦不斷的增加，導致園區內常發生意外的
跳電事故，及變電所發生的電力設備事故，造成廠商
財物上的損失。對電力設備而言，如何提高供電穩定
度，落實平時運轉的維護工作和監控，及預先保養維護
等工作乃重要的課題。電力設備的故障，從設備的局部
放電可以看出端倪，工廠若電力設備產生局部放電時，
未來電力設備可能會發生故障，電力供電的不可靠的
因素很大，故障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而電力設備的故障

更造成工廠莫大的損失。電力設備運轉時，設備的絕
緣長期在高電磁場及溫度的作用下，經過一段時間以
後，絕緣物的絕緣會逐漸的受到破壞或變質，電力設
備進而產生了局部放電。若不及時處理，可能造成電
力設備的燒毀，工廠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電力設備
平時皆有其維護的週期，高壓設備的定期檢測亦是確
保供電系統穩定的方法。然而局部放電在例行性的定
期檢測當中，不一定可以檢測出。因此如何確保高壓設
備的安全與穩定，平常對就需對電力設備實施監控。
現代高科技廠的規模及投資額都很大，產能比以
前高，用電需量大、電壓高，電力設備若發生事故，
都比較嚴重。因此任何會對工廠造成損失的因素，都
很謹慎處理，尤其電力設備故障造成產能的損失相當
大，工廠要確保其電力設備安全運轉，避免電力事故造
成產能的損失，而台電更是要對客戶確保供電的安全
及品質的穩定度。
II. 文獻探討
對量測電力設備的局部放電，經常使用高頻比流器
做為感測器，勾在電力設備的接地線，量測系統則接於
局部放電檢測設備的最前端。由於使用高頻比流器量
測局部放電，不需斷電可應用於線上量測及監控，適合
於運轉中的高壓設備局放的檢測及監控。由高頻比流
器量測的信號分析，可判斷出高壓設備局放的情況，並
且判斷出放電的位置，由量測的信號分析，掌控高壓設
備運轉情況，可提昇高壓設備運轉的可靠度，可以避免
臨時故障發生。
現有電力設備局部放電監控儀器，常使用高頻比
流器量測局部放電，但還是不斷傳出電力設備的事
故，雜訊干擾使得，量測放電但都到某一定放電量時
才可知，尤其現場量測時，局部放電的放電大小受到
來自地的雜訊干擾很大，因此需對雜訊的干擾濾除[1，
2]。使用高頻比流器接收產生之局部放電訊號[3]，透
過局放檢測儀作數據分析，產生放電圖譜的型態，判
斷發生的相位、放電種類及放電量的大小，以掌控高
壓設備運轉狀況。但每一個場所電力設備接地阻抗不
同，供電回路及接地線路亦不同，產生放電時，這些
會影響到線上測量時高壓設備的放電值。
電 力 設 備 中 像 乾 式 變 壓 器可 以 使 用 電 磁 信 號 量
測，如VHF、UHF 等。但在油浸式變壓器及氣體絕緣
變電系統等，因全部的設備密封在金屬內部，其量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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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放電的方式，通常使用高頻比流器及音射法來量測。
一般對高壓設備局部放電檢測的方法，常使用UHF、
VHF、高頻比流器和音射等方法[4, 5]，除了可以量測到
放電信號，還可以判斷其嚴重性。而UHF使用頻段高，
可以避免很多雜訊干擾，其成本亦相對的比其它檢測
方法高，對使用高頻比流器量測時頻段低，相對的成
本亦低，但常因其線上量測雜訊太大，到某一放電量
時才能測量出信號。
III. 高頻比流器比對標準脈波產生器放電量
由於實際高壓電力設備接地電阻不一樣，量測時
會因接地電阻大小而影響到放電量的計算值。使用標
準脈波產生器，產生的標準電量比對脈波通過高頻比
流器時的振幅大小。
使用高頻比流器量測標準脈波產生器產生的信號
如有兩個主頻率如圖1所示，其頻譜分析圖2所示。

衝電流流過時，以高頻比流器量測流過的信號。
(a)準脈波產生時的迴路電阻不同時，高頻比流器
量測的信號的幅值亦不一樣，流過的迴路電阻從分別
以100kΩ、10kΩ、1kΩ、100Ω、50Ω、10Ω及1Ω，其
HFCT量測的振幅與電量關係，如表1所示。其曲線
圖如圖3所示。當接地電阻越小量測的信號越大越明
顯，越容易量測到信號。
表1 放電時迴路電阻不同高頻比流器量測的電量(mV)
迴路電阻(Ω)
放
100000 10000 1000
100
50
10
5
電
2000
706.7 737.3 826.7 2127 2477 3510 3973
量
1000
331.3 357.3
415 1073 1073 1773 1993
(pC)
400
123.3 154.3
173 437.3 437.3
714 826.7
200
62.9
68.4 76.9 198.3
219 256.3 267.3
100
33.4
34.6 39.9 101.1 107.6 132.3 135.7
40
19.7
16.4
24 41.6 45.4
55 54.7

圖1 高頻比流器量測標準脈波器產生產生的信號

其頻譜分析有兩個比較高的頻率，一個主頻率約在1.77
Mz，由於較低頻率的信號是放電線路共振產生的，另
一個主頻率約在11 Mz，放電的信號頻率，如圖2所
示，通常在較高頻段的有信號，大部分有放電或電暈
發生。由於兩個頻段在監測時都有使用，在較低頻的
受 到 線 路 影 響 較 大 一 般 頻 率 的 範 圍 在 幾 佰 kHz 至 幾
MHz，有時出現的是來自地的干擾信號。在較高頻段
的受到線路影響較小一般頻率的範圍在幾MHz至十幾
MHz[3]，頻率較高受到線路阻抗的影響，長距離時易消
失，頻率較低之信號傳遞較遠，而閘流體或開關切換時
亦會產生如放電的信號，由線路或接地高頻比流器都可
以量測到信號，因此量測的信號比較容易受到來自閘流
體或開關切換產生的信號干擾。

圖3 高頻比流器量測不同迴路電阻的的信號曲線

(b)標準脈波產生器接一條 迴 路及兩條 迴 路時，量
測信號的的幅值，標準脈波產生時回路電阻從10Ω、
5Ω、1Ω其高頻比流器量測的振幅與電量關係，如圖4
所示。圖4為一條迴路時，高頻比流器量測量的信號。
圖5為兩條回路時，高頻比流器量測量的信號，由於兩
條迴路時，電流分流所以信號比較小。標準脈波產生
器的信號經過迴路電阻5Ω，一條迴路及兩條迴路時，高
頻比流器量測量電量的信號幅值，如圖6所示。

圖2 高頻比流器量測信號的頻譜分析

A. 高頻比流器直接量測標準脈波產生時的迴路
標準脈波產生的脈衝，經過迴路的串接不同的電
阻，及經過的迴路一條和兩條並聯實驗，當放電的脈

圖4 高頻比流器量測一條迴路的信號振幅與電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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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CT 量測到的幅值越小，如圖 8 所示。高壓設備接地
電阻影響放電信號的量測，相同放電量高頻比流器量測
的信號信號不相同，電阻越大信號幅值越來越小。所以
圖 7 中在外殼量測到的信號最大，而一次及二次線圈未
接地，只由感應得到信號，其幅值較小。

圖5 高頻比流器量測兩條並聯回路的信號振幅與電量關係

圖8

100 pC加於不同迴路電阻之高頻比流器接地量測
幅值

B. 實際變壓器一條及兩條接地線放電量測試
局部放電信號在絕緣時，高頻比流器在接地量測的
信號，油浸式變壓器外殼接地線，接一條及兩條接地
線量測放電量的幅值，如圖9所示。由此可知放電電流
受到接地線的分流，結果其幅值會比較小。

圖6 脈波通過一條及兩條迴路時，高頻比流器量測量的

信號幅值
B. 變壓器局部放位置信號量測
油浸式變壓器接地一條，放電位置分別置於，變
壓器的一次側線圈、二次側線圈及變壓器外殼時，高
頻比流器測量流過接地線的信號，其幅值的結果，如
圖7所示。由於一次及二次側線圈都未接地，其量測的
放電幅值很接近，而外殼直接接地，量測信號的幅值
較大。

圖9 變壓器一條及兩條接地線放電量和量測幅值曲
線
B. 雜訊對高頻比流器量測接地線的信號
高壓設備原本就有接地，但從地的干擾相當大，
於實驗中 20 pC 的放電量時，就很難直接分辨出放電信
號，如圖 10 所示。因此需將信號濾波，如圖 11 所示，
才可以分辨出放電信號。然而濾波器的設計需要依現
場環境改變，但此時濾波頻段的改變，其放電信號值
亦會改變。
圖7 HFCT在接地線量測到的信號
IV.量測信號分析
A. 迴路電阻影響
以 100pC 的電量分別加於 1Ω、5Ω、10Ω、50Ω 及
100Ω 的迴路電阻，放電信號隨迴路電阻越大，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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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使用較低頻率的頻段濾波時，雖無放電但這些雜訊
經濾波仍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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