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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纸特性和极性反转对
油纸绝缘空间电荷效应的影响
李长云，冀章，闫宏伟
(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山东省 青岛市 266590)

Influence of Insulation Paper Characteristics and Polarity Reversal on
Space Charge Effect of Oil-paper Insulation
LI Changyun, JI Zhang, YAN Hongwei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 space charge effect of oil-paper insulation
distorts the electric field inside the dielectric, and it further
affects the aging and breakdown of the dielectric. Under the
complex working conditions of electric field, compound

oil-paper insulation within converter transformers.
KEY WORDS: space charge effect; oil-paper insulation;
polarity reversal; trap theory; electric field distortion

electric field and polarity reversal, the space charge effect of

摘要：油纸绝缘系统的空间电荷效应将畸变绝缘介质内部的

the oil-paper insulation system within converter transformers

电场，进一步影响其老化和击穿等电气特性。在直流电场、

will be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bipolar charge transport

复合电场及极性反转等复杂工况下，换流变压器内绝缘系统

model, the effects of insulation thickness, aging state and

的空间电荷效应将更为突出。基于双极性电荷输运模型，通

polarity reversal on space charge effect were investigated

过数值模拟方法探究绝缘材料厚度、老化状态和极性反转等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关键因素对空间电荷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绝缘纸厚度的

the change of the thickness of insulation paper/board doesn’t

变化不改变空间电荷密度曲线中正/负电荷区的极性偏移特

change the polarity shift of the positive/negative zone of the

性，但厚度变小缩短或消除了零电荷区；绝缘纸老化程度的

space charge density curve, but the decrease of the thickness

加深，其电荷陷阱及深陷阱数目均会增多，这一方面加强了

shortens or eliminates the zero charge area. The number of

空间电荷效应的极性偏移，另一方面使得正电荷区呈变小趋

charge traps and deep traps will increase as the aging degree of

势，从而使绝缘纸内电场畸变加剧；极性反转工况下，绝缘

insulation paper deepens, not only the polarity shift of space

纸中陷阱电荷的脱陷或复合均需一定的时间滞后，使得净空

charge effect is strengthened, but also the positive charge area

间电荷密度曲线的负/正电荷区呈现初值不对称和沿介质厚

becomes smaller, thus the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distortion of

度方向分布均不对称的特征，致使绝缘纸内部电场畸变愈发

insulation paper is aggrava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olarity

严重。研究结果可以为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设计与防护提供

reversal, the lag time of trap charge for detrapping or

参考。

recombination in the insulation paper is needed, which makes

关键词：空间电荷效应；油纸绝缘；极性反转；陷阱理论；

the negative/positive charge area of the net space charge

电场畸变

density curve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ic initial
value and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0 引言

thickness of the dielectric, resulting in more serious internal

纤维素绝缘纸等聚合物绝缘材料中空间电荷的

electric field distortion of the insulation paper. The conclusions

来源途径可大致分为 2 种[1]：一种是绝缘介质中固有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prot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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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及老化等形成的陷阱俘获强电场下电极注入电

积聚。空间电荷在绝缘介质内的产生、积聚、输运
和消散等将改变介质内部的电场分布，削弱或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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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内的局部电场，进而影响绝缘介质的电导、老
[2]

4709

在模拟直流电场下交联聚乙烯电缆等聚合物中的

化及击穿等电气特性 。因绝缘介质热电离形成的空

空间电荷特性研究[12-13]中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间电荷相对于电极注入电荷而言数值较小，当前的
研究多集中于电极注入所形成的空间电荷的数值计

而用于绝缘纸的研究相对很少。
同时，换流变压器作为特高压直流输电(ultra

算[3]、测量[4]，以及电介质的作用机制[5]等。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UHVDC)的关键设备，其

一方面，变压器油纸绝缘系统中的空间电荷特

稳定运行寿命主要决定于其固体绝缘介质–纤维素

性将受到电场极性、电场强度等因素的影响。上海

绝缘纸的健康状况[14]。换流变压器油纸绝缘系统所

交通大学黄若栋等研究表明[5]，交直流叠加电场的

承受的电场较普通电力变压器更为严酷，既有工频

过零相位处 PEA 装置下电极附近空间电荷的积聚

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的电场，又有极性反转电场。

严重扭曲绝缘纸的内部电场；重庆大学廖瑞金教授

特别地，直流电场的作用更容易造成绝缘纸中空间

团队发现，随着绝缘油老化程度的加重，油浸绝缘

电荷的积聚[11]，而电场发生极性反转时，突变电压

纸中的空间电荷总量、表面陷阱能级密度和电场畸

将叠加空间电荷电场[15]，加速油纸绝缘的劣化，但

变率等特征量均增大[6]；绝缘纸的热老化将致使其

空间电荷对绝缘纸内部电场的畸变机理尚不明晰。

内部空间电荷注入的起始阈值降低，且能减缓介质
[7]

为探析影响空间电荷畸变换流变压器用油纸

体内电荷注入与迁移的速率 。另一方面，油纸绝

绝缘内部电场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

缘的空间电荷将畸变绝缘介质内的局部电场，进一

法，基于载流子的双极性输运模型，分别获得了不

步加速绝缘材料内小分子杂质的热电离，从而诱发

同加压时间下绝缘纸厚度、绝缘纸老化程度、极性

介质内局部放电或电树枝现象的产生，加速绝缘劣

反转等工况下，绝缘纸内部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中

化，亦即空间电荷的存在会严重影响绝缘介质的寿

正/负电荷区的极性及分布范围等特征，并结合陷阱

[8]

命 。然而，油浸绝缘纸还存在厚度差异，多层绝

理论探究了上述因素对空间电荷效应的影响机理。

缘纸间有界面，同一绝缘纸内电导率不均匀分布等

1 绝缘纸中载流子的双极性输运模型

固有特性，且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绝缘纸老化状
态也会发生变化，绝缘纸上述特征均可能影响其内

纤维素绝缘纸/纸板为孔状高分子材料，在生产

部空间电荷特性，进而影响绝缘介质的绝缘特征，

和使用过程中因受潮或染污等原因会出现杂质粒

而现有文献对此尚鲜有报道。

子，杂质粒子在外施电场作用下或将发生电离而产

目前，对绝缘材料中空间电荷特性的研究方法

生正负电荷。同时，外加电场通过极板(阳极和阴极)

主要有 2 类：一是实际测量法；二是数值模拟法。

表面分别向绝缘纸/纸板中注入电荷(自由电子和自

前者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设置不同老化条件，开展老

由空穴)。绝缘纸/纸板中因杂质电离产生的电荷和/

化试验，然后采用热刺激电流法、电声脉冲法等方

或由电极注入的电荷均为空间电荷，空间电荷受电

；后者

场力作用将沿绝缘纸厚度方向向其两侧迁移，在此

则通过计算机模拟电介质中电子和空穴的迁移、入

过程中，部分电荷或被陷阱俘获形成陷阱电荷，此

陷、脱陷和复合等过程，成为计算高电压工程学的

过程即为入陷过程；在介质中某种确定的陷阱能级

法测量空间电荷在绝缘介质中的分布特性

[4,9]

[10]

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实测法可以测得介质中的净

下，当陷阱电荷受能量激发时，将从陷阱中逃脱出

电荷分布，但现有测量手段受限于测试精度和空间

来重新成为自由电荷，此过程即为脱陷过程。同时，

分辨率，且无法直接反映绝缘介质内部电荷的输运

包括自由电荷与陷阱电荷在内的异极性电荷之间

过程，亦不能获得介质内部各种微观粒子间的相互

也会发生复合。载流子在绝缘纸内部的上述物理传

作用；数值模拟法考虑了介质中电荷的注入、抽出、

输过程可用图 1 表示。

复合、入陷、脱陷和迁移等物理过程，进而可深入

图 1 中，S0，S1，S2，S3 分别是入陷电子/入陷

认识绝缘介质内部电荷的输运机理，探究空间电荷

空穴、自由电子/入陷空穴、入陷电子/自由空穴、

对介质劣化的作用机制。同时，数值模拟法中改变

自由电子/自由空穴的复合系数。

相关结构、参数等较为方便，可较为直观地获得不

魏艳慧等 [16]探索了空间电荷效应对绝缘纸击

同实验条件、老化状态、介质参数等对空间电荷效

穿特性的影响，表明经预压处理将影响绝缘纸内部

应的影响规律，且采用双极性电荷模型时的数值模

电场且试品的击穿电压将升高，但空间电荷对未预

拟结果与实测值的一致性很高

[11]

，因此数值模拟法

压试品内部的电场畸变特性的影响没有报道。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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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电子

S ht ( x, t )  Bh nhu (1 

入陷

脱陷

v exp(

陷阱电子
S0

S1

S2

S3

脱陷

(5)

自由电子和自由空穴被深陷阱捕获的系数；v 为陷

Movement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bipolar charge
within insulation paper board

以未经预压处理的绝缘纸作为研究对象，即施压前
绝缘纸内不存在由杂质电离产生的离子，假定绝缘
纸中空间电荷均来自电极注入。由文献[17]可知，
当电极界面场 E<100kV/mm 时，电极注入电荷的电
流密度 Je,h(x,t)可用肖特基定理表征，如式(1)所示。

阱电子和陷阱空穴的脱陷率；tre，trh 分别为电子
脱陷势垒和空穴脱陷势垒。
绝缘纸/ 纸板内部电荷的传输过程可由传输方
程、连续方程和泊松方程表征，见式(6)—(8)。其中，
传输方程用于求解忽略扩散过程时载流子的瞬时
电流密度；连续性方程用于确定各种载流子的密
度；泊松方程则用来求解总体的电场分布。
je,h ( x, t )  ne,h ( x, t ) e,h E ( x, t )

ei,hi

qEe,h ( x, t )
q
)[exp(
)
1] (1)
J e,h ( x, t )  AT exp(
4 0 r
kBT
kBT

ne,h ( x, t )
t

2

式中：Je,h(x,t)为电子和空穴注入电流密度，A/m ；
温度，K；ei、hi 分别为电子和空穴在绝缘纸中的
注入势垒，eV；q 为电子电荷量，且 q1.61019 C；
x0,d 时的 Ee,h(x,t)是分别为图 2 所示阴极、阳极处
的 电 场 强 度 ， V/m ； kB 为 玻 尔 兹 曼 常 数 ， 且
kB1.3806×1023 J/K；、r 分别为真空介电常数、
相对介电常数。



je,h ( x, t )
x

 Sik ( x, t )

E ( x, t )
 ( x, t )

x
 0 r

A 是理查德森常数，A1.2×106 Am2K2；T 为绝对

1.1

)  S1neu nht  S0 net nht

分别为电子和空穴陷阱的最大密度；Be、Bh 分别为

绝缘纸内部载流子的运动过程

2

kBT

net 为陷阱电子密度；nht 为陷阱空穴密度；N0.et、N0.ht

入陷
自由空穴

Fig. 1

trh

nht
)  nht 
N 0.ht

式中：neu 为自由电子密度；nhu 为自由空穴密度；

陷阱空穴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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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式中：ne,h 为载流子的电荷密度，C/m3；e,h 为自由
电荷迁移率，m2V1s ；E 为电场强度，V/m；Sij(x,t)
1

为源项，且计及电荷入陷、脱陷、复合等所有物理
过程，A/m3；为净电荷密度，是所有载流子密度
的代数和，C/m3，如式(9)所示。

  neu  net  nhu  nht

载流子输运模型
计算空间电荷效应时，首先将绝缘纸/纸板内部

(9)

基于上述模型，设定相关参数以计算绝缘纸 /

由非电荷传导输运引起的各类载流子浓度变化量的

纸板中的空间电荷密度等特征量。

总和视为源项，记为 Sik(x,t)(ie,h 分别表示电子和空

1.2

数值模拟中的参数设置

穴，ku,t 分别表示自由和陷阱)。绝缘纸/纸板内部

考虑到绝缘纸板的厚/长比值和厚/宽比值均较

的非电荷传导输运包括空间电荷的入陷、脱陷及复

小，且本文针对空间电荷在绝缘纸厚度方向上的分

合等物理过程，如果假设采用单一能级表征深陷阱

布情况进行研究，故在绝缘纸板厚度方向上可将其

的势垒，则自由电子、自由空穴、陷阱电子和陷阱

抽象为一维模型，并认为其左右两侧的边界条件不

空穴等 4 类载流子的源项表达式分别如下所示。

变。进一步地，设绝缘纸板厚度为 1mm，且在商用

Seu ( x, t )   Be neu (1  net /N 0.et )  net 
v exp(

tre
kBT

)  S1neu nht  S3neu nhu

软件 COMSOL 中采用定制方式进行网格剖分，最

(2)

S hu ( x, t )   Bh nhu (1  nht /N 0.ht )  nht 
v exp(

trh
kBT

)  S2 net nhu  S3 neu nhu

tre
kBT

)  S2 net nhu  S0 net nht

所示。
目前，尚未见到电荷迁移率、复合系数、陷阱

(3)

Set ( x, t )  Be neu (1  net /N 0.et )  net 
v exp(

大单元大小为 0.5m，剖分单元为 200 个，如图 2

密度、注入势垒、脱陷率等参数对绝缘纸中空间电
荷特性影响的报导，结合绝缘纸介电常数的实测
值，同时考虑到绝缘纸和聚丙烯等同属高分子聚合

(4)

物，且本文目的为探究绝缘纸的厚度、老化程度及
极性反转工况对其空间电荷效应的影响，上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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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mm

部净电荷密度分别如图 3、4 所示。

绝缘纸

3.0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30min
50min
60min

2.6

电势/kV

2.2

铝
电
极

接
地
极

1.8
1.4
1.0
0.6
0.2
0.0

0.0

0.5

1.0

0.2

厚度x/mm

图3
图2
Fig. 2

绝缘纸板加压与剖分模型

Fig. 3

Model of insulation paper with

上述参数的统计范围，设置数值模拟参数如表 1 所
示。因单层绝缘纸板相对较薄，且直流电场作用更
易引起绝缘纸/纸板中空间电荷的积聚，故本文设定
高压电极连接 3kV 直流电压(外施电压 U)，接地极
电势为零，温度为室温 293K。
表1
Tab. 1

1.0

绝缘纸板的电势瞬时分布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30min
50min
60min

0.6
净电荷密度/(C/m3)

对结论影响甚微，因此本文结合文献[11]中给出的

0.8

Instantaneous poten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board
0.8

applied voltage and meshing

0.4
0.6
纸板厚度/mm

0.4
0.2
0.0
0.2
0.4

仿真模型的主要参数

0.0

0.2

Main parameters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图4

0.4
0.6
纸板厚度/mm

0.8

1.0

净电荷密度分布

参数

数值

单位

含义

r

2.7

1

相对介电常数

0

8.8541012

F/m

真空介电常数

由图 3 可知，空间电荷效应使得绝缘纸/纸板内

Be

0.2

1/s

电子入陷系数

的电势同时发生了极性偏移和分布范围偏移。极性

Net charge density distribution

Bh

0.1

1/s

空穴入陷系数

偏移是指靠近阴极侧电势降低，而近阳极侧电势增

ei

1.2

eV

电子注入势垒

hi

大，且加压时间愈长，电势极性偏移愈明显。分布

1.35

eV

空穴注入势垒

e

21014

m2/(Vs)

电子迁移率

h

11014

m2/(Vs)

空穴迁移率

移分布在约 0~0.7mm 内的厚度范围内，而近阳极侧

S0

1105

m3/(sC)

复合系数

的电势偏移仅分布在约 0.8~0.96mm 厚度范围内。

S1

1105

m3/(sC)

复合系数

例如当 d=0.04mm 时，当加压时间由 0 分别增至 10、

S2

5

3

范围偏移是指绝缘纸/ 纸板近阴极侧电势的电势偏

m /(sC)

复合系数

30、50 和 60min 时，阴极电势由 0.12kV 分别减为

S3

0

m3/(sC)

复合系数

0.11、0.08、0.05 和 0.04kV。分析其原因，电势极性

F0

96485

C/mol

法拉第常数

110

计算泊松方程时，边界条件取 U1U，U20，
对应的 稀物 质传递 模块 通量边 界表 达式分 别如
式(10)、(11)所示。
qe  J e ( x, t ) / F0

(10)

qh  J h ( x, t ) / F0

(11)

1.3

Fig. 4

绝缘纸/纸板中的空间电荷特性

偏移是由极板注入电荷的极性引起的，而分布范围
偏移是由自由电子和自由空穴的迁移率不同引起
的。具体而言，绝缘纸/纸板近阴极侧电势降低为电
极注入自由电子积聚所致，近阳极侧电势增大为电
极注入自由电荷积聚所致；伴随加压时间的增加，
由电极注入的电荷量增加，表现为电势偏移量增大。
由图 4 可知，随着加压时间的延长，近电极处

利用表 1 中的参数对图 2 所示模型进行模拟，

绝缘纸/纸板的净空间电荷密度近似为指数分布，且

可得计及空间电荷效应，加压时间分别为 0、10、

近阴极侧自由电子密度的分布范围大于近阳极侧

30、50min 和 60min 时绝缘纸/纸板的电势和介质内

自由空穴密度的分布范围。为便于描述，本文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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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电荷的分布分为负电荷区、零电荷区和正电荷区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30min
50min
60min

0.7

等三部分。显然，负电荷区和正电荷区分别对应于
净电荷密度/(C/m3)

0.5

图 3 中的电势负/正极性偏移。此处，负电荷区位于
近阴极侧 0~0.4mm 内，正电荷区分布于近阳极侧

0.8~1mm 内，而零电荷区分布于 0.4~0.8mm 内。分
析其原因，一方面，自由电子迁移率是自由空穴迁
移率的 2 倍，电荷的自由迁移率越大，则其在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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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1
0.1
0.3

纸/纸板两侧的分布范围也越大，表明迁移率是导致
0.0

空间电荷和电场呈非对称分布的重要影响参数，这
一规律与文献[18]所得结论相同，同时也证明了本

图6

文所采用数值模拟模型中参数设置及所得结果的

Fig. 6

0.1
0.2
纸板厚度/mm

0.3

厚度为 0.3mm 时的空间电荷分布曲线
Charge d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with

有效性。另一方面，空间电荷在电场作用下向纸板

a thickness of 0.3mm

内部迁移和扩散，在此过程中，负/正电荷区的空间

综合比较图 4—6 可知，绝缘纸 / 纸板厚度由

电荷可能存在入陷或脱陷过程，亦或与异性电荷发

1mm 降至 0.6mm 和 0.3mm 时，零电荷区的宽度由

生复合形成中性粒子且发出光子。随着迁移距离的

0.4mm 分别降为 0.05mm 和 0，且相同加压时间下

增加，绝缘纸/纸板对应的陷阱变少，使得此部分中

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小，而负/正电荷

电荷和空穴的复合占突出地位，表现为中部的零电

区的宽度基本不变。同时，本文还获得了厚度分别

荷区。

为 150m 和 0.8mm 的绝缘纸中空间电荷密度曲线，

2 关键因素对空间电荷效应的影响规律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绝缘纸/纸板的厚度、老化

所得规律相同。为定量表征，本文分别将负电荷区
和正电荷区的净电荷密度 y 和厚度 x 间的函数关系
利用指数函数拟合，分别如式(12)、(13)所示。

程度和极性反转 3 个关键因素，探究其对空间电荷

负电荷区电荷密度曲线：

效应的影响规律。
2.1

y  a1b1x +c1

绝缘纸/纸板的厚度

(12)

正电荷区电荷密度曲线：

为研究不同厚度的绝缘纸/纸板内的空间电荷对

y  a2e( x / b2 )  c2

其内部电场的畸变效应，同时考虑到变压器中实际

(13)

使用的绝缘纸厚度通常从 45μm 到 175m 不等[19]，

式中：y 为绝缘纸/纸板中的净电荷密度，C/m3；a1、

而绝缘纸板的标称厚度则在 0.1mm 到 8mm 的范围

a2 为指前因子；c1、c2 为偏移量，C/m3；b1 为底数，

内[20]，本文结合实验室中所用绝缘纸的厚度及绝缘

b2 为比例系数，b2 的数学意义为绝缘纸厚度影响该

纸板的参数，进一步将绝缘纸/纸板的厚度分别设置

指数函数增长快慢的比例。
利用图 4—6 中的数据进行拟合，可得式(12)

为 0.6mm 和 0.3mm，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对应的净
空间电荷密度曲线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0.8

净电荷密度/(C/m3)

表2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30min
50min
60min

0.6
0.4

和(13)中的 3 个参数分别如表 2、3 所示。
Tab. 2

参数

0.0
a1

0.2
0.4

图5
Fig. 5

Main parameters of charge density curve of

negative charge area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0.2

0.0

不同厚度下负电荷区电荷密度曲线的主要参数

0.2
0.4
纸板厚度/mm

0.6

b1

厚度为 0.6mm 时的空间电荷分布曲线
Charge d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with
a thickness of 0.6mm

mm

10

30

50

60

1.0

0.1970

0.3340

0.4317

0.4743

0.6

0.1990

0.3353

0.4354

0.4804

0.3

0.1909

0.3792

0.887

2.0392

1.0

0.0013

0.0066

0.0148

0.0196

0.6

0.0015

0.0090

0.0212

0.0292

0.3

0.0045

1.0
c1

加压时间/min

厚度/

0.6
0.3

0.0725
10

4.789×10

10

4.094×10

9

2.432×10

0.4940
6

9.728×10

1.6095
4

4.914×104

4

7.114×104

2.002×10

5

2.785×10

4

2

1.245×10
3.743×10

5.5×10

3.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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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厚度下正电荷区电荷密度曲线的主要参数

Tab. 3

Main parameters of charge density curve of

positive charge area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和 12.52%；加压时间相同而绝缘纸厚度减小时，加
压时间较短(10min)时，b2 变化不大；而加压时间较
长时，b2 随厚度减小呈增大趋势。如加压 50min、

加压时间/min

参

厚度/

数

mm

10

30

50

60

1.0

8.389×1022

4.859×1012

5.250×109

4.237×108

0.6

9.769×107

1.283×107

1.046×105

4.024×105

0.3

4.869×105

1.1×10-3

1.14×102

2.21×102

1.0

0.0211

0.0392

0.0532

0.0595

0.6

0.0208

0.0391

0.0535

0.0602

伴随着换流变压器运行时间的增加，在温度、

a2

b2

c2

厚度由 1.0mm 减为 0.6mm 和 0.3mm 时，b2 由 0.532
缓慢增加至 0.535 和 0.691，对应的增幅为 0.56%和

29.16%。进一步地，加压时间和绝缘材料厚度的变
化对式(13)中偏移量 c2 的影响规律与 b2 基本相同。
2.2

绝缘纸/纸板的老化程度

0.3

0.0223

0.0472

0.0691

0.0788

机械、电气等多物理场的综合作用下，绝缘纸/纸板

1.0

0.0018

0.0108

0.0255

0.0341

的物理、化学等性能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其中，

0.6

0.0017

0.0110

0.0284

0.0406

聚合度 DP 和抗张强度 TS 可视为表征绝缘纸/纸板

0.3

0.0061

0.0709

0.1885

0.2536

的老化程度的最可靠判据。笔者所在实验室研究了

由表 2 可知，对于同一厚度的绝缘纸/纸板，指

机–热老化对绝缘纸机械性能劣化的协同作用，发

前因子随加压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如绝缘材料厚度

现机 – 热联合作用下介质老化速度显著高于热老

为 0.6mm，加压时间由 10min 增为 30、50 和 60min

化，且机械振幅愈大，材料的聚合度和抗拉强度下

时，a1 由 0.199 分别增至 0.3353、0.4354 和 0.4804。

降速度愈明显[21]。段宗超等发现，绝缘纸的活化能

加压时间较短时(如不超过 30min)，同一加压时间

和聚合度也会随绝缘材料的劣化而发生变化[22]，而

下，绝缘纸/纸板厚度变化时净电荷密度指前因子基

绝缘材料活化能的变化影响其在直流系统中的非

本不变，如加压时间为 30min 时，绝缘材料由 1.0mm

线性电导率，而聚合度与绝缘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

降至 0.6mm 和 0.3mm，对应的 a1 由 0.3340 分别增

有一定的联系。刘玲等进一步研究了运行一定时间

至 0.3353 和 0.3792 。而 加 压 时 间 较 长 时 ( 大 于

后绝缘纸板聚合度与初始聚合度间的差值与其相

30min)，同一加压时间下，指前因子随绝缘材料厚

对介电常数间存在的函数关系[23]，如式(14)所示。

度的减小而明显增加，如加压时间为 60min 时，绝
缘材料由 1.0mm 降至 0.6mm 和 0.3mm，对应的 a1

2

 r  7e6 x  0.0021x  2.8348

(14)

由 0.4743 分别增至 0.4804 和 2.0392，增幅分别为

式中：r 为绝缘纸板的相对介电常数；x 为初始聚

1.29%和 324.48%。进一步地，加压时间和绝缘材

合 度 DP0 与 运 行 t 时 间 后 聚 合 度 DPt 的 差 值

料厚度的变化对式(12)中底数 b1 和偏移量 c1 的影响

(DP0DPt) 。由式 (14) 可得， r 也用于描述绝缘纸 /

规律基本类似。

纸板的老化状态。

由表 3 可知，绝缘纸/纸板的厚度不变时，指前

基于上述原因，且考虑在 COMSOL 软件中，

因子随加压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加压时间较短时，

绝缘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设置较为方便，本文基于

a2 的增幅较大，而加压时间较长时，a2 增幅变小，

文献[21]中的实测聚合度数据，并由式(14)求得对应

如绝缘材料厚度为 1.0mm，加压时间由 10min 增为

的r，列于表 4 中。利用表 4 数据进行空间电荷效

30、50 和 60min 时，a1 增幅(相对于前一加压时间)

应的数值模拟，所得加压 30min 时对应的净空间电

分别为 5.79×109，1079.5 和 7.07 倍。此外，绝缘材

荷密度曲线，如图 7 所示。

料厚度降低时，同一加压时间下，a1 增幅的变化规

图 7 中r2.0034 时的曲线对应于图 4 中加压时

律也是先由大变小，如加压时间为 30min，绝缘材料

间为 30min 时曲线，比较可得，绝缘材料老化不仅

的厚度由 1.0mm 分别降至 0.6mm 和 0.3mm，对应的

a1 由 4.859×10

12

7

3

分别增至 1.283×10 和 1.1×10 。

绝缘材料厚度不变而加压时间增加时，比例系

表4
Tab. 4

聚合度与相对介电常数关系表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and the relative permittivity

数 b2 逐渐增加，而加压时间不变且绝缘材料厚度减

老化天数/d

聚合度(DP)

相对介电常数(r)

小时，b2 也呈增加趋势，且两种情况下 b2 的增幅均

2

1164

2.7004

较小。如厚度为 0.6mm，加压时间由 10min 逐渐增

6

832

2.0032

加到 60min 时，b2 的增幅依次为 87.98%、36.83%

10

599

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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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时刻对称。

0.4

采用前述双极性载流子模型，得到绝缘纸/纸板
内部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如图 9 所示。

0.2

0.55

0.0

0.35

0.0

0.2

0.4
0.6
纸板厚度/mm

0.8

净电荷密度/(C/m3)

0.4

1.0

图 7 绝缘纸老化程度与净空间电荷密度之间的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ulating paper aging
degree and net space charge concentration

0.25
0.15
0.05
0.05
0.15
0.25
0.35

加强了空间电荷效应的极性偏移，而且使得正电荷
区呈变小趋势。进一步地，利用式(12)和(13)进行曲

图9

线拟合，发现对应的偏移量 c1 和 c2 随老化程度的加

Fig. 9

深而增大，以 c1 为例，由r2.7003 时的 5.631×107

3.169×104。分析其原因，绝缘纸/纸板老化越严重，
其表面的陷阱数目增多，且内部杂质电离所产生的
带电粒子数目也增多，因此近电极侧积聚的空间电
荷也越多。

0.0

0.2

0.4
0.6
纸板厚度/mm

0.8

1.0

极性反转下绝缘纸内净电荷密度曲线
Charge d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under
polarity reversal voltage conditions

增加为r2.0034 时的 9.728×106 和r2.0034 时的

比较图 4 和图 9 可知，在外施电压极性反转之
前，如加压时间为 10min 和 30min 时，图 9 中绝缘
纸/纸板内部的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与图 4 中相同。
在外施电压极性反转之后，负/正电荷区的电荷密度
曲线形状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加压时间为 35min

极性反转
极性反转是换流变压器的一种特殊工况，是指

换流变压器阀侧绕组承受的直流电压由正极性变
为负极性，或相反。研究表明，极性反转过程强化
了换流变压器绝缘结构电场分布的不均匀程度[24]。
[25]

根据 IEC 61378-2 标准规定

，本文假设极性反转

是瞬时完成的，所采用的加压曲线见图 8，横坐标
表示加压时间，纵坐标表示加压大小。加压顺序为：
首先施加负极性直流电压 30min，然后将电压极性
反转，并维持至所需时间。由图 8 可知，从加压时
间角度讲，本文中加压 40min 时相当于反向加压

10min，说明加压 40、50 和 60min 时的持续加压时
3

电势/kV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20min
30min
35min
40min
50min
60min

0.45

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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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别与极性反转前 10、20 和 30min 关于极性反

1.5139
2.0034
2.7003

0.6
净电荷密度/(C/m3)

国

时，负电荷区的曲线初值(和极板接触的介质端面)
由0.1C/m3 逐渐降低至0.15C/m3，然后缓慢上升，
在 0.08mm 处基本与加压 30min 时曲线重合；在加
压时间增为 40min 时，曲线的初值变为 0，由 0 逐
渐降低至0.1C/m3，然后缓慢上升，在 0.13mm 处
基本与加压 30min 时曲线重合；当加压时间继续延
长，初值也将不断增加，由加压 50min 时的 0.11C/m3
增值加压时间 60min 时的 0.19 C/m3，然后持续下降
至负值，并在负电荷区缓慢上升。正电荷区的变化
情况与此相反，不再赘述。
由图 9 还可以发现，在 30min 时发生极性反转，
然后持续加压到 40min(反向加压 10min)、50min(反
向加压 20min)和 60min(反向加压 30min)时，负/正

2

电荷区的净空间电荷曲线均未与极性反转前对应

1

曲线对称：不仅净电荷密度的初值不对称，而且其

0

在绝缘材料厚度方向上的分布亦不对称。

1

3 影响油纸绝缘空间电荷效应原因探析

2

3.1

由于绝缘纸/纸板结构原因，其内部存在陷阱，

3
0

20

图8
Fig. 8

绝缘纸/纸板的厚度

40

60

t/min

其中，将能级 E<0.5eV 位于电子陷阱的准 Fermi 能

极性反转电压曲线

级 Efn 以上，或其能级位于空穴陷阱的准 Fermi 能

Polarity reversal test voltage in the paper

级 Efp 以下的陷阱称为浅陷阱；将 E>0.5eV 位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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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陷阱 Efn 之下，空穴陷阱 Efp 之上的陷阱称为深陷

电离产生的带电粒子等更容易在介质的近电极侧

阱。结合图 4，绝缘纸/纸板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中

积聚，进而诱发介质中的电场畸变程度加深。并且，

间存在零电荷区，可认为对应区域中没有陷阱或陷

绝缘纸/纸板老化愈严重，其中陷阱总量及深陷阱数

阱密度很低，因此，可用图 10 对绝缘纸/纸板内部

目增加愈明显，则陷阱俘获的电荷，即空间电荷的

陷阱进行示意。

数量增加也愈明显，介质中空间电荷效应将愈突

深陷阱

浅陷阱

出。因此，对应于图 7 中近电极侧介质中的净电荷
密度随介质老化程度的加重而增加的现象可得以
解释。
进一步得到对应于图 7 中 3 种老化状态下绝缘
纸/纸板中的电场强度曲线，如图 11 所示，曲线形
状与文献[7]一致。

图 10
Fig. 10

0.4mm

0.8mm

3.2

1mm

纸板厚度 1mm 时的陷阱分布示意

Trap distribution at paperboard thickness of 1mm

由图 10 可知，当绝缘纸/纸板厚度为 1mm 时，
中间存在约 0.4mm 宽的零电荷区，其空间电荷密度
低的原因可从下述 2 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近电极

2.8
电场强度/(kV/mm)

0mm

1.5139
2.0034
2.7003

2.4
2.0
1.6

侧因电场强度较高而老化较明显，而介质老化使其
内部陷阱增多；另一方面是随着电极注入电荷的增
多使得介质内部出现温度梯度，近电极侧温度较
高，使其杂质电离加剧。2 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

1.2
0.0

0.2

0.4
0.6
纸板厚度/mm

0.8

1.0

图 11 绝缘纸老化程度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介质近电极侧的陷阱密度变大，而中间的陷阱密度

Fig.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ulating paper

相对较小，故在介质近电极侧带电粒子的入陷及复

aging degree and electric field

合过程均较介质中部明显。

由图 11 可以发现，绝缘纸/纸板老化状态不变

当绝缘纸/纸板的厚度变小时，将对其内部低陷

时，其近阴电极侧电场强度 Ee 和近阳极侧电场强度

阱区进行压缩，当介质厚度缩减至某一临界值时，

Eh 均比介质中部电场强度 Ein 低，其原因可结合

其内部低陷阱区将消失，对应的零电荷区消失；若

图 12 所示同极性空间电荷对纸板近电极侧电场强

介质继续变薄，其内部将出现陷阱之间的“交叠

度的削弱效应进行探析。

区”，此时若陷阱中的电子或者空穴脱陷出来形成

外加电场方向

自由电子或者自由空穴，极易被临近的陷阱捕获，
发生复合，或者形成新的陷阱电荷，从而使得介质
内部电场畸变程度加剧。

-

时，如绝缘纸/纸板变薄，则因空间电荷效应使其绝

-

3.2

绝缘纸/纸板的老化状态
伴随着绝缘纸/纸板老化进程的持续，其关键组

成组分的纤维素将出现分叉、孔洞和断裂等缺陷[26]，

+

Ee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进行变压器绝缘结构设计
缘结构故障率增大。

+

-

-

图 12
Fig. 12

-

Ein

+

Eh

+

+ 高
压
+ 电
极
+

同极性电荷分布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homopolar charge distribution

图 12 中，近电极侧积聚的与电荷同极性的空

这些物理变化一方面使得绝缘纸/纸板中的陷阱数

间电荷越多，则绝缘纸/纸板近电极侧的电场强度

量增多，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原来的浅陷阱逐渐变

Ee 和 Eh 将越大，而中部电场强度 Ein 越大。这是因

为深陷阱。陷阱数量的增加以及深陷阱数目的增多

为，若空间电荷效应非常突出，则会导致纸板中部

可使更多的自由电子或自由空穴被陷阱俘获成为

的局部场强过高，一方面将加速介质的劣化而产生

陷阱电荷，从而使得介质中净空间电荷密度增加。

更多的陷阱和深陷阱，也可能导致介质被击穿而丧

换言之，由电极注入到绝缘纸/纸板中的电荷及杂质

失绝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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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角度来看，较高的场强促使绝缘纸板产

关于净电荷密度的初值不对称，可能是由于极性反

生新的陷阱，将捕获更多的自由电荷成为陷阱电

转前施加电压时绝缘纸/纸板中没有电荷的前提条

荷，而新陷阱电荷也可能脱陷再次成为自由电荷，

件决定的，对应的电荷密度初值完全为电极注入的

在此电荷入陷、脱陷的过程中，均有能量的释放和

电荷；极性反转后，电极注入的异极性电荷需要与

转移，且陷阱电荷与异极性的自由电荷相复合产生

材料中的空间电荷复合，因此相同时间下的净电荷

中性粒子亦会降低陷阱密度。随着绝缘纸/纸板老化

初值变小。而绝缘纸/纸板中深陷阱的存在，使得其

程度的加深，将不断产生新陷阱，循环电荷的入陷、

陷阱电荷需要较长时间被新异极性电荷复合或脱

脱陷及复合过程，当其所释放出的能量累积至一定

陷成为自由电荷，同时，进一步建立新的空间电荷

值，或诱发局部放电现象的出现，进而加速试样击

场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净空间电荷密度曲线在介

穿。因此，绝缘纸/纸板的老化程度越严重，空间电

质厚度方向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且在介质厚度

荷积聚效应愈发显著，使得介质内部电场的畸变也

方向上不会与极性反转前的不对称分布情况相同。

越严重，将进一步加速介质的老化。
综上，在变压器服役期间，应准确监测其油纸

显然，极性反转使得绝缘纸/纸板中的空间电
荷分布更为复杂，其对应电场模值如图 13 所示。

绝缘结构的老化状态，制定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运维

3.5

3.3

极性反转
当施加于绝缘纸 /纸板两侧的直流电压极性未

变时，其近阴极侧积聚负电荷，而近阳极侧积聚正
电荷。当极性反转瞬间完成后，由极板注入绝缘材

电场强度/(kV/mm)

方案。

3.0

2.0
1.5
1.0

料中电荷极性也发生变化，原阴极变为阳极向介质

0.5

内注入自由空穴，而原阳极则变为阴极向介质内注

0.0
0.0

入自由电子。在原负电荷区，一方面没有了自由电
子的持续注入，另一方面新注入的自由空穴数目剧
增，并将以一定的几率和原负电荷区的自由电子复

图 13
Fig. 13

合，因此原负电荷区的自由电子数目急剧降低，表现
为图 9 中原负电荷区的初始电荷密度由加压 30min

加压时间
0min
10min
20min
30min
40min
50min
60min

2.5

0.2

0.4
0.6
纸板厚度/mm

0.8

1.0

极性反转时绝缘纸/纸板中的电场强度
Electric field within insulation/board under
polarity reversal voltage conditions

比较图 11 和图 13 可知，极性反转前绝缘纸/

时的0.3 C/m3 上升为加压 35min 时0.1 C/m3。随反

纸板内积聚的空间电荷消散速度跟不上外电场的

向电压施加时间的延长，注入的自由空穴更多，电

变化，使得内电场与外施电压极性反转形成的暂态

荷密度的初值也变大。原正电荷区的变化原因与此

叠加，从而增强了绝缘纸/纸板中部的电场强度。加

相同。

压时间越长，绝缘纸/纸板中积聚的空间电荷越多，

进一步地，外加电压极性反转后，近电极侧的

极性反转后内部电场的畸变也将越严重，更易引起

陷阱电荷将逐渐与新入陷的异极性电荷复合，然后

绝缘纸 / 纸板的击穿事故，这一结论与文献 [27] 相

陷阱将再次俘获电极新注入的电荷。以近阳极侧为

符。因此，设计换流变压器绝缘结构时，须采取增

例，原正电荷区中的陷阱电荷中空穴的数量多余电

大绝缘厚度等措施以抑制或降低极性反转所诱发

子数量，极性反转后，原电极注入自由电子，新注

的空间电荷对其内部电场畸变的影响。

入的自由电子在电场作用下向阳极侧迁移，在移动
过程中，部分自由电子被陷阱捕获而与原陷阱空穴

4 结论

复合，或原陷阱空穴在新电场作用下脱陷而成为自

本文基于双极性电荷传输模型，并考虑了电子

由空穴，且这些自由空穴将以大概率与自由电子复

和空穴等载流子的迁移、入陷、脱陷、复合等物理

合而消散。因此，原正电荷区的正电荷数目逐渐减

过程，研究了换流变压器内绝缘纸/纸板厚度、老化

少，表现为图 9 中电荷密度上升到某一正峰值后快

强度、极性反转等因素对油纸绝缘内空间电荷效应

速下降。
如 2.3 节所述，极性反转前后绝缘纸/纸板中的

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净空间电荷曲线呈现非对称性。分析其原因如下：

积聚与电极注入电荷极性相同的空间电荷，使得绝

1）在直流电压作用下，绝缘纸/纸板近电极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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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瞬时电势出现极性偏移；介质内陷阱分布的不

combined stress for oil-paper insulation[J]．Proceedings of

均匀性使得瞬时电势出现了分布范围偏移。净空间

the CSEE，2018，38(4)：1232-1238(in Chinese)．

电荷可分为正电荷区、负电荷区和零电荷区三部

[6] 郝建，廖瑞金，Chen G，等．绝缘油老化对油纸绝缘

分，且正/负电荷区曲线可用指数函数表征。

2）绝缘纸/纸板厚度的变化不改变空间电荷效
应的极性偏移和分布范围偏移；但厚度变化影响绝
缘材料内部陷阱的分布，净空间电荷密度的零电荷
区将随厚度的降低而缩小甚至消失。

介质空间电荷形成及迁移特性的影响[J]．中国电机工程
学报，2012，32(16)：173-181．
Hao Jian，Liao Ruijin，Chen G，et al．Influence of oil aging
on the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behavior of space charge
in oil-paper insulation dielectrics[J]．Proceedings of the
CSEE，2012，32(16)：173-181(in Chinese)．

3）绝缘纸/纸板老化程度不同，空间电荷效应

[7] 李伟，廖瑞金，袁秀娟，等．热老化对纤维素绝缘纸的

的极性偏移和分布范围偏移均不变，但随着老化程

空间电荷及陷阱特性的影响[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度加重，其内部陷阱密度及深度均变大，空间电荷
在纸板近电极侧的积聚量也越多，导致空间电荷效
应的极性偏移程度加深。

4）极性反转同时改变空间电荷效应的极性偏

2012，32(7)：145-153．
Li Wei，Liao Ruijin，Yuan Xiujuan，et al．Effects of
thermal aging on space charge and trap characteristics of
cellulose insulation papers[J]．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2，32(7)：145-153(in Chinese)．

移和分布范围偏移特征。极性反转前绝缘纸/纸板中

[8] Tang Chao，Chen G，Fu M，et al．Space charge behavior

陷阱电荷在反向电场下将会脱陷，或与异极性电荷

in multi-layer oil-paper insulation under different DC

复合而消散，但空间电荷的消散及相反极性空间电

voltages and temperatures[J] ． IEEE Transactions on

荷的积聚均需一定的滞后时间，该时间差值使得极
性反转前后绝缘材料中的负/正空间电荷区呈现初
值不对称，同时空间电荷沿介质厚度方向分布亦不

Dielectrics and Electrical Insulation，2010，17(3)：775-784．
[9] Zhou Yao，He Jinliang，Hu Jun，et al．Evaluation of
polypropylene/polyolefin elastomer blends for potential
recyclable HVDC cable insulation applications[J]．IEEE

对称，致使绝缘纸内部电场畸变愈发严重。

Transactions on Dielectrics and Electrical Ins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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