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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技术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国网上海物资公司、上海恒能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上海久亚电气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金星、鲁晓秋、孙俭、张莹、翟万利、沈东明、邱辉、周彦、郭磊、沈杰士、

虞振凌、贲飞、金鼎。

首期执行单位：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国网上海物资公司、国网上海电科院、上海恒能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上海久亚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兆邦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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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用复合外套无间隙内置脱离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以下简称避雷

器）的分类、标准额定值和运行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与保管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低压交流配电系统标准额定电压0.38kV、0.22kV的低压交流避雷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032-2020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11.1-1997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IEC 60099-4 避雷器第4部分：交流电系统用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NB/T 42059-2015 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用脱离器

JB/T 7618-2011 避雷器密封试验 浸泡法

DL/T 804-2014 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使用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032-2020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避雷器脱离器 arrester disconnector

在避雷器故障时，为了防止系统持续故障，能够使避雷器与系统断开的装置，并给出可见标识。

注：脱离器脱离时切断流经避雷器的故障电流通常不是该装置的功能。

3.2

内置脱离器 built-in disconnector

避雷器内部配置脱离器，脱离器与避雷器本体固定连接在一起，是完整避雷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动作时才给出可见标识。

3.3

配电类避雷器 distribution class arrester
通常使用在 SU ≤40.5 kV的系统中，主要用于保护配电系统电器设备免受雷电过电压损害的避雷

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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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metal-oxide surge arrester without gaps
由装在具有电气和机械连接端子外套中的非线性金属氧化物电阻片串联和（或）并联组成且无并联

或串联放电间隙的避雷器。

3.5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of an arrester

rU

对于无间隙避雷器，是指通过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试验和动作负载试验验证，允许施加到避雷器

端子间持续10 s的最大工频过电压方均根值。

3.6

持续运行电压 continuous operating voltage of an arrester

CU

允许持久地施加在避雷器端子间的工频电压方均根值。

3.7

持续电流 continuoμs current of an arrester

对无间隙避雷器施加持续运行电压时流过避雷器的电流。

3.8

标称放电电流 nominal discharge current of an arrester

nI

用于避雷器分类的雷电冲击电流峰值。

3.9

工频参考电流 power—frequency reference current of an arrester
用于确定避雷器工频参考电压的工频电流阻性分量峰值（如果电流是非对称的，取两个极性中较高

的峰值）。

3.10

工频参考电压 power-frequency reference voltage of an arrester

ACrefU

在避雷器流过工频参考电流时所测的避雷器端子间的工频电压峰值除以√2。

3.11

直流参考电压 DC reference voltage of an arrester



T/SEPA XXXX-YYYY

3

refDCU

在避雷器流过直流参考电流时所测的避雷器端子间的直流电压平均值（如果电压与极性有关，取低

值）。

3.12

0.75 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泄漏电流 leakage current at 0.75 refDCU of an arrester

在0.75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流过避雷器的泄漏电流。

3.13

残压 residual voltage of an arrester

resU

对于无间隙避雷器，放电电流流过避雷器时其端子间的电压峰值。

3.14

雷电冲击电流 lightning current impulse of an arrester
视在波前时间为7μs～9μs，波尾视在半峰值时间为18μs～22μs的一种8/20波形的冲击电流。

3.15

大电流冲击 high current impulse of an arrester
用于验证避雷器在遭受直击雷时稳定性，冲击波形4/10的冲击电流峰值。

3.16

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 power—frequency voltage versμs time characteristic
在规定的条件下，对避雷器施加不同的工频电压且不导致避雷器损坏或热崩溃所对应的最大持续时

间。

注：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也称为TOV耐受特性。

3.17

额定重复转移电荷 repetitive charge transfer rating

rsQ

由单次或者多次冲击电流产生，通过避雷器转移，并且不会引起电阻片的损坏或者不可接受的电气

性能劣化的避雷器最大电荷转移能力。

3.18

额定热转移电荷 thermal charge transfer rating

t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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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稳定试验中，1min内可以通过避雷器或避雷器比例单元转移而不会导致热崩溃的最大规定电

荷值。

注：额定热转移电荷值通过动作负载试验来验证。

3.19

型式试验 type tests

完成一种新的避雷器设计时，为确定代表性的性能并证明符合有关标准所做的试验。

注:型式试验做一次即可,但是如果在设计和工艺上有所变更对产品性能有影响时,重新进行相关项目的试验。

3.20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s

为保证产品符合设计规范，对每只避雷器或部件进行的试验。

3.21

抽样试验 sample test

对避雷器产品的主要部件，按批次以一定比例抽取试品进行抽样检查以控制避雷器产品质量的试

验。

3.22

定期试验 periodic test

制造厂在特殊情况下或规定的年限内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试验。

3.23

验收试验 acceptance tests

经供需双方协商，对避雷器或代表性试品进行的试验。

4 避雷器的型号、标志与分类

4.1 型号：

YH 1.5 W x / x x

脱离器类型：热熔式/热爆式

标称放电电流下残压，单位为kV

避雷器额定电压，单位为kV

结构特征：无间隙

标称放电电流：1.5kA

产品型式：复合外套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示例：

YH1.5W-0.5/2.6TLR

1 YH 复合外套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2 1.5 标称放电电流1.5kA

3 W 无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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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5 避雷器额定电压0.5kV

5 2.6 标称放电电流下残压2.6kV

6 TLR 热熔式脱离器

4.2 标志：

避雷器铭牌上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 型号

—— 持续运行电压

—— 直流参考电压

—— 制造商名称

—— 制造年月

4.3 分类

表 1

避雷器分类 配电类

等级 DL

标称放电电流 1.5 kA

rsQ （C） ≥0.1

thQ （C） 0.2

注：字母DL表示配电类低负载。

5 标准额定值和运行条件

5.1 标准额定值

5.1.1 低压交流配电系统标准额定电压

0.38kV、0.22kV。

5.1.2 标准额定频率

本文件涉及的避雷器的额定频率为 50 Hz。

5.1.3 标准标称放电电流

本文件涉及的低压配电用避雷器的标准标称放电电流为 1.5kA。

5.2 运行条件

除特殊使用条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外，避雷器应在下列使用条件下能正常运行；

符合本文件的避雷器在下述正常运行条件下应能正常运行；

a) 适用于户内、柜（箱）内；

b) 交流系统的频率不低于 48Hz，不超过 62Hz；

c) 长期施加在避雷器端子间的工频电压不超过避雷器的持续运行电压；

d) 覆冰厚度不大于 20mm；

e) 环境温度:-40～+40℃；



T/SEPA XXXX-YYYY

6

f)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

6 产品结构及技术要求

6.1 产品结构

6.1.1 内置脱离器

避雷器内置脱离器，脱离器与避雷器本体固定连接。

6.1.2 热熔介质层

热熔介质层满足避雷器安秒特性要求，在避雷器故障电流下能热熔。

6.1.3 储能释放结构

储能助力机构，助力脱离器脱离本体并与系统断开。

6.1.4 导向机构

接地线无阻挡脱离通道。

6.1.5 故障指示模块

故障指示模块在脱离器动作后，起故障指示作用，指示故障点，方便故障巡视人员快速发现故障点。

6.1.6 带电作业更换辅助工具

依靠辅助工具可带电作业更换故障避雷器。

见附录 A示意图

6.2 产品技术要求

表2 技术参数表

技术参数
DL 配电类

避雷器额定电压 0.28kV 型 避雷器额定电压 0.5kV 型

避雷器额定电压（有效值） kV 0.28 0.5

标称放电电流 kA 1.5 1.5

雷电冲击残压(峰值) ≤kV 1.3 2.6

持续运行电压（有效值） kV 0.24 0.42

直流 1mA 参考电压 ≥kV 0.6 1.2

0.75 倍直流 1mA

参考电压下泄漏电流 ≤μA
50 50

重复转移电荷（Qrs） C 0.1 0.1

热转移电荷（Qth） C 0.2 0.2

大电流冲击耐受 kA 20 20

爬电距离 ≥mm 70 70

拉伸负荷 N 30 30

外绝缘耐受 (工频)

≥kV

干 3.0

湿 2.0

7 试验方法

7.1 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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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目参照 GB11032-2020 表 12 执行，具体如下表 3：

表3 型式试验项目

序

号

避雷器类型 配电类

试品标称放电电流 1.5kA

Us(有效值)/kV ≤0.5

1 0.75 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漏电流试验 8.2 1 只避雷器

2

绝缘耐受试验

1只避雷器外套
a）雷电冲击电压试验 不要求

b）操作冲击电压试验 不要求

c）工频电压试验 8.2.8

3

残压试验

3只避雷器或比例单元
a）陡波冲击电流残压试验 不要求

b）雷电冲击残压试验 8.3.3

c）操作冲击残压试验 不要求

4 长期稳定性试验 8.4 3 只避雷器或比例单元

5 重复转移电荷试验 8.5 按要求

6 脱离器试验 8.9 按要求

7 散热特性试验 不要求 试品不满足 7.2.2.1 及 8.6.2 要求

8 持续电流试验 8.17

1 只避雷器

9 工频参考电压试验 8.18

10 直流参考电压试验 8.19

11 局部放电试验 8.21

12 电流分布试验 不要求

13 统一爬电比距检查 8.23

14 动作负载要求 10.8.7 3 只避雷器或比例单元

15 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试验 不要求 试品不满足 7.2.2.1 及 8.8.2 要求

16 密封试验 10.8.13 按要求

17 短路试验 不要求

18 弯曲负荷试验 不要求 柔性连接，无抗弯负荷

19 拉伸负荷试验 10.8.25 按要求

20 无线电干扰试验 不要求 配电类不要求

21 内部部件绝缘耐受试验 不要求 试品不满足 7.2.2.2 及 8.15.1 要求

22 内部均压部件试验 不要求 无均压部件

23 气候老化试验 不要求 户内、柜（箱）内使用

24 复合外套外观检查 10.8.26 1 只避雷器

7.2 例行试验

试验参照 GB11032-2020 表 14 执行，具体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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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例行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品

1 复合外套外观检查 10.8.26

避雷器
2 密封试验 10.8.13

4 直流参考电压试验 8.19

5 0.75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漏电流试验 8.20

6 标称放电电流残压试验 8.3.3 电阻片

7.3 定期试验

试验参照 GB11032-2020 表 15 执行，具体如下表 5：

表5 定期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品

1 残压试验 8.3 3只避雷器或比例单元

2 重复转移电荷试验 8.5 按要求

3 动作负载试验 8.7 3只比例单元

6 长期稳定性试验 8.4 3只比例单元

7.4 抽样试验

试验参照 GB11032-2020 表 11 执行，具体如下表 6：

表6 抽样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品

1 重复转移电荷试验 Qrs 8.5 1%（不小于10只）

2 大电流冲击耐受试验 8.24 5只

3 长期稳定性试验 8.4 3只

7.5 检验规则

7.5.1 避雷器例行试验应由生产企业检验部门逐只检查，并保证出厂的产品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7.5.2 产品抽样试验应按批次进行取样。

7.5.3 新产品设计及老产品在设计、材料、工艺上有重大变动时，应按表 3中规定的项目进行型式试验。

8 产品包装、运输和保管

8.1 包装

8.1.1 包装箱：

避雷器的包装应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不致因包装不良而导致其损坏，包装应符合JB/T 9673的规定，

在包装箱上应注明：

a) 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及型号；

b) 发货单位、收货单位及详细地址；

c) 产品净重、毛重、体积等；

d)“向上”“怕雨”等字样和标志，字样和标志符合 GB/T 191-2008 要求。

8.1.2 随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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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如下：

a) 包装清单；

b) 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书；

c) 安装、使用说明书（每组避雷器附 1 份）。

8.2 运输和保管

整只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和包装，都要适用运输、装卸的要求。如果产品对运输、装卸和保管有

其他特殊要求时，制造厂家要在包装箱明确标志。

包装件在装卸时应小心轻放，并按标记规定的方向堆放，在运输时应防止挤压、雨淋，严禁与酸碱

等腐蚀性物品放在同一车厢内运输。

包装件应放在通风、干燥、防潮的库房中保管，不得与酸碱等腐蚀性物品放在同一库房中。



T/SEPA XXXX-YYYY

附 录 A

内置脱离器避雷器带电更换辅助工具

A.1 辅助工具示意图

带电更换辅助工具包括本体套筒、绝缘杆和接地螺母套筒三部分组成。其中，避雷器本体套筒采用

ABS工程塑料制造，绝缘杆采用环氧玻璃纤维制造，接地螺母套筒采用ABS工程塑料制造。工具的全绝缘

设计与制造确保了带电拆装避雷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图1、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带电更换辅助工具示意图

图2、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带电更换辅助工具剖面图

注：安装、拆卸避雷器时用图1中示1端避雷器本体套筒，安装接地线时用图1中示3端接地螺母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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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避雷器与辅助工具对照图：

A.3 拆装使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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