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技术规范》

编 制 说 明

标准编制组

2021年 9月



T/SEPA XXXX-YYYY

II

目次
一、 制定背景..................................................................................................1

二、 任务来源和主要工作过程..................................................................... 2

（一）立项（2021 年 5 月下旬）..............................................................3

（二）编制（2021 年 6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3

（三）标准征求意见（2021 年 10 月上旬）............................................3

（四）标准初审稿审定会（2021 年 11 月上旬）....................................4

三、 主要参编单位......................................................................................... 4

四、 标准编制原则......................................................................................... 4

五、 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4

（一）第 1章 范围..................................................................................... 5

（二）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5

（三）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5

（四）第 4章 避雷器的型号、标志与分类.............................................5

（五）第 5章 标准额定值和运行条件.....................................................6

（六）第 6章 产品结构及技术要求.........................................................6

（七）第 7章 试验方法............................................................................. 6

（八）第 8章 产品包装、运输和保管.....................................................7

六、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8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8



T/SEPA XXXX-YYYY

III

八、 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8

九、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8

十、 实施本标准的措施建议......................................................................... 8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9



T/SEPA XXXX-YYYY

1

一、 制定背景

低压避雷器主要是用于保护低压系统电力设备免受雷击瞬态过电压（瞬

态过电压包括雷击、操作、陡波三种）危害并迅速切断工频续流的一种电器

保护装置。低压交流避雷器主要作用是防感应雷（雷击包括直击雷、反击雷、

侧击雷、绕击雷、感应雷，前四种主要由输、配电线路提供保护），通常与被

保护线路或设备并联，当避雷器内部氧化锌阀片被雷击击穿或损坏后，发生

接地，就可能形成持续性的接地故障，严重威胁系统稳定及设备周围人员安

全，停电检修也严重影响用户用电。

避雷器在正常运行时，一端接系统，一端接地。由于氧化锌电阻片具有

优异的非线性，在正常工频电压下呈高阻状态，漏电流（阻性）为微安级。

但如果避雷器本身电阻片质量低劣、密封不良等导致电阻片受潮或受雷

击损坏等情况下，漏电流会迅速增大造成电阻片升温，继而漏电流进一步增

大，电流持续循环增大到一定值时，电阻片就会被“热崩溃”击穿，进而造

成接地故障。

为此，在 10kV 及以上系统广泛使用脱离器来解决这一隐患。脱离器可以

在漏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并在电阻片“热崩溃”前动作，使避雷器与系统脱

离，避免接地故障的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在低压交流避雷器中内置脱离器后即可使低压交流

避雷器故障后及时脱离系统，隔离故障，避免形成持续性的接地故障，保障

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并避免用户停电和接地故障引发的人身安全隐患。

国内外现有传统避雷器脱离器主要类型有两种，包括热熔式脱离器和热

爆式脱离器。

热熔式脱离器是利用流过失效避雷器中的短路漏电流动作，当漏电流达

到一定值时，使热溶式脱离器中的合金热熔熔片（或焊锡）熔断介质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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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脱离器动作，达到脱离的目的。热爆式脱离器则是利用失效避雷器中的

短路漏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动作，电压击穿并联间隙产生电弧并点燃炸

药，使脱离器中产生燃孤，引爆热爆元件引发脱离器动作，来达到脱离的目

的。

以上两种类型的脱离器在常规 10kV及以上线路保护设备中应用较多，但

是在低压（0.38kV、0.22kV）领域中没有相关产品及其标准。原因是由于低

压避雷器的电压等级比较低，内部产生的热量不足以使外接热熔式脱离器动

作，其增大的漏电流也不足以产生 3kV的高压击穿间隙。而且两种脱离器体

积均大于低压避雷器，因此现有常规 10kV及以上线路保护设备中的脱离器无

法适用于低压系统，低压领域中也没有相关产品及其标准。

因此，对低压领域的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技术进行总结、归纳、

整理，形成团体标准有助于指导设计、生产单位更好的设计、制造内置脱离

器的低压交流避雷器，也能帮助技术人员、运维人员更好的使用避雷器，保

障电网的可靠、稳定运行。

二、 任务来源和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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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久亚电气有限公司多方合作，以“举手制”项目《可带

电作业低压交流避雷器的研制》为切入点，以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承担的

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及其带电作业的工具和方法的试点及大面积推广

应用为核心，选取技术代表性强、战略重要性高以及具备示范作用的重点业

务开展标准研究。



T/SEPA XXXX-YYYY

3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及国网公司有关电力设备技术提升的相关要

求，进一步规范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相关标准要求，实现产品的规

模化生产和应用，提升上海电网运行可靠性，起草单位在前期试点应用的基

础上，特组织行业专家编制《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技术规范》。以填补

该领域标准的空白，并规范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技术规范要求，助力

行业转型升级，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一）立项（2021年 5月下旬）

1.编制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等材料。

2.在金山公司内部提交立项申请。

3.2021年 5月 25日，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主持召开立项评审会，立项通

过。

（二）编制（2021年 6月上旬至 9月下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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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久亚电气有限公司多方合作，组建标准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和标

准起草组，共同开展制定工作。

2. 在就制定方向和重点实验项目上进行有针对性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

合相关信息和资料研究，形成标准的框架、主要内容，并进行反复意见征询

及确认。

（三）标准征求意见（2021年 10月上旬）

1. 标准起草组依照确定的框架、内容和方法，进行标准起草，标准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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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业内专家共同研讨，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 征求意见稿发送金山公司内部相关部门及外部相关专家，在此基础上

形成初审稿。

（四）标准初审稿审定会（2021年 11月上旬）

1. 组织专家召开标准初审稿审定会。

2. 会后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形成送审稿。

三、 主要参编单位

本标准计划由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提出并归口管理。本标准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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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亚电气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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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原则编制：

1. 以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等多省市内置脱离器低压交

流避雷器运行经验为基础，参考国内外现行的规范规程和标准规定。

2. 充分借鉴国内成熟的避雷器实验和运行经验，进行技术规范的编写。

3. 适应国内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技术要求。

五、 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共有八个章节，其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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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章 范围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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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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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遵循既有法规与标准的基础上编制而成。该部分条款列出了本

标准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些标准与规范文件通过本标准的引

用而适用于本标准。

（三）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本章规定了标准涉及的术语及其定义，其中内置脱离器定义是本文根据

该项技术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归纳总结形成，表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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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的规定是因为低压避雷

器故障后故障电流较小，产生的能量较小，固定连接可以避免分体式连接带

来的故障能量损失引起的低压脱离器脱离响应滞后或者能量太低无法触发脱

离器脱离的情况发生。型式试验、例行试验、抽样试验、定期试验等实验项

目均在第 7章试验方法中有具体要求和说明。

（四）第 4章 避雷器的型号、标志与分类

本章规定了标准的避雷器型号命名规则、避雷器铭牌上包含的信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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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分类，并给出了示例。

（五）第 5章 标准额定值和运行条件

本章规定了避雷器的标准额定电压、标准额定频率、标准标称放电电流

和运行条件，本避雷器适用于户内、柜（箱）内。

（六）第 6章 产品结构及技术要求

本章规定了内置脱离器、热熔介质层、储能释放结构、导向机构、故障

指示模块、带电作业更换辅助工具的结构及其要求，并规定了内置脱离器低

压交流避雷器的典型技术参数。

（七）第 7章 试验方法

本章规定了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型式试验、例行试验、定期试

验、抽样试验等实验项目的具体要求和说明，并对检验规则作了要求。其中

免做实验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1.散热特性试验：

低压避雷器比例单元数量 n=1，所以不需要做热等价试验。

2.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试验：

按GB/T 11032 -2020第 8.8.2条要求：试品应为热比例单元（见GB/T 11032

-2020第 7.2.2.1条要求）。比例单元的额定电压应不小于 3kV。低压避雷器比

例单元数量 n=1，额定电压为：0.28～0.5kV。试品不满足试验要求。这项试

验免除。

3.短路试验：

本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电阻片重量不超过 20g，远远低于短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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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不超过 60g的判定标准，所以按 GB/T 11032 -2020第 6.13条规定，本项

目免做。

4.弯曲负荷及拉伸复合试验：

该技术规范是针对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下部接线端为非固定柔

性连接，不承担弯曲负荷，因此此项试验免做。

5.无线电干扰试验：

配电类按规定免做。

6.内部部件绝缘耐受试验：

按 GB/T 11032 -2020第 8.15.1条规定：试品应为介电特性比例单元，应

满足 GB/T 11032 -2020第 7.2.2.2条要求：比例单元的额定电压应不低于 3kV。

低压避雷器不满足试品要求，因此此项试验免做。

7.内部均压部件试验：

避雷器内部无均压部件，此项免做。

8.气候老化试验：

在技术规范中使用条件规定：使用环境为户内，柜（箱）内，故此项免

做。

9.电流分布试验：

按规定免做。

10.拉力测试：

该技术规范是针对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脱离器下部为柔性连接

的接地线，不承担拉力负荷，因此此项试验免做。

（八）第 8章 产品包装、运输和保管

本章规定了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产品包装、运输和保管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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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说明。

六、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经查询，目前无类似标准。

八、 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并与现

行的国家、行业标准保持一致。

九、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进行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十、 实施本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所有低压配电设备的避雷器，适用于各种需要避雷器

来防止过电压的设备中，可适用于 JP柜、配电柜等成套设备中，也可广泛适

用于军事、邮电、铁路等通信电源和通道保护，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交通

信号系统保护，计算机和信息采集设备保护，野外气象站台、遥测遥控站台、

信标系统保护等，对于可自动跌落、分离、隔离故障、指示故障的内置脱离

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推广具有示范作用，可推动通讯、电源、设备、保护等

其它行业的发展与技术革新，行业影响深远。

本标准符合实际应用需求，可以为内置脱离器低压交流避雷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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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额定值和运行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与保管等

提供技术指导，指导企业技术人员更好、更高质量完成电力设备防止过电压

的工作，建议在上述适用领域范围内推广实施，同时注重在运行中持续改进

标准。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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