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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常见故障分析与检修思考
蒙 毅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 随着我国输电电力系统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电力系统变压器的系统故障分析处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技

术挑战。变电站是电网运行不可或缺的设备，在输配电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防止大规模电网事故

的发生，保障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因此，电力交流变压器系统是我国整个电力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部件，是保障

电网能够持续稳定供电的重要电力保证。本文首先剖析了电力电源的常见故障，然后提出了电力变压器大修和日

常维护的策略，旨在为相关技术人员在电力变压器的维护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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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交流电源在日常运行中，会遇到几种常见故

障，影响了现代人的用电安全及电量品质。按时进行

日常维护，可以及早发现故障，解决问题，有效稳定

电力变压器的运行。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电力变压器

常见故障的分析，提出有效的检修计划，以方便今后

的电力检修工作。

1 电力变压器故障的检查方法

1.1 观察表面现象

通过观察各种故障现象发生时的物体颜色、温度

和气味等各种异常现象，由外向内认真仔细检查输出

变压器的每一处。

1.油箱出现大量渗漏或同时出油。家用家电变压

器内的油在油箱运行时出现大量渗漏，或者进入整个

油箱的液体现象比较普遍，其外面如有一点闪闪发光

或其上黏着一些淡淡黑色的油或粉状透明液体就很容

易使人认为这就是产品出现了油箱漏油。小型家用家

电变压器被直接安装在大型家用配电柜中，因为有时

会有一些漏出家用变压器的油直接向下流入到安装的

大型配电柜下部的坑内，所以不易及时发现。

油箱渗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它的油箱与其他重

要零部件之间没有联接，或互相连接等处或者存在零

件密封不良，或是焊件或其他金属件与铸件之间焊接

等处存在产品质量上的缺陷，运行中额外荷重或者使

油箱内部受到严重外力产生振动等。此外，内部的零

部件出现故障也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在使用时水箱内

的油温迅速降低或升高，使得油的内部部件体积迅速

增大膨胀，发生大量油箱漏油的事件。

2.内部变压器发生故障时可能会伴随着内部体表

的温度变化或内部防爆膜异常龟裂、破损。由于当内

部呼吸管开口不灵，不能正常进行呼吸时，会直接使

内部空气压力迅速升高从而引起内部防爆膜龟裂破损。

所以当发生气体传动继电器、压力传动继电器、差动

压力继电器等异常动作时，就可以推测可能是内部压

力故障原因引起的故障。

3.因环境温度、空气湿度以及紫外线或周围的干

燥空气中所有富含的硫酸、盐等，会直接引起所用箱

体瓷件表面内部漆膜出现龟裂、起泡、剥离。因为在

大气中的过电压、内部瓷件过电压等，会直接引起所

用瓷件、瓷件与套管箱体表面漆膜龟裂，并且留有内

部放电化的痕迹，瓷件与套管连接端子的绝缘紧固件

或部分出现松动等。箱体表面以及接触面温度过热发

生氧化，会直接引起油漆变色。

由于再生空气吸湿变压器漏磁的自然原因，会直

断使漏磁感应抑制能力不好及内部磁场强度变化分布

不均，产生漏磁感应涡流，也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所

用吸湿油箱的内部垫圈垫层局部温度过热，从而发生

氧化引起的所用整箱吸湿油漆垫圈局部垫层变色。这

些再生吸湿空气计量箱油漆局部变色的主要原因，是

空气吸潮光合作用加热过度、垫圈局部表层的受损坏

程度以及空气进入其所用吸湿油漆处理温室的总油漆

含水量太多等多种自然原因相互作用下所造成的。

通常所需要使用的这些再生空气吸湿油漆处理剂

主要成分是活性的，比如二氧化铅（矾土）以及活性

硅胶等，并且会使其油漆呈淡淡的浅蓝色。但是每当这

些再生用的吸湿油漆处理剂从淡淡的浅蓝色逐渐慢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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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淡淡的粉红色时，应作一次性的再生吸湿油漆处理。

1.2 检查噪音现象

如果有噪音就是异常现象，不同的声音表示不同

的故障，具体如下：

1.如果声音比平时大，中性点线上没有电磁接地，

电网上没有电磁单相接地或者有铁磁谐振接地等过高

的电压，则变压器过励磁。另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变压

器发生过载。此时，参考实际电压和使用电流测量表

上的相关说明，确定故障声的性质。然后，根据公司

具体情况，改变现行电网减压运行管理方式，减轻电

网变压器运行负荷，或暂时停止电网变压器正常运行。

2.变压器发出“啁啾”声，高压保险丝熔断，分

接开关未到位。如果发生这种错误，则变压器启动后

负载会增加，分接开关的触点可能会烧坏。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及时切断电源并进行维修。

3.变压器发出撞击声、“嗡嗡”声或“吱吱”声，

就像磁铁吸起小垫圈一样。变压器铁芯有问题，如压

在铁芯上的卡箍或螺丝松动，螺母部分残留在铁芯上，

或有小金属物落入变压器，可能是由于变压器铁心本

体或外壳套管的涂层表面正在局部产生放电 [1]。

如果电器外壳套管有任何问题，在恶劣的阴雨天

气或夜间，可能会同时看到带有电晕的红灯或一些蓝

色和紫色的小灯或火焰。这时必须立即清除电器外壳

套管表面的灰尘，然后在其涂层加上氧化硅油或中性

油脂等保护涂层。如果将耳朵位置靠近一个变压器内

部油箱，会因耳朵局部产生放电或者与电气接触不良

而同时听到高压转换器内部电机发出“吱吱”或“嘶嘶”

的放电声音。此时，应立即停止检查变压器正常运行，

检查一下铁心内部地面电线与各处的带电连接部位及

铁心地面电线的连接距离长度是否完全符合要求。

4.此时变压器电路中的多个沸水系统会同时产生

“咕嘟咕嘟”的剧烈沸腾声，这声音可能主要是由于

变压层间绕组短路或位于变压器单个绕组电路中的多

个绕组短路引起的，这会导致周围元件严重发热。分

接局部开关接触不良和分接局部开关过热不可避免地

也就会直接产生这类声音。此时，必须立即手动停止

整个变压器的不停运行并进行日常检修。

5.如果导线有响亮的、不均匀的液体爆裂声，可

能是由于变压器本身发生了开关故障。某些导线通过

一些机油空气中的液体气流放电时，就会直接听到进

入整个机油变压器内部绝缘外壳的声音发出前文描述

的爆裂声。如果某些导线通过一些机油液体空气放电

时，直接听到沉闷的“呜呜”声，则可能是由于某些

导体不断通过某些进入整个变压器的某些机油，向它

的绝缘外壳内部进行液体放电。

如果其与固定绝缘压力层的固定距离不够，则我

们可能需要不断要求检查它是否已经停电，并不断增

加一个固定绝缘压力层的保护隔板。

如果这种类型的声音本身不具有恒定性，并有非

常不合规律的轻微机械振动冲击或者是外力性的摩擦

声，铁芯的轻微机械振动声就可能会直接导致其与整

个变压器的某些绝缘部分之间，直接产生一些非常机

械性的摩擦接触 [2]。

如果这种声音直接出现在某些位于电动油箱外壁

的电动油管或者燃气源的电线上，可以通过不断要求

增加它们之间的固定绝缘压力距离或不断增加一个固

定的绝缘压力等等方法来解决。

2 电力变压器常见故障及分析

2.1 变压器渗漏油

变压器系统漏油事故是目前电力燃气变压器常见

的系统故障之一，该系统故障主要造成的危害因素有

三大个方面。一是漏油影响电力变压器的有效正常运

行；二是漏油本身就会造成室内环境严重污染；三是

漏油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经济损失越大，电力系统

停电风险也就越大。

电源焊接漏油按照商品故障率及使用性能等级可

以分为变油箱高压焊接套管漏油、低压侧防干套管焊

接漏油及高压防干侧套管焊接漏油。剖析系统故障原

因，可能是由于油箱焊接过程中操作不太标准，而导

致设备运行过程中漏油。压力套管立管等部位装有橡

胶垫，连接法兰时可能会出现导线漏电，造成零件漏油。

电力驱动变压器上的低压侧线会受连接母线时间延长

长度影响，引线时间过短，橡皮球的油压在连接螺纹

上也可能会直接导致零件漏油。

2.2 接头过热

电力系统中衔接电源及其余系统的限流是通电连

接器，倘若选用通电连接器，能直接影响电力系统的

运行管理效率。但是在实际运行中，通电变压器连接

器难免出现过热，通电变压器连接器过热的根本原因

是箱体电源在引出的两端，与箱体塑料母线端在引出

的两端间衔接形成 1.86伏的电流相位差，导致箱体发

热严重，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倘若选用变

压器通过电源的箱体表层被一些杂质灰尘掩盖，这也

可能会导致过热，如果连接器的导电绿膜在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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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变薄，也会发生过热 [3]。油扩散变压器中的电容

器套管顶部没有完全密封，这会导致载流连接器因粘

连而松动或过热。

2.3 铁芯多点接地

电力专用变压器接地采用的是单点并联接地和多

点并联接地，在实际应用运行中，当电力变压器铁心

多点接地时，因为电压开关、铁心难题、局部发热、

电源食盐分解、电源可以安全固定及绕组硅钢管变形

等难题，不能正常工作。

3 电力变压器常见故障检修处理措施

3.1 变压器漏油故障的检修

维护电力变压器漏油，应该依据状况采纳不同的

焊接办法。接头可以直接焊接，对不同图形上的接头，

可将铁板切割成纺锤形。补焊是针对漏油现象的主要

保养措施，每次漏油必须采取不同的保养措施。

第一，如果油箱焊缝漏油需要直接焊平缝。在某

个角落里我们找到了泄漏点，然后专门设计焊接每个

漏油拐角处 [4]。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该设计参

数应充分考虑每个拐角处的最大内应力，防止该内应

力再次发生泄漏。

第二，低压侧外壳漏油。首先，它消除了引线过

伸和母线过伸的因素。通过调整引线长度，连接母线

膨胀节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第三，防干管漏油。变压器内压过高，油箱爆裂，

爆炸冲击防爆管造成漏油。为应对这种情况，需要采

取拆除防爆管、安装泄压阀等措施。

3.2 接头过热故障的检修

要修复连接器的过热故障，首先必须对连接器本

身的连接不良情况进行故障排除。如果连接器本身没

有正确连接，连接器可能会迅速发热并严重影响整个

电源接头变压器的正常安全运行。如果电源接头因其

他任何原因可能出现接头过热损坏问题，维修应从两

个方面进行：一方面，选用电网电源时候，衔接是最

为常见的，接头也是最难过热的地方。对于普通衔接，

可以在冷却台上固定定位台，冷却程度可以控制在可

控范围内；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铜铝连接

之间的电位差会产生热量，这种现象在潮湿的环境中

会更加严重，可以用来排查问题。

3.3 铁芯多点接地故障的检修

在进行处理电力变压器上的铁芯多点开箱接地时，

应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第一种是采用开箱接地检查，

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处理方法，便于检查使用情况并及

时更换。第二种是直流冲击法，用比直流大的电流冲

击烧掉多余的铁芯接地点，经过 4~5次冲击，冗余接

地点基本可以解决。

3.4 变压器受潮故障的检修

有两种变压器湿度控制的方法：离线和在线。离

线处理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很难实施，如停电时

间较长，变压器绝缘可能出现老化。离线处理方法取

决于电压表的容量和结构，但主要是基于除湿和加热。

变压器湿法处理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在线滤油机逐步去

除渗入变压器油中的水，并将水注入真空眼，将真空

容器中的变压器油的气体和水含量转移到空气中。在

脱气和脱水过程之后，变压器油必须再次收集在容器

的底部，并重新注入变压器中。在线工艺的优点是停

工时间短，设备损失少。[5]

4 结语

总之，电力电气变压器的设备常见故障很多，解

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灵活多变的。在日常生产维护经营

管理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深入研究分析其并总

结成功经验，全面深入了解常见故障发生原因，不断

提高企业电力电气变压器设备故障分析能力、排除处

理能力和日常生产维护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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