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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１１００kVGIS盆式绝缘子中心导体与绝缘
盆体之间界面应力形成和作用过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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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２．西安交通大学 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

实验室,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是气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GIS)中的重要部件,其典型的绝缘结构广泛存

在于电力设备中.本文首先对水压破坏试验后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破坏形态进行了分析,在水压

破坏试验中,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机械损伤往往从中心导体与绝缘材料的界面开始.利用有限元

软件对水压试验中盆式绝缘子的应力分布进行了模拟计算.研究发现,仅考虑水压对特高压盆式

绝缘子的作用时,不足以使界面处发生破坏.在此基础上,对生产过程中引入的界面应力进行分

析.讨论了盆式绝缘子固化完成之后,降温过程在中心导体与盆体之间引入的界面应力.分析可

知,界面处的切应力是造成水压试验后界面处出现大面积剥离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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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formationandactionprocessofinterfacialstressbetweenthecenter
conductorandtheinsulationmaterialoftheUHVspacerusedin１１００kV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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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ltrahighvoltage(UHV)spacersareimportantcomponentsingasＧinsulatedswitchＧ
gear(GIS),andthetypicalinsulationstructuresarewidelyusedinpowerequipment．InthispaＧ
per,thefailuremodeoftheUHVspacerafter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isanalyzed．Inthe
hydraulicmechanicaltest,themechanicaldamageofUHVspacerofteninitiatesfromtheinterＧ
facebetweencenterconductorandinsulation material．Byusingfiniteelementsoftware,the
stressdistributionofthespacerduring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hasbeensimulatedandcalcuＧ
lated．ConsideringtheeffectofwaterpressureonUHVspacer,itisnotenoughtodamagetheinterface．
Onthisbasis,theinterfacestressintroducedintheproductionprocesswasanalyzed,withtheinterface
stressintroduceddiscussedbetweencenterconductorandtheinsulationmaterialinthecoolingprocessafＧ
tercuringtheepoxyresin．Itcanbeseenthattheshearstressattheinterfaceisthemainfactorcausing
largeＧareapeelingattheinterfaceafter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
Keywords:UHV;GISbasinＧtypespacer;interfacialeffects;shearstress

　　盆式绝缘子广泛应用于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

设备中,是 GIS中的重要部件[１],同时在气体绝缘

输电管线(GIL)中也有大量应用.我国现在新建的

输变电工程中,开关设备多采用 GIS形式,特别是

交流特高压工程中已经建成的几个特高压电站中开

关设备均采用了 GIS 形式[２,３].因此,对特高压

GIS中的关键部件盆式绝缘子的研究,有助于提高

其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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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结构如图１所示,整体为

轴对称结构,中心为载流用导体嵌件,材料为铝合

金;盆体材料为环氧树脂/氧化铝复合材料,通过交

联固化与中心导体结合在一起.类似的结构广泛应

用于电力设备中,如干式套管、电缆、GIL中的三支

柱绝缘子等设备.

图１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照片及结构

Fig．１　PhotoofUHVGISspaceranditsstructure
　

当系统电压等级提高至特高压１１００kV,GIS
盆式绝缘子的设计主要通过对低电压等级盆式绝缘

子进行放大而获得.尺寸增大给盆式绝缘子的生产

制造带来诸多新的问题,机械强度低是特高压盆式

绝缘子国产化研究初期的一个重要难题.通过试

验,认为导体与盆体之间界面应力过大是造成盆式

绝缘子机械强度低的主要原因[４,５],然而对于界面

应力的形成和作用过程未有相关的讨论.
国内外对于盆式绝缘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盆

体绝缘材料表面电荷积累[６９]、盆体内缺陷的影

响[１０１２]和盆式绝缘子形状优化[１,１３,１４]等几个方面,
而对盆式绝缘子的机械强度问题研究较少.对于特

高压盆式绝缘子机械性能方面的研究,国内仅有少

量学者涉足.
陈允等[４,５,１５,１６]围绕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导体与

盆体绝缘材料之间的界面问题展开多项研究.结果

表明,仅采用喷砂的方法对导体表面进行处理,水压

强度为２．４３MPa,数据分散性大;采用环氧类涂层,
水压强度的数据分散性过大;采用导电橡胶之后,水
压强度２．７５MPa,数据一致性较好.通过设计两种

新的嵌件结构,进一步提高了盆式绝缘子的机械强

度,且数据一致性更好.然而采用导电橡胶工艺虽

然大幅提升了水压破坏值及其一致性,但是水压试

验后仍出现界面处破坏的现象,界面问题未得到彻

底解决.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未考虑生产制造中引

入的界面应力,且对界面应力的形成机理未做详细

讨论.
本文首先对水压试验过程中特高压盆式绝缘子

的应力分布情况进行仿真计算,对界面破坏的原因

进行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生产过程中引入的

界面应力进行分析,讨论界面处应力的形成和作用

机理.这些研究有助于合理地选择界面材料或其他

界面处理方法,进一步提高盆式绝缘子的可靠性.
类似于特高压盆式绝缘子中的界面应力问题也同时

存在于其他电力设备中,本文的研究方法可用于分

析这些类似的非均相界面应力问题.

１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机械强度试验时界面

引发的破坏过程分析

　　盆式绝缘子的机械强度主要由水压破坏试验测

定,即在试验工装中以水为介质在盆式绝缘子的凹

面施加压力,直至盆式绝缘子破坏为止[１７].盆式绝

缘子在 GIS中的受力主要来自于气体的压强,其受

力方向垂直于盆体表面.而水压试验以水替代气

体,可以很好地模拟其实际应用中的状态.
在水压破坏试验中,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水压

破坏形态主要有两种,如图２所示.

图２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水压破坏试验后的破坏形态

Fig．２　FailurepatternofUHVGISspacerafterthe
hydraulicmechanical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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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a)为盆边处破坏,盆式绝缘子中心整体脱

落;图２(b)中裂纹呈树枝状分布,中心导体嵌件出

现剥离现象.出现图２(a)水压破坏形态时,盆式绝

缘子的水压强度更高.在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国产化

初期,盆式绝缘子的破坏形态主要为图２(b)中形

态,水压强度常在２．０MPa以下.因此,中心区域

强度低造成盆式绝缘子在水压值较低时由中心开始

引发破坏,导致整体机械强度低.
图２(b)中裂纹为树枝状,且“树根”主要集中在

中心导体附近,在向盆边扩散的过程中开始向四周

辐射和分叉.由机械破坏裂纹的发展过程可知,裂
纹的根部区域为裂纹的起始端.也就是说,当水压

强度达到一定值时,中心导体与盆体界面处出现破

坏,随后裂纹向盆边发展,整体发展过程如图２(b)
中箭头所示.另外,从导体的放大图上可以看到,盆
体和导体之间出现大面积的剥离,两者之间的破坏

属于界面破坏.盆式绝缘子的破坏形态说明导体与

盆体之间的界面是机械强度较低的区域,而盆体与

导体之间剥离说明两者之间的粘接强度较弱.
陈允等通过导体表面处理和界面材料引入两种

方式对导体与盆体之间界面进行改进之后,水压强

度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大量出现图２(b)中的水压

破坏形态,界面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本文主要讨

论图２中的破坏形态,以期从机理方面对特高压盆

式绝缘子中导体与盆体之间界面问题进行讨论.对

水压破坏形态进行研究,则需要对水压试验过程中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应力分布进行分析.

２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机械强度试验时界面

引发的破坏机理分析

　　对水压过程中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应力分布状

态进行研究,主要采用有限元仿真计算的方式进行,
这种方法可以更加便利地提取盆体各部分的不同类

型的应力分布情况.

２．１　盆式绝缘子相关参数的测定

在仿真计算过程中,导体的参数可以根据铝合

金的金属牌号查到,而盆体绝缘材料的材料属性需

要进行试验测定.根据资料,导体的弹性模量值取

７０GPa,泊松比为０．３３[１８].盆体绝缘材料为环氧树

脂/氧化铝复合材料,仿真计算所需的参数主要为弹

性模量、泊松比和拉伸强度,依据标准«GB/T２５６７
２００８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中的要求对这些参

数进行测定[１９].
按照特高压 GIS盆式绝缘子实际产品的材料

配方及工艺,浇注得到标准要求的哑铃型试样.使

用SANS电子式万能拉力机CMT７５０４在室温下对

试样进行拉伸试验,拉伸速率设定为２mm/min,在
试验过程中同时使用引伸计测量拉伸方向和垂直方

向的形变量.盆体材料主要参数的测量结果如表１
所示,其为１０个试样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表１　盆式绝缘子盆体固体绝缘材料拉伸试验结果

Tab．１　Tensiletestresultsofsolidinsulationmaterial

机械参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弹性模量/MPa １３０４３．０５ １５０．３３

拉伸强度/MPa ７３．０１ １．９８

泊松比 ０．３６ ０．０１４

断裂伸长率/％ ０．６７ ０．０３

　　在对１０个试样进行拉伸试验的过程中,得到盆

体材料在拉伸方向的应力 应变曲线,在材料破坏之

前仅有少许的屈服行为.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在仿

真计算过程中,假设盆体材料在破坏之前为完全弹

性形变,无屈服行为.
盆式绝缘子中环氧树脂通过固化与中心导体结

合成一体,而破坏形态中界面处的剥离与此处的结

合强度有关.因此,有必要对盆体环氧树脂/氧化铝

复合材料与金属铝的结合强度进行测定.依据标准

«GB/T７１２４ ２００８ 胶粘剂拉伸剪切强度的测定

(刚性材料对刚性材料)»制作铝片粘接试样[２０],胶
粘剂采用盆体的材料配方,固化流程按照盆体材料

配方的固化流程进行.使用万能试验机测量试样的

剪切强度,拉伸速率设定为２mm/min.测得常温

下环氧树脂/氧化铝复合材料与导体之间的剪切强

度为１１．２４MPa,标准偏差为２．８５MPa,界面破坏

形式主要为界面破坏.

２．２　仿真计算过程中的基本理论和假设

在对特高压盆式绝缘子进行水压过程受力分析

时,认为盆体材料为弹性体;同时,导体所采用铝合

金的屈服强度在１００MPa以上,在计算过程中也可

以作为弹性体来考虑.因此,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时,其各部分应力、应变的关系符合弹性力学理

论[２１].为了简化计算,需要作出几点假设[２２]:

１)假设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无缺陷,材料内部完

全均匀,且各向同性;

２)假设水压试验加压前,盆式绝缘子仅受重力

影响,内部无其他应力;

３)假设导体与盆体绝缘材料为紧密结合,在计

算的过程中不发生分离.
在载荷的作用下,物体各部分会产生相互作用.

针对物体中某一点,在这一点的应力可按互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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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面分解成每个面的一个正应力和两个切应

力.正应力和切应力与物体的变形和材料强度相

关[２３].从盆体材料的拉伸试验得到材料的断裂伸

长率为０．６７％,是典型的脆性材料,因此,对材料的

破坏强度应用第一强度理论进行判定.第一强度理

论又称为最大拉应力理论,适用于脆性材料,其表述

是材料发生断裂是由最大拉应力引起,即最大拉应

力达到某一极限值时材料发生断裂.

２．３　盆式绝缘子水压过程中的受力分析

按照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实际尺寸,建立仿真计

算模型,如图３所示.计算中在盆式绝缘子凹面加

载１MPa水压强度.

图３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水压试验应力计算模型

Fig．３　StresscalculationmodelofUHVbasinＧtype
spacerduring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

　

对水压试验中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应力传递过

程进行计算,得到其应力分布.由于盆体材料的破

坏机理主要为第一强度理论,因此将计算结果中盆

式绝缘子的第一主应力分布提取出来,得到图４中

应力分布图.

图４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水压试验时应力分布情况

Fig．４　StressdistributionofUHVbasinＧtype
spacerduring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

　

盆体上第一主应力最大值出现在图４中圈出的

部位,达到了１７．４ MPa.盆体材料的拉伸强度为

７３．０MPa,按照第一强度理论,需要水压强度达到

４．２MPa以上时,盆边上应力最大位置才会发生破

坏.计算结果与文献[２４]中试验结果相符合.水压

计算结果表明,若不考虑导体与盆体材料之间的界

面问题,完全发挥出盆体绝缘材料的性能,特高压盆

式绝缘子的水压强度可以达到４．０MPa以上.
未对导体与盆体之间界面进行有效处理时,特

高压盆式绝缘子水压破坏值常在２．０MPa左右,并
且破坏由界面处引发.为了分析界面处破坏产生的

原因,沿界面路径提取水压试验时界面处的应力分

布情况(界面路径为图３中沿导体边沿由上至下),
并折算为２．０MPa水压强度时的应力值,得到图５
中曲线.

图５　２．０MPa水压下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水压

试验中界面处的应力曲线

Fig．５　StresscurvesattheinterfaceofUHVbasinＧtype
spacerin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under２．０MPa

waterpressure
　

经过折算,当水压强度为２．０MPa时,界面处

第一主应力最大值为１２．４MPa,沿界面路径的正应

力最大值为１１．５MPa,对应的轴向和径向切应力分

别为５．４MPa和３．２MPa.第一主应力的值都远

小于盆体绝缘材料的拉伸强度７３．０MPa,不足以使

盆体材料发生破坏.界面处的切应力远小于盆体材

料与铝导体直接的剪切强度１１．２４MPa,不足以使

盆体材料发生破坏.即使水压强度达到４．２ MPa
时,界面处应力也不足以使界面处盆体材料发生破

坏或者界面处出现剥离.
因此,在水压试验过程中,仅考虑水压对特高压

盆式绝缘子的作用时,界面处不应先发生破坏,那么

可以推定在此界面处有其他方面的应力贡献存在.
结合计算时所作的假设以及实际生产过程,盆式绝

缘子界面处的应力应该由其生产工艺所引入.

３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固化过程中引入的界

面应力分析

　　在盆式绝缘子的生产过程中,界面处应力的引

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方面在盆体浇注过程中,环
氧树脂固化产生收缩,会在其内部以及与导体的界

面处产生应力;另一方面盆式绝缘子固化完成之后,
需要从固化温度降至室温.由于盆式绝缘子导体与

盆体材料之间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在降温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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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收缩量存在差异,因此在两者之间界面处会产

生界面应力.
对于盆式绝缘子中各材料之间热膨胀系数不匹

配的问题,在盆式绝缘子设计初始已经考虑过,所选

择的盆体材料和导体的线性热膨胀系数接近[２５].
在电压等级较低时,盆式绝缘子尺寸较小,界面应力

问题还未凸显.随着电压等级达到特高压,盆式绝

缘子的尺寸不断增大,两种材料收缩量不匹配导致

的界面处应力集中问题愈发凸显.因此,在特高压

盆式绝缘子设计过程中,仅靠等比例放大低电压等

级盆式绝缘子的尺寸,将导致不同材料之间界面应

力集中问题,盆式绝缘子整体的机械强度将无法满

足标准要求[４].也就是说,导体与盆体之间的界面

问题是大尺寸盆式绝缘子独有的问题.
现有测量应力的技术对界面处的界面应力尚不

能准确测量[２６],因此对界面处的应力分析主要采用

仿真计算的方式进行.

３．１　计算中涉及的温度范围内材料性能的测量

根据计算需要,使用林赛斯 L７５VS１４００C线性

热膨胀仪,对导体材料和盆体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

数进行测量,测量温度范围为２０ ℃~１５０ ℃,测量

结果如图６所示.在测量温度范围内,盆体环氧复

合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大于中心导体.盆体材料

在玻璃化转变温度１１０℃以上时,其线性热膨胀系

数大幅上升.

图６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主要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和

弹性模量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６　Linearthermalexpansioncoefficientandelastic
modulusofmaterialsusedinUHVbasinＧtype

spaceratdifferenttemperatures
　

在计算中还需引入不同温度下中心导体和盆体

材料的弹性模量.中心导体铝材料在测量温度下的

弹性模量变化很小,可由查阅相关文献得到.使用

万能试验机配合烘箱对盆体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弹

性模量进行测量,每隔２５℃取一个点,待温度稳定

３０min后进行测量,其他测量条件与常温下弹性模

量测量相同,测量结果如图６所示.随着温度的增

大,弹性模量逐渐降低,在玻璃化转变温度之前,盆
体材料弹性模量在５５００MPa以上;而在玻璃化转

变温度之后,弹性模量大幅度下降,材料向橡胶态转

变.在计算过程中,两个温度点之间的弹性模量采

用插值的方式获得.

３．２　降温过程中界面应力计算和分析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盆体材料在玻璃化转变温

度以上逐渐进入橡胶态,开始表现出一些非完全弹

性体的行为.在橡胶态下,盆体材料可通过一定的

形变吸收部分应力.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在玻璃化

转变温度以上不能将盆体材料完全按照弹性体进行

处理.因此在对特高压盆式绝缘子降温收缩过程进

行分析时,主要考虑盆体材料玻璃化转变温度至室

温这个温度区间.在此温度之下,盆体材料依然主

要表现为弹性行为,可采用经典弹性力学处理.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盆体环氧复合材料的玻璃化

温度在１１０℃以上,各厂家之间略有不同.本次研

究按照１１０℃降低至室温２５℃时,对特高压盆式绝

缘子降温收缩产生的应力进行计算,得到盆式绝缘

子第一主应力分布,如图７所示.

图７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降温收缩后第一主应力分布

Fig．７　Firstprincipalstressdistributionaftercoolingand
shrinkageofUHVbasinＧtypespacer

　

从第一主应力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导体与盆

体之间界面处应力相对集中.盆体材料与导体相

比,弹性模量和拉伸强度都小得多,因此在计算和分

析时,主要考量界面处盆体材料中的应力分布.界

面处的第一主应力反映界面处盆体材料发生破坏的

可能性,而界面处的切应力反映界面两侧材料之间

相对运动的趋势.对界面上第一主应力和两个切应

力进行提取,得到图８中的应力曲线,应力的正负代

表方向.
第一主应力最大值出现在导体与盆体之间界面

的上、下边沿处,最大值达到了２６．９MPa.根据试

验研究[２７],盆体材料的固化过程中同样会对中心导

体产生一定的应力作用.如果考虑盆体材料固化过

程在界面处产生的应力,此界面处的第一主应力最

９５１　王闯,等:特高压１１００kVGIS盆式绝缘子中心导体与绝缘盆体之间界面应力形成和作用过程讨论　



大值与盆体材料的拉伸强度仍有较大差异,不足以

导致盆体材料的直接开裂.

图８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降温收缩后界面处应力曲线

Fig．８　Stresscurvesattheinterfaceaftercoolingand
shrinkageofUHVbasinＧtypespacer

　

界面处除第一主应力之外,切应力同样不可忽

视.在切应力的长期作用下,盆体材料可能会发生

微小位移或形变,这种微小的位移和形变可能导致

界面两侧材料之间结合强度的下降[２８].从图８上

切应力的曲线得出,界面处两种切应力的最大值达

到了１５．８MPa.
计算得到的界面处的切应力大于由标准试样测

得的盆体材料与铝导体 之 间 的 剪 切 强 度 １１．２４
MPa,且超出了标准偏差的范围.但在不施加外力

的情况下,此处界面未出现剥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可能有两个:一方面测量得到的剪切强度是在自

由状态下,即试样的界面处除了受到剪切力外不受

其他力的作用,而实际盆式绝缘子的界面处还要受

到盆体对导体的压应力;另一方面实际使用的导体

表面会做喷砂处理,增大了两者之间的粘接强度.
切应力过大是形成界面处气隙的一个主要因

素,即使没有形成气隙,也会造成界面处结合强度的

下降.这也就解释了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在水压试验

之后,界面处出现图２中的大面积剥离现象.对于

这种设计结构,界面处计算得到的切应力为试验得

到的盆体材料与铝导体之间剪切强度的１．４倍.要

保证界面处的结合强度,按照工程设计时采取一定

安全裕度的折算方式,计算得到界面处切应力应在

９MPa(１１．２４MPa的８０％)以下时,才有可能保证

在水压试验过程中此界面不先出现剥离.
在水压试验过程中,当水压强度达到一定值时,

导体与盆体之间的界面处一旦出现剥离,那么此时

界面处开始受力不均,其受力形态如图９所示.受

力不均将导致局部先发生破坏,并最终导致特高压

盆式绝缘子由中心导体与盆体界面处开始的破坏,
使得盆体材料未充分发挥出其强度.

图９　水压试验时界面处剥离之后应力分布图

Fig．９　Stressdistributionafterinterface
peelingduringthehydraulicmechanicaltest

　

由于切应力的存在,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在运行

过程中可能因外力作用而出现局部剥离形成微气

隙.界面处一旦出现气隙等缺陷,则可能进一步诱

发局部放电,长期作用最终导致绝缘失效,出现类似

于文献[２９]中的运行事故.

３．３　界面应力缓释问题讨论

现有对于界面应力的解决途径有两条,改变界

面形状或者在导体表面涂覆界面材料.研究表

明[４,５],两种方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界面应力

的问题.涂覆界面材料的方式对现有的工艺影响最

小,并且对电学方面的性能基本无影响,因此制造厂

家更加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
现有厂家采用的界面材料主要为橡胶类界面材

料.在界面层涂刷橡胶类界面材料之后,橡胶材料

在硫化的同时与导体结合在一起.橡胶层具有较好

的弹性,可以通过弹性形变吸收一部分收缩产生的

应力.在水压试验过程中,橡胶层同样可以通过形

变吸收一部分应力.因此,可从这两方面着手,对特

高压盆式绝缘子中导体与盆体之间的结合强度进行

提高,从而提升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水压强度.
然而,特高压盆式绝缘子所采用的橡胶类界面

材料与铝导体之间的结合强度较低,造成橡胶材料

对应力的吸收能力一旦饱和,则可能发生橡胶层与

金属导体之间的剥离现象.最终在特高压盆式绝缘

子水压破坏之后,出现导体和盆体之间大面积的彻

底剥离,如图１０所示(黑色为界面材料).橡胶类界

面材料在盆式绝缘子破坏后,绝大部分依附在盆体

上,仅在导体的部分位置有留存.因此,在解决界面

应力的问题时,需要考虑界面材料对界面应力的缓

释作用,还需考虑界面材料与铝导体和盆体材料之

间的结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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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界面剥离后导体嵌件照片

Fig．１０　Photoofconductorafterpeelingof
UHVbasinＧtypespacer

　

通过计算和分析,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导体与盆

体之间界面处应力集中,易造成盆式绝缘子机械强

度降低,且可能造成界面处缺陷的产生.界面处的

应力主要来自于盆式绝缘子中环氧复合材料的固化

收缩和降温收缩两个过程.切应力是影响盆式绝缘

子机械强度的主要因素,可造成盆体与导体之间的

剥离,在界面处产生微气隙等缺陷.因此,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对界面处的应力进行缓释.

４　结　语

本文对特高压盆式绝缘子中心导体与盆体绝缘材

料之间界面应力进行了研究,通过仿真计算分析了特

高压盆式绝缘子界面应力的形成机理,结合试验现象

讨论了界面应力在特高压盆式绝缘子中的作用过程.
对比水压破坏形态和应力分布情况,水压试验过

程中界面处应力不足以造成盆体材料的破坏,造成特

高压盆式绝缘子机械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

中引入的中心导体与盆体绝缘材料之间界面处的

应力.
特高压盆式绝缘子在浇注完成后的降温过程

中,从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至室温,界面处两种切应

力的最大值可达到１５．８MPa.界面处的切应力是

造成水压试验后界面处出现大面积剥离的主要因

素,界面处切应力过大使盆式绝缘子未能充分发挥

盆体材料的强度性能.另一方面,界面处切应力会

导致特高压盆式绝缘子的中心导体与盆体之间或者

中心导体与界面材料之间的局部剥离,形成微气隙,
给盆式绝缘子的长期稳定运行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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