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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司《关于确认 1999 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电力[2000]22 号）下达的《高电压测试仪器通用技术条件》标准项目

的制定任务安排制定的。  

    DL/TT846《高电压测试仪器通用技术条件》是一个系列标准，本次发布 9个部分：  

    ——第 1部分：高电压分压器测量系统；  

    ——第 2部分：冲击电压测量系统；  

    ——第 3部分：高压开关综合测试仪；  

    ——第 4部分：局部放电测量仪；  

    ——第 5部分：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  

    ——第 6部分：六氟化硫气体检漏仪；  

    ——第 7部分：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  

    ——第 8部分：有载分接开关测试仪；  

    ——第 9部分：真空开关真空度测试仪。  

    本部分是 DL/TT846《高电压测试仪器通用技术条件》的第 5部分。  

    本部分在研究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电力行业使用经验和国内外厂家

的产品技术条件，对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的技术要求作出了规定，以期规范六氟化硫微量水

分仪的生产和使用。  

    本部分的附录 A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高压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武汉高压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成都仪器厂。  

    本部分起草人：林浩、蔡崇积、林毓果。  

    本部分委托武汉高压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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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第第第第 5555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六氟化硫微量水分仪        

1 范围  

    DU/T846 的本部分规定了微量水分仪（以下简称微水仪）的要求、试验方法、试验规则

和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储存。  

    本部分适用于六氟化硫新气、交接及运行电气设备中六氟化硫所含微量水分的测定，也

可适用于其他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DL/T846 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

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QVISO780：1997  

    GB/T5048 防潮包装  

    GB/T5832.2—1986 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  

    GB/T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6587.1—1986 电子测量仪器 环境试验总纲  

    GB/T6587.2 电子测量仪器 温度试验  

    GB/T6587.3 电子测量仪器 湿度试验  

    GB/T6587.4 电子测量仪器 振动试验  

    GB/T6587.5 电子测量仪器 冲击试验  

    GB/T6587.6 电子测量仪器 运输试验  

    GB/T6587.7 电子测量仪器基本安全试验  

    GB/T6593 电子测量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GB9969.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11463—1989 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JB/T9356—1999 电解湿度计 通用技术条件  

3 产品分类  

3.1 结构类型  

    微水仪按工作原理可分为电解式、冷凝露点式和阻容式。  



湖北仪天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六氟化硫微量水份仪通用技术条件 DL/T846.5-2004 

3.2 型号  

微水仪型号示例如下：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微水仪的技术性能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及技术文件制

造。  

微水仪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0℃~40℃；  

b）相对湿度：≤85%；  

    c）供电电源：交流 220×（l±10%）V，频率 50（1±2%）Hz，或采用内置电池。  

4.2 外观要求  

    微水仪外壳表面无凸凹伤痕，涂层色泽均匀，不得有明显的损伤、起泡、露底、锈蚀等

现象，铭牌清晰、技术文件齐全、附件完整。  

    微水仪的开关、旋钮、按键、紧固件等应安装牢固，定位准确、调节灵活；其仪表刻度

或数字显示应清晰；应有明显的接地标识。  

4.3 测量范围  

a）电解式微水仪的测量范围应为 0µL/L~1000µL/L；  

b）冷凝露点式微水仪和阻容式微水仪的测量范围应为-60℃~l0℃。  

4.4 安全要求  

4.4.1 绝缘电阻  

    在满足微水仪的正常工作条件下，微水仪电源进线和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2MΩo  

4.4.2 绝缘强度  

    微水仪的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应能承受 1500V、50Hz 交流电压，历时 1min 无飞弧和

击穿。  

4.4.3 泄漏电流  

    微水仪的泄漏电流应满足 GB/T6587.7—1986 中 3.3 的规定。  

4.5 电源电压彤响  

    电源电压在额定电压的±10%以内变化时，微水仪指标值的变化不得超过满量程的±

0.5%。  

4.6 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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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电解式微水仪  

    电解式微水仪的引用误差应满足：  

    a）在 0µL/L~30µL/L 的引用误差（含 30µL/L）不大于±10%；  

b）在 30µL/L~l000µL/L 的引用误差不大于±5%。  

4.6.2 冷凝露点式微水仪和阻容式微水仪  

    冷凝露点式微水仪和阻容式微水仪的测量误差应满足：  

a）l0℃~-30℃（不含-30℃；）时，不大于露点温度±1.5℃；  

b）-30℃~一 50℃（不含-50℃）时，不大于露点温度±2.0℃；  

c）-50℃~-60℃时，不大于露点温度±3.0℃。  

4.7 时间常数  

    气样含水量变化 30µL/L（含 30µL/L）以上，达到变化量的 63%，上升或下降所需时间

均 不大于 3min。  

4.8 环境条件  

    应满足 GB/T6587.1—1986 中 II 组的要求。  

4.9 可靠性  

微水仪的平均无故障时间应不小于 1500h。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设备与仪器  

试验所需的试验设备、仪器和要求如下：  

a）500V 兆欧表 1只；  

b）能产生 2000V 交流电压的耐压测试仪 1台；  

c）泄漏电流测试设备 1套；  

d）500VA 调压变压器 1 只；  

e）交流电压表（精度优于 1%）1 只；  

f）按 JB/9365—1999 中的 4.3.1 和 4.4.1a~f 的规定。  

5.2 外观检验  

    根据 4.2 对微水仪外观进行目测检验和手动操作检查。  

5.3 安全性的检验  

5.3.1 绝缘电阻测量  

    微水仪处于非工作状态，电源开关置于交流时，用 500V 兆欧表测量微水仪的电源输入

端对机壳间的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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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绝缘强度试验  

    用耐压测试仪在电源输入端对机壳施加 1500V 交流电压、历时 lmin。  

5.3.3 泄漏电流试验  

按 GB/T6587.7—1986 中 3.3 的规定进行。  

5.4 电源电压影响试验  

 

1—氮气瓶；2—减压阀；3—稳流阀；4—干燥器；5—被检仪器；6—交流电压表；7—调压器 

                     图 1 电源电压影晌检验设备连接示意图  

    按图 1连接气路系统及仪表，在确认减压阀关闭的前提下，先打开微水仪阀件和稳流阀，

然后打开钢瓶总阀，再缓慢开启减压阀，同时调节稳流阀，至满足仪器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流

量。待仪器示值稳定后，用调压器使电源电压在额定电压的（1±10%）改变电压，观察仪器

示值的变化。  

5.5 测量误差和测量范围的检验  

5.5.1 检验条件  

室温为 20℃±2℃，有关设各及仪器不得受阳光照射或受其他热源影响。 

气路连接管道应尽可能短。从发生器出口至仪器入口的连接管长度不大于 2m。所有连

接处均应紧固。  

5.5.2 检验程序  

    按图 2连接系统，但外渗式水渗透管动态配气装置暂不接入（对内渗式水渗透管动态配

气装置则应将恒温槽接入）。  

 

1— 气瓶；2—减压阀；3—干燥器；4—水渗透管动态配气装置（外渗式）； 

2—5—温度计；6—质量流量计；7—被检仪器 

图 2 测量误差和测量范围检验设备连接示意图 

    在确认减压阀关闭的前提下，先打开仪器的流量调节阀，再打开钢瓶总阀，然后缓慢启

开减压阀，满足仪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流量，同时对仪器通电，以千气吹扫气路系统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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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仪器读数降至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数值以下，且保持恒定至少 l0min 时，记录此值即为本底

值。  

    将外渗式水渗透管动态配气装置接入系统（对内渗式水渗透管动态配气装置，则将渗透  

管置入恒温槽中），调节载气流量达计算值，仪器的流量符合说明书的规定，待发生器水分  

值趋于稳定时，开始记录仪器读数；每隔 5min 记录一次，当连续两次读数差不大于读数的

±0.5%时，即以此值为最终值，同时记录相应标准值。  

    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测试五个点，除本底值一点外，其余四点按量程 0µL/L~1000µL/L 或

露点温度-60℃~l00℃均匀分布。  

5.5.3 检验结果的计算  

   检验结果的计算： 

     

式中：  

     

    对于以露点温度计量的仪器，应先通过查表将露点温度转换为 µL/L 值，见  

GB/T5832.2—1986，代入式（1）、式（2）计算后再将结果通过查表转换为露点温度值。  

5.6 时间常数试验  

    按 JB/T9356—1999 中 4.4 进行。不同型号仪器的供气流量按相应说明书的规定。  

5.7 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安 GB/T6587.1—1986 第 II 组要求进行。  

5.7.1 温度试验  

    按 GB/T6587.2—1986 中第 II 组的方法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5.7.2 湿度试验  

   按 GB/T6587.3—1986 中第 II 组的方法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5.7.3 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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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GB/T6587.4—1986 中第 II 组的方法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5.7.4 冲击试验  

    按 GB/T6587.5—1986 中第 II 组的方法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5.7.5 运输试验  

    按 GB/T6587.6—1986 中第 II 组的方法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5.8 可靠性试验  

    按 GB/T11463—1989 中表 1定时定数截尾试验方案 1-1 的规定进行，并满足标准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微水仪检验  

    项目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常规检验。  

6.2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出厂时，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如下：  

   a）外观检查；  

   b）绝缘电阻测量；  

   c）绝缘强度试验；  

   d）泄漏电流试验；  

   e）电源电压影响试验；  

   f）测量误差和测量范围的检验；  

   9）时间常数试验。  

6.3 型式检验  

    型式试验的目的在于考核产品的设计、尺寸、材料及制造等方面的合理性和在本技术条  

件下的适应性，检验项目如下：  

   a）外观检查；  

   b）绝缘电阻测量；  

   c）绝缘强度试验；  

   d）泄漏电流试验；  

   e）电源电压影响试验；  

   f）测量误差和测量范围的检验；  

   g）时间常数试验；  

   h）环境试验；  

   i）可靠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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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常规检验  

    微水仪在使用过程中，每年应进行一次常规检验，以确保其测量准确、可靠，检验项目  

如下：  

   a）外观检查；  

   b）绝缘电阻测量；  

   c）绝缘强度试验；  

   d）测量误差和测量范围的检验；  

   e）时间常数试验。  

6.5 抽样方法和要求  

    按 GB/T6593 中的规定进行。  

7 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  

7.1 产品标志  

    每台微水仪应在明显位置标明下：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制造厂名  

    c）商标图案；  

    d）制造日期及编号。  

7.2 包装标志  

    包装储运的图示标志和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按 GB191 和 GB/T6388 的规定。  

7.3 标签  

    合格证上应标明产品型号、名称、标准编号、检验员、出厂日期等。  

7.4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编写内容应符合 GB9969.1 的规定。在封底应标明生产厂详细地址。  

8 包装、运输、储存  

8.1 微水仪的包装应按包装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其防护类型安 GB/T5048 的制定。  

8.2 随同产品提包括：  

    a）合格证；  

    b）附件、备件清单；  

    c）装箱单；  

    d）产品说明书。  

8.3 包装及运输。微水仪在包装完整的条件下，允许用一般交通工具运输，仪器在运输过程

中，应防止受到剧烈冲击、倒置、雨淋及暴晒。  

8.4 包装及储存。微水仪应原箱存放在温度 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的室内，空气中  

不应有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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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AAA    

（（（（资料性附录资料性附录资料性附录资料性附录））））    

测量原理及仪器选择参考测量原理及仪器选择参考测量原理及仪器选择参考测量原理及仪器选择参考    

    适用于六氟化硫微量水分测量的可行方法主要有电解法、冷凝露点法、阻容法和重量法。  

A.l 电解法  

    气样中的水分被吸湿剂（通常为五氧化二磷）吸收并被电解为氢和氧，电解电流正比于  

气体中的水分含量，从而可通过测量电解电流得知气样的水分含量。电解法是微量水分测量  

中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测量方法之一。测量范围通常为 0℃µL/L~1000µL/L。  

A.2 冷凝露点法  

    用等压冷却的方法使被测气样中的水分冷凝出露（霜），此时的温度即为露（霜）点，  

它是该气样水分含量的度量。露点法也是水分测量的一种绝对测量方法，测量范围通常为-75  

℃~+60℃（露点/霜点）。  

A.3 阻容法  

    该方法采用特制的湿敏元件，根据其电阻或电容值随气样水分含量的变化而有规律变化  

的特性测知气样中的水分含量。这是一种相对测量方法，测量范围可达-80℃~+60℃（露点/  

霜点）。  

A.4 重量法  

    重量法是所有水分测量方法中可以获得最高准确度的绝对测量方法，但由于干扰因素 

多、操作难度大等原因，该法通常只用于进行精密测量及仲裁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