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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修改采用了IEC 61481-1:2014《Live working - Phase comparators - Part 1: Capacitive type to be
used for voltages exceeding 1 kV a.c.》、IEC 61481-2:2014《Live working - Phase comparators - Part 2:
Resistive type to be used for voltages from 1kV to 36 kV a.c.》标准。本标准与IEC 61481-1:2014、IEC
61481-2:2014的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是按照我国电网的各电压等级作为核相仪的标称电压或标称电压范围，而未按照 IEC
中的核相仪标称电压范围；
——增加了第 6 章质量体系；
——增加了第 7 章包装、储存及运输。
本标准是对 DL/T 971—2005《带电作业用交流 1kV~35kV 便携式核相仪》的修订，与 DL/T 971—
2005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电压等级拓展至 500kV；
——增加了核相仪操作杆工频耐压及操作冲击耐压试验；
——删除了磁场干扰的影响试验。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带电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国
网东营供电公司、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鞍山恒泰电气有限公司、滕州市智星电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传广、刘庭、徐莹、肖宾、朱祥、易辉、高永强、邱志鹏、李占奎、雷兴列、
刘飞、温丽娜、马涛、翁旭、高建新、王震、薛岩。
本标准于200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发布后代替DL/T 971—2005。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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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作业用便携式核相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交流1kV~500kV电力系统的带电作业用核相仪的要求、试验、质量体系等。
本标准适用于与被测试部分相接触，带引线的双杆型核相仪，无引线的双杆型核相仪和带存储系统
的单杆核相仪，以及不与被测试部分相接触，整体结构或与绝缘杆分离的核相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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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2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 2900.55 电工术语 带电作业
GB 13398 带电作业用空心绝缘管、泡沫填充绝缘管和实心绝缘棒
GB/T 14286 带电作业工具设备术语
GB/T 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IEC 60060-1,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55 和GB/T 14286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核相仪 phase comparator
探测和指示在相同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两个已带电部位之间正确相位关系的便携式装置。
3.2
电容型核相仪 capacitive phase comparator
探测和指示基于电流通过杂散电容接地相位关系的装置，有无引线的双杆型核相仪和带存储系统的
单杆核相仪两种，可用于1kV~500kV电压等级。
3.3
电阻型核相仪 resistive phase comparator
探测和指示基于电流通过电阻元件相位关系的装置，为双杆核相仪，仅用于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
3.4
接触电极 contact electrode
与测试元件有电气连接的裸露导电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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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延伸接触电极 contact electrode extension
为了在显示器和被测试部件之间形成正确的位置而用在电阻元件和接触电极之间，或者在显示器和
接触电极之间的外表包覆绝缘的导电部件。
3.6
显示器 indicator
显示两个设备之间是否有正确相位关系的部件。对于单杆核相仪，显示器包含有电子元件和显示屏。
3.7
连接引线 connecting lead
连接两个杆的导线。
3.8
连接系统 connecting system
在两个杆之间发送信号的电子装置。
3.9
地线 earth lead
连接核相仪和地之间的引线，包括一个地线夹或另一个适合形成永久或半永久接触的装置。
3.10
适配器 adaptor
允许核相仪装配的部件。
3.11
绝缘部件 insulating element
为使用者提供足够距离的绝缘材料部分。
3.12
测试元件 testing element
核相仪的内置或外接装置，使用者通过该装置可以检查核相仪的功能。
3.13
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Un
确定系统或设备恰当且接近的电压值。
核相仪的标称电压是与它的清晰显示相关联的参数，核相仪可以有多个标称电压或一个标称电压范
围，范围的极值为Unmin和Unmax。
3.14
临界电压 threshold voltage
在两个相比较的部件间给出一改变信号表明不正确相位关系的最小电压。不适用于电容型核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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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临界角 threshold angle
在两个相比较的部件之间给出一个改变信号表明不正确相位关系的最小相角。
3.16
测量时间 measurement time
从显示“记忆就绪”到与另一被测试部件接触之间的有用的时间。
3.17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Ur
制造商和用户协商确定的运行电压。核相仪的额定电压可以等于标称电压（或标称电压范围的最大
值）。
3.18
干扰场 interference field
影响指示器性能的电场，可能来源于被测部件或其他相邻部件，并且具有任意的相位。
3.19
清晰指示 clear indication
在测试部件之间明确探测并显示不正确相位关系。
3.20
清晰可辨性 clear perceptibility
将核相仪置于特殊环境条件下，在正常使用位置时，显示器的显示仍清晰可见。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安全
核相仪的设计和制造应保证用户在按正确的操作方法和说明书的规定使用时的人身和设备安全。
4.1.2 指示
核相仪的显示器应随测量位置的变化清晰指示“不正确相位关系”或“正确相位关系”状态，指示
应清晰可见，并由附加装置发声指示。例如单杆核相仪应显示出“准备测量”（存储就绪）的状态。
4.2 功能
4.2.1 分辨率显示
核相仪应清晰地指示不正确的相位关系。相位角误差由不正确相位关系所给出的指示取决于电网情
况。核相仪所指示的不正确相位关系角误差不应超过±10°。
根据核相仪指示相位角分辨率不同，分为下列四级：
A级：相位角30°～330°之间的不正确相位关系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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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级：相位角60°～300°之间的不正确相位关系的指示；
C级：相位角110°～250°之间的不正确相位关系的指示；
D级：如果上列级别均不适用，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相位角误差值。
相对地电压值应满足下列条件：
a）电容型核相仪：0.4Unmin到Ur/ 3 ；
b）电阻型核相仪：(Unmin－8%)/ 3 到(Unmax+8%)/ 3 。
4.2.1.1 电压范围调整
核相仪的显示器应配备选择器，对不同的标称电压或标称电压范围，可由使用者进行选择调节。
4.2.1.2 抗邻近效应性能
在邻近带电或接地部位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核相仪时，不应对其正确指示有所影响。
4.2.2 清晰可辨性
4.2.2.1 一般要求
在正常的光照和背景噪声条件下，核相仪在相位显示时应给出清晰易辨的指示。
4.2.2.2 视觉指示
视觉指示应满足下述要求：
a）在正常的操作位置及标准的光线的情况下，显示器的指示应清晰可见。
b）具有二个或更多信号显示时，显示器应有不同颜色的光来显示。也可有一些附加特性的应用，
例如：光源的物理分离，光信号的独特形式或闪烁光等。
4.2.2.3 听觉指示
在正常操作位置及正常背景噪声下，显示器的声响指示应清晰可辨。
4.2.3 使用场所及环境
根据使用场所可分为户内型和户外型两类；根据使用环境的气候情况可分为三类：低温型（C），
常温型（N）和高温型（W）。
各类核相仪所适用的气候种类和温度范围见表1。
表1 核相仪使用环境条件
种类

温度

湿度

℃

%

低温型（C）

－40～+55

20～96

常温型（N）

－25～+55

20～96

高温型（W）

－5～+70

12～96

4.2.4 频率特性
核相仪在标准频率±0.2%变化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4.2.5 测试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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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内部或独立测试元件，所有的电气回路都应经检测后合格，包括电阻、电源和显示功能的元
件。回路不能测试时，任何使用限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清楚。回路应为高可靠性结构。具有内部测
试元件的核相仪，应显示“准备好”或“非准备好”的字样。
4.2.6 时间要求
核相仪对被检测的电压应能保持1min，不应出现不正确的指示和故障。
4.3 电气特性
4.3.1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应有足够的绝缘强度，以承受被检测电压。
4.3.2 防止短接性能
对于直接接触带电设备的核相仪，应防止核相仪设备的带电部分之间或设备带电部分与地之间发生
闪络或击穿。
4.3.3 电阻的火花放电要求
核相仪的显示器，不应发生火花放电而导致损坏。
4.3.4 电阻元件要求
核相仪的电阻元件，应有足够的容量，满足电压和功率的要求。
4.3.5 泄漏电流要求
核相仪进行检测时，泄漏电流不应超过0.5mA。
4.3.6 回路电流要求
当1.2Ur的试验电压施加在接触电极之间时，电阻型核相仪通过核相仪本体的最大回路电流不应超
过3.5mA。
4.3.7 显示器外罩绝缘要求
如果显示器外罩为绝缘的，应能适应干燥和潮湿的环境条件。
4.3.8 引线绝缘要求
电阻型核相仪地线和连接引线应由高压柔软多股电缆制成。核相仪的引线的连接部件和引线的绝缘
层应能耐受1.2Ur电压。
4.4 机械特性
4.4.1 设计要求
核相仪应有足够的距离和绝缘强度，可由一人方便地进行操作。
整体式核相仪应至少包括手柄、护手环、绝缘元件和（或）电阻元件、显示器、限位标记和接触电
极。分离式核相仪应至少包括接触电极、显示器、限位标记、转接器和绝缘杆。电阻型核相仪应附带电
阻元件、连接引线以及地线（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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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阻型两极单元型核相仪（仅用于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

b）电容型单极分离元件核相仪
说明：
1—显示器
2—限位标记
3—转接口
3a—适配器（能代替限位标记）
3b—电阻元件/绝缘部件
4—护手环
5—手柄
6—延伸接触电极
7—接触电极
8—地线
9—连接引线

hHG—护手环高度
LH—手柄长度
L1—绝缘部件长度
LR—电阻元件长度
LE—延伸接触电极长度
L0—核相仪的总长
A1—插入深度

图1 核相仪的元件
4.4.2 尺寸和结构
核相仪的尺寸及结构应满足下述要求：
a）整体式核相仪绝缘部件最小长度应满足表2的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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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整体式核相仪绝缘部件最小长度
电压范围

最小长度

kV

mm

1＜Un≤10

700

10＜Un≤20

800

20＜Un≤35

900

35＜Un≤110

1300

110＜Un≤220

2100

220＜Un≤330

3100

330＜Un≤500

4000

注：在某些特定环境中使用的核相仪，其长度增加值可由制造厂与用户商议后决定。

b）电阻型核相仪的结构应能满足在使用时，操作者与连接引线及地线间的最小距离为100mm；
c）在某些使用环境中的特定距离要求，由制造厂与用户商议决定；
d）限位标记宽度为20mm，应清晰持久；
e）手柄长度不小于115mm；
f）护手环应牢固耐用，其最小高度（hHG）为20mm；
g）为了适应核相仪的不同用途，接触电极应能较易更换，而其他接触电极的形状取决于电气装备
的种类及使用说明书的说明；
h）可拆卸式核相仪和核相仪各部件，应清晰标注各部件名称及相互关系。除了地线和连接引线之
外，核相仪不应有任何外部连线或任何可用于连接的接口。连接引线和地线在设计时，应考虑到在使用
时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力，即抗折叠、抗变形及抗老化。
4.4.3 握着力和挠度
核相仪应操作便捷可靠，符合使用者的自然作用力。测量装置的质量不应超过总质量的10%。每一
操作杆的握紧力不应超过200N。因自重弯曲时的挠度不应大于全长的10%。
注：核相仪的连接杆包括绝缘杆和/或电阻元件。接触电极的延伸部分以及显示器。
4.4.4 抗拉性能
显示器、电阻元件和接触电极的延伸部分相互的连接及与地线的连接均应具有抗机械拉力性能。
4.4.5 抗跌落性能
核相仪应具有抗跌落性能。
4.4.6 抗冲击性能
显示器、电阻元件和接触电极的延伸部分应具有抗机械冲击性能（机械打击试验方法见附录A）。
4.5 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4.5.1 核相仪的标志
每一个核相仪的标志至少应有以下内容：
——标称电压或标称电压范围；
——标称频率或标称频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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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的等级（A、B、C或D）；
——生产厂名称；
——型号、出厂编号；
——指明户内或户外型；
——适应气候类别（C、N或W）；
——生产日期；
——适用于带电作业；双三角标志（见附录B）；
——使用和绝缘性能试验日期；
——警示标记“使用之前地线必须接地”（核相仪带接地引线时）。
当核相仪带有内部电源时，供电方式应在显示器上显示，或者在电源箱外壳上标示清楚。
标志应清晰持久，字符高度至少为3mm，标志应不影响核相仪的正常使用。
4.5.2 使用说明书
每一台核相仪都应附有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说明书示例见附录C）。
5 试验
5.1 一般要求
5.1.1 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45%～75%；
——气压，86kPa～106kPa。
核相仪应在以上大气条件下置放4h以上再进行试验。
5.1.2 淋雨试验
在进行电气试验之前，每一台核相仪用酒精清洁干净并在空气中晾置15min。
试验应按照GB/T 16927.1规定的淋雨试验程序进行。
5.1.3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应在核相仪成品中随机抽取3只来进行。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试品没有通过，则型式试验不合格；如果仅有一只试品没有通过试验，则允许再
取3只试品重复进行全部型式试验；如果仍有试品不能通过试验，则型式试验不合格。
设计相同的核相仪，只需做一次型式试验，试验的有关规定见附录D。
5.1.4 预防性试验
预防性试验按附录D进行。
5.1.5 抽样试验
抽样试验按附录D进行。试品的数量则按附录E选取。
5.1.6 试验电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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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及测量系统应符合GB/T 16927.1的有关规定。系统的测量误差应小于3%。
除非有特殊要求，应在干燥条件下对所有类型的核相仪进行测试；适用于户外的核相仪应增加淋雨
试验。
试验电压无需根据气象条件进行校正。
试验应在按使用说明书装配好的核相仪上进行，包括接触电极延伸部分。
如核相仪带有地线，则地线必须良好接地后再进行试验，除非另有规定。
注：对于一些功能试验，如果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也可采用低压电源。例如：这些试验不包括干扰
场。
5.2 功能试验
5.2.1 明显指示试验
试验室的地面应导电或铺上导电垫并接地。试验应在没有外界干扰场的室内进行。应按照图2及图3
进行试验布置，试验布置参数如表3和表4所示，试验布置与地面之间距离H的范围内，与周围任何方向
距离3×D的范围内，不应放置任何其他物体。试验时，被试核相仪的接触电极必须与试验装置的试验
电极接触良好。

图2 明显指示试验布置示意图

a）试验电极侧视图
说明：○
1 -球电极（B1、B2）；
○
2 -环电极（R1、R2）；
○
3 -地面；

b）试验电极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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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电极周围直径为D的球形区域；
a-电极间距离；
D-环电极间的距离；
H-测试装置与地面的距离
图3 试验电极布置视图
表3 试验布置参数
D

d

W (3 倍 D)

环直径

球直径

墙壁和天花板间距

mm

mm

mm

1500

φ 550

φ 60

＞ 1650

1000

2500

φ 1050

φ 100

＞ 3150

1600

4000

φ 1500

φ 150

＞ 4500

Un

电极间隔距离 a

H

kV

mm

mm

300

10
20
35
110
220
330
500

试验时被试核相仪应水平放置，连接引线应收紧,且以水平连接的方式与两个接触电极相联，引入
试验电压。
连接球电极的操作杆，放置在环电极中间。试验时，应根据核相仪的级别（见4.2.1）来调节电源在
球电极B1、B2上形成相位差，以下试验要求均以A级核相仪为例。
表4 明显指示试验参数及要求
试验电压

试验顺序

试品显示要求

电极 B1

电极 B2

1

0.45Unmin

0.45Unmin10°

正确相位关系

电容型

2

0.63Unmax

0.63Unmax10°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3

0.45Unmin

0.45Unmin30°

不正确相位关系

4

0.63Unmax

0.63Unmax30°

不正确相位关系

电阻型

1

(Unmax－10%)/ 3

(Unmax+10%)/ 3 10°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2

(Unmin－10%)/ 3

(Unmin－10%)/ 3 30°

不正确相位关系

注：0.45Un 对应 0.78Un/ 3 ；0.63Un 对应 1.1Un/ 3 。环电极 R1、R2 均应接地。

对于适用于多个电压等级的核相仪，每个电压等级均需进行此项试验。
表5 同相电场干扰试验参数及要求
试验电压

试验顺序

试品显示要求

电极 B1、R1

电极 B2

电极 R2

1

0.45Unmin

0.45Unmin10°

接地

正确相位关系

电容型

2

0.63Unmax

0.63Unmax10°

接地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3

0.45Unmin

0.45Unmin30°

接地

不正确相位关系

4

0.63Unmax

0.63Unmax30°

接地

不正确相位关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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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型

1

(Unmax－10%)/ 3

(Unmax+10%)/ 3 10°

接地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2

(Unmin－10%)/ 3

(Unmin－10%)/ 3 30°

接地

不正确相位关系

5.2.2 抗电场干扰试验
5.2.2.1 同相电场干扰试验
试验布置及要求按5.2.1所述进行，试验项目及显示结果要求见表5。
5.2.2.2 反相电场干扰试验
试验布置及要求按5.2.1所述进行，试验项目及显示结果要求见表6。
表6 反相电场干扰试验参数及要求
试验电压

试验顺序

电极B1

电极R1

电极B2

电极R2

试品显示要求

电容型

1

0.63Unmax

接地

0.63Unmax10°

0.63Unmax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2

0.63Unmax

接地

0.63 Unmax30°

0.63Unmax

不正确相位关系

电阻型

1

(Unmax－10%)/ 3

接地

(Unmax+10%)/ 3 10°

(Unmax+10%)/ 3

正确相位关系

核相仪

2

(Unmin－10%)/ 3

接地

(Unmin－10%)/ 3 30°

(Unmin－10%)/ 3

不正确相位关系

5.2.3 指示清晰可辨性试验
5.2.3.1 视觉指示清晰可辨性试验
试验布置如图4所示，灰光屏板的照射反射率为18%，照射在它上面的光源和照度为：
a）对户外型核相仪采用色温为5500（1±10%）K的标准光源D55，照度为50000（1±10%）lx；
b）对户内型核相仪采用色温为2856（1±10%）K的标准光源A，照度为1000（1±10%）lx。
试验时核相仪位于A-B轴上，光源光线汇聚在A-B轴上，如图4a）所示。
在试验电极上的施加相应的试验电压或者调整相位，使核相仪不规则间隔的产生“不正确相位关系”
的显示。
3名具有一般视力的观察者，通过前挡板上5mm的孔洞，对核相仪进行观察，如图4b）所示。前挡
板到屏蔽物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1500mm，如果能够清晰看见显示则试验通过。
5.2.3.2 听觉指示清晰可辨性试验
试验应该在无回音环境下进行，背景噪声水平不能超过60dB（A）。
试验布置如图5所示，核相仪的声音轴和地平行，并和发生声反射的表面保持至少1.5m的距离。在
距离手柄末端400m且垂直于声音轴的平面上测量，如图5a）所示。测量较高的声强时，距离可增加200mm。
在试验电极上的施加相应的试验电压或者调整相位，使核相仪显示“不正确相位关系”。麦克风应
在图5b）中12个位置处测到有听觉指示。在每个频率范围为1000Hz至4000Hz的倍频带上测量声压水平。
连续声音信号的观察时间应不少于10s。对于断续声音信号，测量的积分时间应比信号持续时间短。
如果每个测量位置的声压水平，大于以下情况，认为试验通过：a）80dB（A），为连续声音信号
的核相仪；b）77dB（A），为间歇声音信号的核相仪。
注1：当核相仪同时有可视显示时，上述数值可减小10dB。
注2：对于用在嘈杂环境的核相仪，制造厂和用户可通过协商确定更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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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俯视图（单位：mm）

b）前平板主视图（单位：mm）
图4 视觉指示清晰可辨性的试验布置

a）左视图

b）主视图

说明：
1—声轴线
2—测量用麦克风
3—测量用平板
4—和X测点
5—核相仪
图5 听觉指示清晰可辨性的试验布置
5.2.4 频率特性试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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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按照5.2.1的试验布置进行。试验频率为标称频率的99.8%~100.2%，试验结果满足4.2.4的要求，
则试验通过。
5.2.5 响应时间试验
根据核相仪等级（见4.2.1），在测试电极B1和B2（见图2）施以有30°相位差的两个0.4Unmin电压，
测试电极R1和R2接地。
对于双操作杆的核相仪在第二根操作杆接触电极B2后，开始测量响应时间，在1s内应显示“不正
确相位关系”。
对于单操作杆核相仪在出现“存储就绪”显示后，把单杆核相仪从电极B1移到电极B2。如果在1s
内显示器有正确的清晰显示，则试验通过。
5.2.6 自检试验
根据使用说明书分3次启动自检元件，每次都应出现可视或可听信号。除了使用说明书所提到的线
路外，其他所有线路均要确保经过测试。
5.2.7 额定工作时间试验
试验按照5.2.1中的所述进行布置，在测试电极B1和B2（见图2）施以有10°相位差的两个1.2Un电压，
核相仪出现“正确相位关系”的显示。试验电压加载时间按说明书上提到的额定时间进行。如果在试验
期间没出现其他不正常显示，则试验通过。
5.3 电气性能试验
5.3.1 防止短接试验
5.3.1.1 试验布置
电阻型核相仪需进行该试验。
试验母排1、2呈V形布置，如图6所示。试验电压为1.2Un。

说明：母排截面为60mm×10mm，母排所有边角均为半径1mm的圆角。
1—前母线
2—后母线
图6 V 形母排试验布置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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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排1与母排2之间的距离d1应需根据表7进行调整，d2的计算方法如下：
d2=A1+d1+200（d2、A1的单位为mm）
其中A1是插入深度（见图1）。
表7 防短接试验布置的距离 d1
标称电压 Un

户内型

户外型

kV

mm

mm

Un≤6.0

50

150

6.0＜Un≤10.0

85

180

10.0＜Un≤20.0

115

215

20.0＜Un≤35.0

180

325

图7 V 形母排的接线
5.3.1.2 户内型核相仪
试验布置如图6～图8所示，对核相仪进行沿面耐压试验和径向沿面耐压试验。

图8 沿面耐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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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径向和沿面耐压试验
a） 沿面耐压试验。
核相仪应平放在母排1上，接触电极的顶部置于母排2，持续1min，如图8所示的初始位置。旋转核
相仪并向母排2推进，直至限位标记超过母排2约200mm，如图8所示的最终位置。如果无闪络或击穿发
生，认为试验通过。
b） 径向沿面耐压试验。
核相仪应平放在母排1上，接触电极的顶部位于母排2的窄点d1处。保持接触电极与母排2接触，同
时沿着母排滚动核相仪，接触电极保持和母排2接触，直至限位标记超过母排1约200mm，如图9所示。
如果无闪络或击穿发生，认为试验通过。
5.3.1.3 户外型核相仪
试验布置如图10所示。在核相仪操作杆上安装两个带状电极，其宽度应符合表8的要求。带状电极
缠绕在绝缘杆上，一个位于接触电极，另一个在手柄侧，间距为表7中的d1。采用同心圆环对带状电极
进行屏蔽，同心圆环尺寸见表8。
表8
带状电极的宽度
mm
20

同心圆环和带状电极的尺寸
同心环尺寸
外径

截面直径

mm

mm

200

30

进行防短接试验时，同心圆环应与带状电极电气连接。离地近的带状电极接地，离地远的带状电极
连接交流电压源。
淋雨条件参照5.1.2的要求，试验步骤如下：
a）核相仪应与垂直面成20°±5°倾角放置，接触电极向下，雨水以与垂直面成45°角（也就是与核相
仪的夹角约为65°），如图10所示，被试验段的淋雨应尽可能均匀；
b）绝缘杆应淋雨3min，然后尽可能快地旋转180°，使触电极朝上，再淋雨2min；
c）然后，在淋雨状态下施加试验电压（1.2倍的标称电压）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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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带状电极应一段一段的移动，并始终保持相同的距离d1，以使相邻试验段有大约50%的部分重
叠。重复淋雨试验，直到接地电极与接触电极距离为d3：
d3=A1+d1
有标称电压范围的核相仪，防短接试验应在其电压范围内，按照表7中对应的每一个电压等级及距
离d1进行试验。
如果无闪络或击穿发生，认为试验通过。

图10 户外电容型核相仪防短接试验布置
5.3.1.4 连接引线
电阻型核相仪需进行该试验。
试验时，拉伸两根操作杆之间的连接引线，使之位与母排1、2相接触，一根操作杆杆紧挨在母排2
的外侧，然后移动核相仪，直到另一操作根杆紧挨母排1的外侧（见图11）。

图11 连接引线防短接试验布置
如果在以上的试验中没有发生闪络或者击穿，则认为试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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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耐电火花试验
试验装置布置如图6所示，按表7规定调整母排的距离，试验电压为1.2Ur。
接触电极应放在母排2处，核相仪应平放在母排1上。然后从母排1处撤回核相仪直到出现最大的连
续火花，保持在这个位置1min。
然后，将核相仪向母排2推进，在核相仪和母排1之间寻找可能出现的最长的电火花。如果出现电火
花，保持在这个位置1min。
如果两根杆上都带有显示器，则应分别进行试验。
若试验中核相仪无损伤并且没有关机，则认为试验通过。
5.3.3 泄漏电流试验
5.3.3.1 试验范围
仅对整体式核相仪进行该项试验。
5.3.3.2 试验要求
试验涉及整体式核相仪限位标记和护手之间的部分。核相仪应装有两个带状电极，根据其标称电压
电极宽度应符合表8的要求。带状电极缠绕在绝缘杆上，一个在护手旁边，靠接触电极方向侧，另一个
在限位标记旁边，靠手柄方向侧。
带状电极应被同心环屏蔽，同心环尺寸见表8。带状电极与同心环互相绝缘。
试验电压应为1.2倍的标称电压。对于有标称电压范围的核相仪，应按照最大标称电压进行试验。
5.3.3.3 干燥条件下的泄漏电流
泄漏电流（有效值）应在干燥条件下测量，施加电压时间为1min。
在护手处的带状电极通过电流表并用屏蔽电缆接地，相邻的同心环，应直接接地。试验电压施加在
限位标记侧的带状电极和同心环上，如图12所示。
如果测得的干燥条件下泄漏电流不超过0.5mA，认为试验通过。
5.3.3.4 淋雨条件下的泄漏电流（仅户外型）
对于户外型核相仪，应进行淋雨试验。试验应符合5.1.2的规定。
雨水以与垂直面成45°角，如图10所示，被试验段的淋雨应尽可能均匀。
核相仪应放置在接地面上，与垂直面成20°±5°角，接触电极向下（即雨水与核相仪的夹角约为65°）。
限位标记侧的带状电极应通过电流表接地。限位标记附近的接触电极和同心环应接地。试验电压施加在
手柄附近的带状电极和同心环上，如图13（a）所示。
试验步骤如下：
a）应首先淋雨15min。然后保持淋雨，并测量泄漏电流，时间为1min，记录测量时间内的最大泄
漏电流值。
注：测量中为了避免由于水滴和水流引起的电流尖峰，电流值的平均显示时间至少为1s，其输入应
配备适当的RC滤波器以去除240Hz以上的频率。
b）将核相仪旋转180°，以使接触电极朝上。手柄附近的带状电极应通过电流表接地，其周围的同
心环应接地。试验电压施加在限位标记附近的接触电极、带状电极和同心环上，如图13（b）所示。
c）应再淋雨15min，然后保持淋雨，并测量泄漏电流，时间为1min，记录测量时间内的最大泄漏
电流值。
如果测得的淋雨条件下泄漏电流不超过0.5mA，认为试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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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干燥条件下试验布置

（a）向下位置

（b）向上位置

图13 整体式核相仪泄漏电流试验布置
5.3.4 回路电流试验
5.3.4.1 带地线核相仪
仅对电阻型核相仪进行该项试验，核相仪的地线应通过电流测量设备接地。给两根杆的两个接触电
极施加1.2Ur试验电压，测量通过核相仪的电流。如果最大线路电流低于3.5mA，则认为试验通过。
5.3.4.2 无地线核相仪
仅对电阻型核相仪进行该项试验，在两个接触电极之间施加1.2Ur电压，测量通过核相仪的电流。
如果最大电流低于3.5mA，则认为试验通过。
5.3.5 连接引线和地线的绝缘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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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品安装成环行，使两端连接到单相试验电源的一极上，另一极连接到水槽。把环行试品浸放在
水中，水的电阻率小于或等于100Ω•m。浸放在水槽中的部分长度为2m。水上部分的绝缘引线表面不应
该发生闪络。施加1.2Ur试验电压，持续1min。如果绝缘没有击穿则认为试验通过。
注：对引线全长进行预防性试验，用相同的试验获得同样的结果有效。
5.3.6 核相仪操作杆工频耐压及操作冲击耐压试验
核相仪操作杆应使用达到 GB 13398 标准的绝缘杆。
对核相仪操作杆绝缘部分，应进行工频耐压及操作冲击耐压试验，试验参数见表 9。试验中如无闪
络无击穿无发热，则认为试验通过。

表9 核相仪操作杆工频耐压及操作冲击耐压试验参数

电压等级

试验长度

kV

m

1min 工频耐压

3min 工频耐压

15 次操作冲击耐压

kV

kV

kV

出厂及
型式试验

预防性试验

出厂及
型式试验

预防性试验

出厂及
型式试验

预防性试验

10

0.4

100

45

/

/

/

/

35

0.6

150

95

/

/

/

/

110

1.0

250

220

/

/

/

/

220

1.8

450

440

/

/

/

330

2.8

/

/

420

380

900

800

500

3.7

/

/

640

580

1175

1050

5.4 机械试验
5.4.1 外观及尺寸检查
5.4.1.1 外观检查
按照4.4.1要求和使用说明，检查整个核相仪。
5.4.1.2 尺寸检查
按照4.4.2的要求检查核相仪。
5.4.2 握力和挠度试验
核相仪的杆通过两个支点水平放置。接触末端支点（前支点）位于手柄离护手环50mm处，手柄末
端支点（后支点）位于离手柄末端50mm处。两个支点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1000mm（见图14）。
在前支点测量握力，应小于200N。
如上所述试验，测量每个杆由于自重发生弯曲，其挠度不能超过杆全长的10%。
5.4.3 连线、地线和连接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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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核相仪垂直于其长轴固定，使其可以在垂直面内振荡，且旋转中心位于出线点上方20mm。核相
仪放置要使线以相对垂直成50°的方向露出，如图15所示。在核相仪的出线点下大约200mm处对连线施
加200N的作用力，持续1min。然后，线夹紧紧夹在一个水平的棒上，使地线自由向下垂直悬挂。在线
夹下对地线施加200N的作用力，持续1min。如果核相仪或者地线没有可见的损坏，且线夹没有从棒上
脱落，则认为整个试验通过。

说明：F—握力。

图14 握力试验布置

图15 引线和连接强度试验布置
5.4.4 抗跌落试验
对核相仪整机进行试验。具体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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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由混凝土或钢做成，光滑、坚硬、有刚性。水平位置的跌落高度为1m；核相仪应以水平或垂
直的方向向下跌落。在垂直下落时，接触电极应朝下。每个方向各做一次试验。若试验中核相仪无机械
损伤并能正常工作，即使接触电极产生弯曲但未破坏，仍能正常工作，则认为试验通过。
5.4.5 抗冲击试验
抗冲击试验主要考核指示装置和接触电极延长段的坚固程度。试验方法见附录A，在指示装置和接
触电极延长段的最脆弱部位，施加5次冲击。每个相同位置仅打击1次；如果核相仪有窗口保护，则对窗
口的冲击能为2.5J。试验件应该固定在一个刚性支体上。如果核相仪无机械损伤并能正常工作，认为试
验通过。
5.5 环境试验
5.5.1 试验前每个核相仪应采用酒精清洗，并在空气中干燥 15min。
5.5.2 试验在指示装置和接触电极延长段进行。除了温度循环周期和时间与湿度等，其他试验条件应
符合 GB/T 2423.22 要求。试验应按照以下要求循环进行，如图 16 所示：
a）试品应放在人工环境室。环境室的温度应从环境温度降至该环境类型（见表1）核相仪所需的低
温，环境室的温度应保持2h。
b）将试品从环境室取出，并在取出试品5~10min内，按照5.2.1的要求在室温下进行明显指示试验，
允许对核相仪外部进行擦拭。
c）在室温下应保持2h。
d）再将试品放置在环境室，以2°C/min的速度升温，直至达到该环境类型（见表1）核相仪所需的
高温。相对湿度应维持在50%。
e）环境室应保持高温3h，在前1.5h，相对湿度应从50％至增加96%。
f）将试品从环境室取出，并在取出试品5~10min内，按照5.2.1的要求在室温下进行明显指示试验。
允许对核相仪外部进行擦拭。
5.5.3 如果两次明显指示试验，满足在 5.2.1 的规定，认为试验通过。

图16 试验周期与气候的关系曲线
21

DL/T 971—2017
5.6 标志的耐久性
用沾水的布条在标志上至少擦lmin，再用沾异丙醇的布条持续擦lmin。
如果标志仍然是清晰可读，标志没脱落，字迹不模糊，标签未产生松动，认为试验通过。
注：铸造或者雕刻的标记可以不用做耐久试验。
6 质量体系
6.1 一般要求
为了保证核相仪的质量能够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制造厂应通过ISO9000和ISO9004质量体系的质量
认证。
质量保证选型方针以ISO9002为基础，分标准包括功能性和组织性的元件，如对产品供应商的要求。
如果缺少按ISO8402、ISO9000或者ISO9002制订的详细的保证计划，或者计划不能保证质量达到要
求，则制造厂必须进行本标准包含的所有试验。试验按附录D抽样程序进行抽样试验。
6.2 记录
制造厂应保存验收试验的记录，以便供用户查询，保存期为8年，试验结果有效，并符合制造厂的
质量控制程序。
7 包装、储存及运输
7.1 包装
核相仪的包装箱（袋）上应注明生产商名、地址、商标、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每套核相仪应附
有产品合格证及产品说明书，使用说明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7.2 运输和储存
7.2.1 核相仪批量运输时应采用木质包装箱或硬纸外壳箱，包装的标志应清楚整齐，并注明“切勿淋
雨” “切勿受潮” “小心轻放” “避免重压”等标志。
7.2.2 应储存在干燥、通风、避免阳光直晒和无腐蚀及有害物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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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机械打击试验——摆锤法
用摆锤法进行打击试验，摇锤是一个固定在振荡臂末端的锤子，绕水平轴线旋转（见图A.1）。
锤子在垂直面以重力摆动。锤柄为外径9mm内径8mm的钢管，并且：
——在顶部有一个旋转装置用来调整打击。摆锤的轴应始终与支架表面保持垂直。
——在底端固定一个1.5kg的锤子，摇摆半径为1m，在落差高400mm时可以产生6J的冲击能。
显示器应固定在支架上，使每次打击的碰撞点和锤子的轨迹和摇摆垂直面交叉位置一致。摇摆应在
对弯曲表面的撞击点处和切线面一致，见图A.1a）。

锤子的细节见图 A.1c）和图 A.1d）
。

a）左视图

b）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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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摆锤组装详图

d）摆锤头部详图

图A.1 冲击试验钟摆锤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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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 记 的 符 号
标记的符号及样式见图B.1。

图B.1 标记的符号及样式图

尺寸要求：
X：可以是16mm，25mm或40mm
e：线条的最小宽度为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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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使 用 说 明
使用说明包含了核相仪使用和维护所必须的所有信息，适用于所有核相仪，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a）标签注释。
b）使用说明，尤其是接地要求。
c）多部件核相仪组装说明。
d）限位标记和护手说明。
e）显示信号的意义。
f）功能测试说明和限位说明（比如当测试元件没有测试所有线路时）。
g）如果核相仪没有测试元件和可用的外置设备，应标明影响。对核相仪的输入电源进行可靠性试
验时，测试步骤应有说明。
h）附件的使用说明。
i）工厂组装的开关盒使用说明。
j）关于限制的说明，在限制范围内被测试装置部件的电压可以改变，但应给出同样的显示。
k）干扰电压和干扰场可能产生的影响说明。
l）核相仪和接触装置在遇雨时等潮湿情况下的耐久说明。
m）存储和维护说明。
n）定期维护测试说明。
o）运输说明。
p）用户更换核相仪部件说明及其必要的参数。
q）地线和连接使用说明。
r）关于直流显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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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程 序
核相仪的试验程序见表D.1。
表D.1 核相仪的试验程序
出厂及

序号

试验项目

标准条文

型式试验

1

外观及尺寸检查

5.4.1

√

2

标志的耐久性

5.6

√

3

握力和挠度

5.4.2

√

4

抗跌落

5.4.4

√

5

抗冲击

5.4.5

√

6

连线、地线和连接强度

5.4.3

√

7

连接引线和地线的绝缘强度

5.3.5

√

√

8

操作杆工频耐压及操作冲击耐压试验

5.3.6

√

√

9

防止短接

5.3.1

√

√

10

耐电火花

5.3.2

√

11

泄漏电流

5.3.3

√

12

回路电流

5.3.4

√

13

明显指示试验

5.2.1

√

14

抗电场干扰试验

5.2.2

√

15

环境试验

5.5

√

16

额定工作时间

5.2.7

√

17

自检

5.2.6

√

18

响应时间

5.2.5

√

19

频率特性

5.2.4

√

20

视觉指示清晰可辨性试验

5.2.3.1

√

√

21

听觉指示清晰可辨性试验

5.2.3.2

√

√

预防性试验

抽样试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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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抽 样 程 序
E.1 一般程序
由于涉及人身安全以及设备生产数量的限制，应采用有针对性的单独的质量保证计划。
每组包含同等级和同类型的核相仪。
E.2 缺陷分类
抽样计划和程序以本标准所覆盖的核相仪有可能发现缺陷的类别为基础，缺陷确定为主要缺陷和次
要缺陷。表E.1对照抽样程序试验给出了缺陷的类别。
表E.1 缺陷分类
缺陷类别

试验描述

主要

5.2.3.1

视觉指示的清晰可辩性

√

5.2.3.2

可听指示的清晰可辩性

√

5.2.5

响应时间

√

5.3.2

火花放电电阻

√

5.3.4

回路电流

√

5.4.3

连线、地线和连接的强度

√

5.6

标记的耐久性

次要

√

E.3 一般抽样计划
E.3.1 主要缺陷抽样计划
对主要缺陷抽样，表E.2限制在3200台，并按以下要求：
——少于5台时进行全部测试；
——等于或大于3201台，根据表E.2，按少于3200台规模测试。
表E.2 主要缺陷抽样计划
产品批量

抽样批量

验收不合格数量

退货数量

5 到 50

5

0

1

51 到 500

8

0

1

501 到 3200

13

1

2

E.3.2 次要缺陷抽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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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次要缺陷抽样，表E.3限制在3200台，并按以下要求：
——1台时对其进行测试；
——等于或大于3201台，根据表E.3，按少于3200台规模测试。
表E.3 次要缺陷抽样计划
产品批量

抽样批量

验收不合格数量

退货数量

2 到 50

2

0

1

51 到 500

8

0

1

501 到 3200

13

1

2

E.4 当在试验室而不是在制造厂进行试验时的程序
在进行绝缘试验时，如果一个批量的核相仪不能满足5.3的要求，应结束试验并通报制造商或供应
商。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或供应商可要求客户或者试验室出具证明，说明试验程序和装置符合本标准
的适用条款。
出具证明后，制造商或供应商可以要求其代表见证附加核相仪的试验。
所有返回件应按制造商或供应商的指定点返回，不标永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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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验 收 试 验
如本标准所定义的验收试验是一个合同性的试验，向用户证明设备满足了其说明书中的条件。既可
以对每件进行试验（预防性试验），也可以对样品进行试验（抽样试验）。
如果用户在其说明书中表示设备只需要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则按本标准进行（预防性和抽样）试验。
用户可以鉴证试验、委托他人鉴证试验或接受制造商的检测结果；也可以在其指定试验室、甚至自
己的试验室进行试验。
而且，当从新的制造商那里订货时，
或订购一个新的产品或新的设计，因为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原因，
用户还可以要求附加试验或加大抽样规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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