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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0112:1979《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电痕化指数和耐电痕化指数的

测定方法））（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国际标准的目次和前言；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在第7章各条序号前加上“7”使本标准章条统一；

    d) 将“漏电起痕”改为“电痕化”。

    本标准与GB/T 4207-1984不存在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代替GB/T 4207-1984《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

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谷晓丽、张期平、王先锋。

    本标准1984年3月19日首次发布，2003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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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

相比电痕化指数和耐电痕化

      指数的测定方法

范围

    本试验方法可测量在电压最高达600 v时固体电气绝缘材料在电场作用下表面暴露于含杂质的水

时的相对耐电痕化性能。

    当将电压施加到放在材料表面上规定的电极装置之间，且电解液以规定的时间间隔滴到两电极之

间时，在此试验情况下可能产生电痕化。引起材料破坏所必需的液滴数随着施加电压的减小而增加，且

在低于某一限值时，不发生电痕化。

    当材料在最高试验电压下也未电痕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腐蚀，且腐蚀深度能测出。某些材料能在

试验时燃烧。

    注1：用该方法得出的材料的耐电痕化等级可能与用其他耐电痕化试验方法，例如高电压下小电流放电的试验方法

          得出的结果有所不同，本试验方法能较好区别耐电痕化性能较差的材料。本方法不太适用于户外使用的材

          料，对于那些材料应采用IEC出版物60587中的试验方法：评定在严酷环境条件下使用的电气绝缘材料耐电

          痕化和蚀损的试验方法。

    注 2：在电气设备设计时，不能直接用该方法得到的试验结果来确定安全爬电距离。

2 定义

电痕化 tracking
在电应力和电解杂质对材料表面的联合作用下，固体绝缘材料表面导电通路的逐步形成。

2.2

电蚀损 electrical erosion

由于放电作用而使绝缘材料耗损。

2.3

相比电痕化指数 comparative tracking index(CTI)

材料经受50滴电解液而没有电痕化的以伏特为单位的最大电压值。

注：各个试验电压值以及CTI值应能被25整除。

2.4

耐电痕化指数 proof tracking index(I'TI)
材料经受50滴电解液而不出现电痕化的以伏特为单位的耐电压值。

3 试样

    使用具有平整表面的试样，其表面应使得在试验时液体不会从试样边缘流出。尺寸最好是不小于

15 mm X 15 mm的平整表面。试样厚度应大于或等于3 mm，并在报告上注明。

    注 1：在特殊情况下，为得到平整的表面，可以进行研磨。然而，这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注2：在厚度小于3 mm的试样上得到的CTI值相互间不能进行比较。例如，如果薄试样放在金属或玻璃的垫板

          上，则垫板能很快地散发热量并改变CTI值。因此，对厚度小于3 mm的试样最好把两块或必要时把多块试

          样叠起来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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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如果电极的方向对于材料某些结构影响显著的话，则应在报告上注明电极的方向。应采用测得的CTI为最小

      的那个方向。

注4：宜在没有伤痕的面积内进行试验。如果不可能做到，则应将在伤痕面积内测得的结果与试样表面状态的叙述

      一起写入报告。

      试样表面伤痕增加了试验结果的分散性。如果电痕化电流是沿着伤痕方向流过，则试样有可能在电痕化电压

      比电痕化电流横过伤痕时还要低的电压（或较少的液滴数）下出现破坏。

4 处理

    试样表面应清洁，没有灰尘、脏物、指印、油脂、油、脱模剂或其他有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污染物。在

清洁试样时应注意避免引起材料的溶胀、软化、实质性擦伤或其他损伤。清洁和处理程序应在试验报告

中说明。

5 试验设备

5.1 电极

    具有5 mm X 2 mm矩形截面的两个铂金电极，电极一端边缘切成300角的斜面（图1)。斜面的刃稍

微磨圆。

    在试样的平坦水平表面上，两电极面垂直相对，电极之间的夹角为600，电极间相距4. 0 mm

士0. 1 mm（图2)。每个电极施加于试样表面的力应是1. 0 N士0. 05 N。电极安放在试样上的装置示于

图 3,

    注：如果为了模拟实际情况使用铂金以外的其他金属电极，那么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所用的金属，所得到的结果不

        能称为CTI和PTIa

>12

尺-O. l

2士0.1

电极 图2 电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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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铂电极；

2— 黄铜引申部分；

3— 支撑；

4— 滴液针；

5— 试样 。 图 3 试验装置的示例

5.2 试验电路
    施加在电极上的电压是能在100 V-600 V之间变化的基本上是正弦波的电压，其频率为48 Hz-

60 Hz之间。电源功率应不小于0. 5 kVA，电路的原理图如图4所示。

1— 一开关；

2- 100 V-600 V交流电源；

3— 延时电流继电器；

4一一可调电阻；

5— 电极；

6-－一 试样。

图 4 试验电路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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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变电阻器应能调节两电极间的短路电流到1. 0 A士0. 1 A，且在此电流下，在电压表上指示的电

压下降值应不超过10%.

    在试验电路中，过电流继电器应在0. 5 A或更大的电流持续2s时动作。

5.3 滴液装置

    在两电极之间的试样表面应被所滴的试验溶液润湿，溶液滴落的时间间隔为30 s士5s。液滴应从

30 mm-40 mm的高度滴到两电极间试样表面的中央。液滴大小应为（(20̀：) mm3。每次试验前，要擦

净滴针或其他滴液管流出口，并让他流出足够的液滴以保证使用的是正确浓度的溶液。

    注 1：在各次试验之间留存在针头里的溶液，由于蒸发会使溶液的浓度增加。根据试验延迟时间的不同，让溶液先

          流出大约5滴一20滴，通常能去掉浓度太大的液体。

    注 2：为了确定液滴的大小，应该核对 1 cm，的液体流出的液滴数应在 44滴到 50滴之间，并定期检查液滴大小。

    注3：可以采用外径0. 9 mm-1. 1 mm、针尖直切的皮下注射针头来做滴液装置。

    注4：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溶液滴落时间间隔偏差士5s太大，将影响试验结果，这时可改为偏差士1 so

5.4 试验溶液

    溶液A: (0. 1士0. 002)％质量分数的氯化钱(NH,Cl）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稀释，其溶液在230C

士1℃时的电阻率是395 fl " cm15 0 " cm,

    溶液B: (0. 1士0.002)％质量分数的氯化按(NH,Cl）和（0. 5士。.002)％质量分数的烷基蔡一磺酸钠

盐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稀释，其溶液在23℃士1℃时的电阻率是170n" cm士5 n " cm.

    优先采用溶液A.

    如果需要侵蚀性更强的污染物，则应使用溶液B。如用溶液B，则在CTI和PTI值后加一个字母

"M�（例如CTI250M) o

    如果采用了溶液 A和溶液 B以外的其他溶液，则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其结果不能成为 CTI

或 PTI

    注：电痕化随溶液电阻率的减小而加速，且也受试验溶液的化学性质所影响。

6 程序

6.1 概述

    应该将试样放在无通风地方并在 23℃士5℃的环境温度下进行试验。电极的污染会影响试验结

果。在每次试验前应清洗电极。

    被测试样应放在金属或玻璃撑板上，试样的被试表面呈水平，使两个电极的刃按规定的力紧压在试

样上。

    应检查两电极之间的距离，保证电极和试样之间良好的接触。如果两电极的边缘已被腐蚀，则应重

新磨尖。将电压调节成可被25整除的一个合适的值，调节电路的电阻使短路电流在给定的偏差内。然

后使电解液滴落在被试表面直到形成电痕化而产生破坏或直到滴落50滴电解液为止。

    如果在试样表面两电极间的一个导电通道中流过0. 5 A或更大的电流持续至少2s，于是过电流继

电器动作；或继电器虽未动作而试样燃烧了，则认为试样已发生破坏。

    注 I：如果在同一试样上做多次试验，则应注意试验点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隔，使试验点上飞溅出的污物不污染其他

          的被试表面。

    注2：如果试样的撑板是金属的，则可将它接到试验电路里，可指示出试样腐蚀穿孔的情况。

    注3：因试验可能产生有害或有毒的气体，因此，最好采取安全措施以排除或限制扩散这些气体。

6. 2    CTI的测定

    调节电压到一个预先选择好的值并进行50滴试验试样不发生破坏或在50滴以内直到出现破坏。

接着在试样的其他试验点上施加更低或更高的电压做试验，一直到得出在五个不同点上对于50滴溶液

不发生破坏的最大电压值，这个最大电压的数值就是CTI(例如CTI425 )。它是表示将这个最大电压值

降低25 V在另外的五个点上再进一步做试验，并在100滴溶液下试样没有发生破坏。有一些材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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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满足后面这个规定，对于这些材料要确定出试样在五个试验点都能经受住 100滴或更多滴溶液的

最大电压值，并将这个电压数值附在CTI中表示出来，例如CT1425(375) o
    注1：如果不知道材料的性能，则起始电压可选取试验范围中间值，例如300 V。如果试样经受住50滴液滴，那么增

          加电压再做试验；如果不到50滴试样发生破坏，则降低电压再做试验。这电压的增减量应当是25 V或25 V

          的倍数。继续进行试验，直到获得五个试样经受住50滴的最高电压值。

    注2：对于多数材料，50滴的电压（在这个电压下试样经受住 50滴而没有形成电痕化）可认为接近渐近值。比50滴

          电压低25 V的试验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情况。材料经受100滴而不发生电痕化的电压比50滴电压低得

          越多，这个电压离渐近线就越远。

    注3：注意：更高的电压下和多于50滴液滴时，试样可能由于溶液和污染物积聚在试样表面的凹痕和小孔处而发生

          破坏（由过电流继电器的动作表明），而不是由于如2. 1所述的导电通路所引起。此时必须重新做试验，如果

          得不到定义规定的结果，就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6.3 耐电痕化试验

    在材料规范标准或电工设备规范的标准中，或其他标准中，如果只需要一个耐电痕化试验时，应按

照6.1进行试验，但试验只在一个规定的电压下进行。规定数量的试样应经受住50滴而不发生破坏。

    建议采用五个试样。在特殊情况下，可规定少一些试样。

    优先采用的试验电压为：175 V,250 V,300 V,375 V或500 V。建议耐电痕化指数缩写为PTI o

6.4 蚀损的测定

    将没有发生电痕的试样应清除掉粘在其表面的碎屑或松散地附着在上面的分解物，然后将它放在

深度规的平板上。用一个具有半球形端部其直径为 1 mm的探针来测量每个试样的最大蚀损深度，准

确到0. 1 mm。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五次测量的最大值。

6.4.

6.4.2

当按6. 2试验时，应该在相应于CTI的电压下做过试验的五个试样上测量蚀损深度。

当按6.3试验时，应该在规定的电压下经受住50滴液滴的试样上测量蚀损深度。

7 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述内容：

7.1 被试材料的确认。

7.2 试样厚度。

7.3 表面特性。

7.3.1 是否在试样的原始表面上进行试验。

7.3.2 被试表面是否研磨过。

7.3.3 被试表面是否涂过漆。

7.3.4 表面有无划痕。

7.4 条件处理与清洁程序。

7.5 如果不是用铂金电极，则应说明电极用的金属材料。

7.6 如果不是用A或B溶液，则注明污染液。

7.7 相比电痕化指数。

7. 7. 1  CTI，例如“CT1400","CT1400M”或“CT1400(350)"0

7.7.2 蚀损深度，例如“CT1275-1. 2" , "CT1275M-1. 2”或“CT1275(200)-1. 2"0

7.8 耐电痕化指数

7.8.1 试验在规定的电压下通过或破坏，例如“PT1175通过”或“PT1175M破坏”。

7.8.2 试验在规定的蚀损深度和电压下通过或破坏，例如“PT1250-0. 8通过”或“PT1250M-0. 8破坏”。

7.9 由于试样燃烧，7. 7,7. 8两项内容无法报告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