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ANXI Electric Power Quality and Saving Technical Society

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论文集

二〇二〇年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主办

Technical Papers Of Electric Power Quality and Saving



目 录
●系统分析●
1 粗化聚丙烯薄膜进厂检验性能对比 ....................................... 魏乾坤，赵洋（1）

2 基于埃及市场所使用高电压并联电容器的温度类别试验........ 赵洋，李银虎，李龙辉，韩鹏等（3）

3 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的参数优化............................... 郭胜辉，李程，张健等（12）

4 并网逆变器的定频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研究..........................于文倩，同向前，燕聪（18）

5 基于结温估计的逆变电源动态电流控制............................戴俊宇，同向前，申明（23）

6 LLC 谐振变换器宽增益谐振参数的优化设计........... ...................赵国宁，同向前（29）

7 利用光伏并网逆变器剩余容量的配电网电压控制策略研究..................刘博立，同向前（35）

8 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模式研究...................................杨晨东，同向前（45）

9 微电网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策略研究......................................刘鋆，同向前（49）

10 配电网低电压的影响及治理..............................................贺黎明，王静（58）

11 小水电对配电网电压质量的影响分析.......................................周建,唐正文（61）

12 基于配电网电能质量智能监控及其治理仿真..............................刘勇平，张倚侨（66）

13 关于治理台区三相不平衡率措施与防治策略................................姬和静，杨春（70）

14 基于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及解决对策..........................................王阳（79）

15 浅谈工厂配电中的无功补偿设计..........................................李靖，刘海燕（82）

16 浅析风电 AGC 有功控制及 AVC 电压无功控制应用的优缺点..................刘彦峰，刘宏兵（86）

17 一起用户直流逆变器接入电网产生的谐波评估及治理.................. 石志群，孙亮，张瑞（89）

18 一个无源滤波补偿工程方案设计与改造..........................................王贺平（94）

19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研究...............................刘若飞，黄文勋，盛望群（100）

●设备研发与应用●
20 10kV 配电线路串并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研究................................丁涛，王超（105）

21 10kV 较大容量并联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选型...............................解冲，郭燕（111）

22 吸音棉在吸收交流滤波电容器振动噪声应用上的研究...........李瑾，胡炜，陈娜，朱晓彤（116）

23 SVG+FC 混合补偿装置在钢模板企业的应用.........................................芦峰（120）

24 铁心串联电抗器参数及噪音案例分析.................. 郭庆文，侯一欣，韩建翔，高和祥（124）

25 特高压交流工程用 110kV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研究..........刘文，李萍，秦小荣，倪学峰，等（130）

26 电力电容器的局部放电研究............................ 姚妍君，王刚，孙晓凤，肖果,贾征（142）

27 基于现代微电子技术和永磁真空开关的高压智能电容器......... 王济伦，鹿宇，刘坤，刘瑞多（145）

28 浅谈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 胡凌涛，田阳阳，董红（150）



29 低电压自愈式并联电容器质量控制...............................................马峰（153）

30 高压并联电容器外壳爆破能量试验用样机制作方法探讨..........赵洋，魏乾坤，刘小平，等（157）

31 塔式电容器组抗震性能的仿真和试验验证..................许伟，姚一峰，许盛琰，薛冠军（160）

●材料研究●
32 BOPP电容薄膜可卷绕性研究.............储松潮，束长青，潘毓娴，黄云锴，吴建章，胡志坤（165）

33 聚丙烯薄膜对电容器元件性能的影响...........................李银虎，魏乾坤，李龙辉（171）

●故障分析●
34 现有投切电容器中的中压接触器存在的问题和控制方法的改进.....................杨建宁（175）

35 某钢厂电网故障测试和分析...................................................杨建宁（180）

36 外部原因引起的中压电压互感器故障综述.......................................李志勇（195）

37 一起绝缘子污闪故障案例....................................................王雪梅（206）

●其它●
38 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试验方法研究..................武红旗，崔江丽，贾征（210）

39 基于埃及市场所使用高电压并联电容器的温度类别试验........... 赵洋，李银虎，李龙辉，等（216）

40 水分子质谱分析仪进行电容器真浸终点判断的研究...........乔保振， 于胜斌，于清明，等（219）

41 浅议 FMEA 工具在输配电行业的应用....................黄利平，赵洋，赵卫锋，胡飞，等（229）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 2019-2020 年论文集

作者简介：魏乾坤（1993-），男，陕西，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高压电力电容器原材料试验工作。

赵洋（1986-），女，陕西，工程师，主要从事高压电力电容器设计研发工作。

- 1 -

粗化聚丙烯薄膜进厂检验性能对比

魏乾坤，赵洋

（陕西正泰电容器技术有限公司，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粗化聚丙烯薄膜在电力电容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性能的优劣情况严重影响电容器的各项性

能指标。本文通过对四个不同厂家厚度为 13μm 的薄膜进行进厂性能试验对比，对厂家甄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聚丙烯薄膜；性能指标；试验

Inspection Property Comparison Of Crude Polypropylene Film
WEI Qiankun；ZHAO Yang

(Shaanxi Chint Capacitor Technology Co.,Ltd.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Coarsening polypropylene fil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wer capacitor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pacitor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pacitor. In this paper, it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factory

performance test by the four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and it has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factory

selection.

Keywords: Polypropylene film; Performance index; test

0 引言

电容器介质主要起储能作用，通常由两种或

多种介质材料组成，而电力电容器常用的固体介

质材料由原来的塑料薄膜和电容器纸发展至今

为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PP 膜)，其具有很高的耐

电强度和很低的介质损耗，易于加工成均匀薄层，

便于卷绕有一定的抗张强度，并且与液体介质有

优良的相容性。在电力电容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其性能的优劣情况严重影响电容器的各

项性能指标。本文通过对四个不同厂家厚度为 13

μm 的薄膜进行进厂性能试验对比，对厂家甄选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试验方法

1.1 试验步骤

（1）试验随机抽取四个厂家的薄膜各 4 卷，并

分别用 A、B、C、D 代表四个厂家，四卷薄膜分

别标识为 A-1，2,3,4 等,共计 16 卷。

（2）依次对每卷薄膜外观检查并记录。

（3）依次对每卷薄膜取样，试验电气强度并记

录数据。

（4）依次对每卷薄膜取样，测量厚度并记录数据。

（5）依次对每卷测量其宽度并记录数据等。

备注：从薄膜卷上取样时，应至少先剥去最外三

层，取样时的环境条件同试验条件，并按性能要

求进行制样。取样前样品薄膜卷应 23℃±2℃，

50%±5%的条件下至少放置 24h，且在环境洁净度

≤10000 级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1.2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检测手段

试验过程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检测手段如表 1

所示。

表 1 试验检测项目及要求指标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手段 备注

表面状况

1.薄膜应表面光洁、无褶皱、裂纹、气

泡、颗粒、外来杂质等缺陷。

2.薄膜应紧密卷绕不应出现脱筒现象，

并且卷绕均匀一致

日光灯箱上

目测

手感

膜卷宽度偏差 ±1mm 0.5m 钢直尺（精度 1mm）

厚度允许偏差
批平均值 ±2.5% 数显千分尺

（精度 0.1µm）批极值 ±5%

电气强度

（电极法 DC）

平均值 ≥500V/µm
2674A 型耐压测试仪

（1-20kV,误差±10%）
最低值

（40点中）
≥450 V/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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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外观检测

各个厂家薄膜表面均光洁，无褶皱、裂纹、

气泡、颗粒、外来杂质等缺陷。薄膜紧密卷绕没

有出现脱筒现象，并且卷绕均匀一致。

2.2 薄膜宽度测量数据

各个厂家 4卷薄膜宽度测量值见表 2，数据

显示各厂家宽度均符合技术要求。

表 2 不同厂家宽度测试数据 单位：mm

厂家 1# 2# 3# 4# 均值

A 322 322 322 322 322

B 322 322 322 322 322

C 322 322 322 322 322

D 322 322 322 322 322

2.3 厚度测试数据

各个厂家 4卷薄膜厚度测量值见表 3，数据

显示各厂家厚度均符合技术要求。但 B厂家厚度

偏大但符合技术要求，其他各厂家均符合批平均

值 ±2.5%要求。

表 3 不同厂家厚度测试数据 单位：µm

厂家 1# 2# 3# 4# 均值

A 13.0 13.0 13.2 13.3 13.1
B 13.3 13.3 13.4 13.2 13.3

C 13.2 13.2 13.1 13.2 13.1
D 13.0 13.0 13.0 13.1 13.0

2.4 电气强度试验数据

各个厂家 4卷薄膜电气强度测量值见表 4，

数据显示各厂家厚度均符合技术要求，但 D厂电

气强度较高，BC 厂居中，A厂电气强度较低。

表 4不同厂家电气强度试验数据 单位 V/μm

厂家 1# 2# 3# 4# 均值

A 495 502 485 490 493

B 535 523 519 534 527

C 528 522 516 509 518

D 580 601 581 557 579

2.5 表面粗糙度

从图 1 可以直观的看出，四个厂家薄膜

在日光灯下的粗糙度对比，A 厂薄膜表面颗

粒密度较大，而 BD 表面颗粒密度适中，C 厂

薄膜表面颗粒密度较精细光滑透明性好。

图 1 ABCD 厂家薄膜目测图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厂家某一批厚度为 13μ

m 粗化聚丙烯薄膜随机进行进场抽检对比，

综合结果显示 C D 厂家薄膜各个性能相对较

好，符合技术要求。B 厂家薄膜厚度偏大，

其他性能均符合技术要求， A 厂家表面粗糙

度较大，电气强度较低。

参考文献：

[1]薄膜试验方法 第二部分：厚度的测量重

量法：GB/T13542.2-2009[S].2009

[2]薄膜试验方式 第二部分：电气强度的检
测：GB/T13542.2-2009[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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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SGA II 算法的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参数的多目标优化

郭胜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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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才华

2
，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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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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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西安 710049；2．国网汉中供电公司，陕西 汉中 723000；

3．国网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 西安 710054）

摘 要：为了更好地采用串联补偿装置解决供电半径过大的配电网末端电压偏差问题和网络损耗问题，研究了

确定串联补偿装置阻抗值和安装位置的多目标优化算法。以线路电压偏离度和网络有功损耗最小为目标函数建

立了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多目标优化模型。运用 NSGA-II 算法求解多目标优化模型，并获得帕累托解集，

再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在解集中求得最优解。通过 IEEE 34 节点配电网算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和算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与采用的方法可以快速有效地确定串联补偿装置的安装位置和

容抗值，并优于单目标优化的结果。此外，在不同负载条件下串联补偿装置的最佳安装位置不同，可以采用多

点串联补偿方法来获得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配电网；串联补偿；多目标优化；NSGA II 算法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Parameters of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based on NSGA II Algorithm

GUO Shenghui1,LI Cheng2,ZHANG Jian3,LI Yicang2,CAI Hua2,MU Fei2,Yang Lanjun1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Shaanx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Xi’an 710054，China;

3. State Grid Hanzhong Electric Power Compamy，Hanzhong723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solve the terminal voltage deviation problem and network loss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large power supply radius,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determining the impedance

value and installation position of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s studied.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determining the impedance value and installation position of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s studied.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line voltage deviation and the minimum network power loss. The NSGA-II algorithm is used to solve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the Pareto solution set is obtained. Then the optimal solution is obtained in

the solution set by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metho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are verified by an IEEE 34-node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and method adopted in this paper ca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determine the installation position

and capacitance value of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n addition, the optimal installation position of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is different, and the multi-point series compensation method

can be used to obtain better effects.

Keywords: distribution network; series compensatio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NSGA II algorithm

0 引言

串联补偿装置通常是在电力线路中安装串联

电容器，通过抵消一部分线路电抗值来改变系统

参数，在输电网络中可以提高输电容量。针对长

距离配电线路的配电网络，改善沿线的电压质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用电需求在

不断地增加。由于我国的配电网建设相对于输电

网有着滞后，尤其是农村配电线路和山区线路，

存在线路长，导线过细，设施老化，配电变压器

数量多等特点。存在部分地区配电网发展滞后，

以及大量的农村配电网建设不符合规范，配电网

线路设计跟不上负荷的增长，导致网损过大，线

路末端电压产生偏差等问题[1]。因此，研究串联补

偿装置来改善配电网末端电压偏差，降低线路损 耗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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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美国、前苏联等都

先后对串联补偿装置在输配电线路中的应用展开

研究[2-3]。我国的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应用

起步较晚，2007 年辽宁省阜新市电网在海哈线

66kV 线路中安装串联电容器的容抗值为 6.5Ω，使

末端电压 48.12kV 上升到 63.17kV[4]。串联补偿装

置在我国配电网中应用较少，相关的参考文献也

较少。

在配电网的串联补偿装置研究方面，文献[5]

提出了配电网中串联电容补偿量的精确计算公式，

但是没有给出适合应用串联补偿装置的配电网类

型和范围。文献[6]给出了配电网串联补偿的综合

节能评估方法，推导出了安装固定串联补偿装置

下的配电网节约电力电量的模型，但没有给出配

电网中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计算模型。文献[7]给

出了在末端大负荷的 10kV 配电网中，安装串联补

偿装置的参数优化模型，但是该模型没有判断配

电网是否适合采用串联补偿装置，而且并没有给

出一个详细的优化算法。文献[8]讨论了配电网中

串联电容补偿和并联电容补偿对于电压和线损的

影响，没有对于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计算给出明

确结果。文献[9]讨论了串联补偿在配电网中应用

问题，总结了应用串联补偿装置需要考虑的因素，

但是没有考虑串联补偿在配电网不同运行状态下

的使用范围，即在轻负载或者重负载下的使用情

况。文献[10]利用遗传算法来计算串联补偿电容器

的阻抗，但在该优化模型中没有考虑串联补偿电

容器的数量和位置等问题，也没有考虑串联补偿

应用范围。文献[11]建立以电压整体偏差、串联补

偿容抗和有功网络损耗小为目标建立配电网固定

串联补偿多目标优化模型，亦并没有明确采用多

点串联补偿装置可行性。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线路电压偏离

度和有功网络损耗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了配电网

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多目标优化模型。运用

NSGA-II 算法求解模型，并获得帕累托解集，再采

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取得最优解。利用 IEEE34 节

点馈线算例验证了本文所建立模型和优化方法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优于单目标优化，并且说明了

采用多点串联补偿的可行性。

1 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参数多目标优化模型

1.1 串联补偿装置应用模型

首先在这里介绍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

应用模型。假设串联补偿装置在某条线路中安装，

连接两个系统 S 和 RS ，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其中

0SU  和 RU  分别表示线路首端电压和末端电

压， LR 和 LX 表示所补偿线路的的电阻和电抗，

LX 表示串联补偿装置的阻大小，S 、P 、Q和Q
分别代表线路首端输出的三相视在功率、有功功

率、无功功率和补偿后的无功功率[12]。假设在安

装串联补偿装置前后的线路首端传输有功功率 P
不变。

图 1 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前后的等值电路

Fig.1 Equivalent circuit before and after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s installed

中低压配电网是处于电力系统的末端，面向

用户，线路一般为从变电站母线辐射状线路，尤

其是农村配电网。在目前，农村配电网的负荷特

性一般为感性，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地区，会有小

水电的线路，其中供电公司对这些小水电的功率

因数考核标准为：枯水期 0.8~0.85，丰水期

0.85~0.95，且发出感性无功，可知功率因数角在 198~217°内变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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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 中等值电路，在安装串联补偿后，

给出感性负载用电和小水电发电情况下的相量图，

如 图 2 所示，其中为功率因数角。

图 2 串联补偿后的相量图

Fig.2 Phase compensation map after series compensation

在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前，线路的电压降落为

1
-L L

S S

PR QX PX QRU j
U U

 
  

\* MERGEFORMAT (1)

在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后，该线路的电压降落

为

   
2

- - -L C L C

S S

PR Q X X P X X Q R
U j

U U

  
  

\* MERGEFORMAT (2)

那么在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后线路电压提升的

数值为

= 3 sinC
L C

S

QXU I X
U

  \* MERGEFORMAT (3)

从公式（2）和公式（3）中可以看出，串联

补偿装置可以提供一个与线路电抗电压相反的电

压值，减少了了线路总电抗值，降低了线路的电

压降落。此外，对比公式（1）和公式（2），在相

同的电压跌落标准下，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后可以

提高线路传输的最大有功功率值，即串联补偿装

置可以提高配电网的有功传输容量。在串联补偿

装置安装后，可以计算出其提供的无功容量为：
2

L3(I sin )C CQ X \* MERGEFORMAT (4)

根据公式（3）和公式（4），串联补偿装置补

偿的电压与线路电流是正比关系，补偿的无功容

量与电流平方是正比关系，这就是串联补偿装置

“自适应”原理，根据电流来自动调节电压补偿

值。

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前线路的有功功率损耗为：
2 2

1 2 L
S

P QP R
U


  \* MERGEFORMAT (5)

那么在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后，线路有功损耗为：
2 2

2 2 L
S

P QP R
U


  \* MERGEFORMAT (6)

由于串联补偿装置会产生容性无功，可以大

幅度补偿线路的无功损耗，故而线路在传输相同

有功功率的情况下，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后会有

Q>Q’。从而根据公式（5）和公式（6）可知有Δ

P1>ΔP2，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后由于线路电压水平

的提高而降低了电流值，进而降低了线路有功损

耗。当负荷发生改变的时候，串联补偿装置调节

的电压偏差以及降低的线路有功损耗是不同的，

因此在配电网在不同负载情况下最适合安装串联

补偿的位置是不同的，故而可以考虑在配电网中

进行多点串联补偿。

1.2 目标函数

配电网中串联补偿装置的容量和安装位置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多目标优化问

题。多目标优化可以同时考虑经济性和安全性，

与单目标无功优化相比，多目标优化可以更好地

完成目标之间的平衡。本文综合考虑串联补偿装

置带来的效益，在输入串联补偿装置的阻抗值、

安装位置后，计算配电网潮流并选取以下 2 个指

标作为目标函数。

（1）节点电压偏离度。在配电网中节点电压

是配电网系统稳定性和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14]。

配电网中节点电压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整体节点

电压越靠近参考电压等级越好。因此，选取节点

电压偏离度作为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的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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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其数学公式为

   2

1 .u .i ref
i N

f U U p


  \* MERGEFORMAT (7)

式中：N 为配电网中节点的集合； iU 为配电网节

点电压幅值； refU 为所期望的节点电压幅值。

（2）配电网有功网络损耗占比。有功损耗占

比，即线损率，是评估供电企业运营状况的一项

重要的综合经济技术指标[15]，也是串联补偿装置

在配电网中经济性的体现。因此，选取配电网有

功网络损耗占比作为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的目

标函数，公式为：

 2 2

,
2

2 cos
100%L

ij i j i j ij
i j N

g U U U U
f

P




 
 


\* MERGEFORMAT (8)

式中有功网络损耗的单位是 kW， ijg 是节点 i 与节

点 j 之间的电导， ij 是节点 i 与节点 j 之间的电压

相角差， LN 是配电网所有支路的集合，P 为配电

网传输的有功功率之和。

1.3 约束条件

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主要为功率平衡约束，

节点电压约束以及串联电容容抗值约束，具体如

下：

(G cos B sin )

(G cos B sin )

i i j ij ij ij ij
j N

i i j ij ij ij ij
j N

P U U

Q U U

 

 




  



 





\* MERGEFORMAT (10)

min maxi i iU U U  \* MERGEFORMAT (11)

min maxc c cX X X  \* MERGEFORMAT (12)

式中，N 为配电网中节点的集合，Ui，Uj为配电网

节点 i 和节点 j 的电压幅值，Pi和 Qi为节点 i 的有

功注入功率和无功注入功率，Uimin、Uimax为节点 i

的电压波动下限以及电压波动上限，Xcmin、Xcmax

为串联电容容抗值的设计下限和设计上限。

1.4 多目标优化最优解存在性证明

在配电网的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中，采用

多目标优化比单目标优化更为合理，也能够得到

更好的优化结果。在多目标优化中，先求出多目

标优化的帕累托解集，亦称为非劣解集，再从帕

累托解集中根据决策者的偏好去一个最优的折衷

解。下面用数学推导证明本文中的多目标优化模

型存在最优解且该最优解是帕累托解。

首先有两个目标函数 1f 和 2f ，在本文工程计

算背景中，两个目标函数都是有界且连续的。此

外对于整个问题，存在统一的目标函数 F，公式如

下

 1 2,F f f f \* MERGEFORMAT (13)

而函数映射 f 必然是连续可导的，且 f 与 1f 、

2f 均正相关或者均负相关，在这里假设 f 与 1f 、

2f 均为正相关，即

1 2

0, 0f f
f f
 

 
 

\* MERGEFORMAT (14)

因 1f 和 2f 是有界且连续的，则 F 必然也是有

界，即存在最小值，此时有两种情况。

（1）在 1f 和 2f 的定义域边界上取得最小值。

因为 f 是连续可导的，所以对 F 取全微分，得到

1 2
1 2

+f fdF df df
f f
 


 

\* MERGEFORMAT (15)

此时在最小值旁边一个最小的扰动下，均有

0dF  ，又根据公式 7 和公式 8，此时 1df 与 2df 至

少有一个大于 0，存在最小值，且该最小值满足帕

累托最优。

（2）在 1f 和 2f 的定义域内上取得最小值。

此时对 F 取全微分，在最小值点处有：

1 2
1 2

+ =0f fdF df df
f f
 


 

\* MERGEFORMAT (16)

此时必有 1 2 0df df  ，存在最小值且满足帕累

托最优。

2 基于 NSGA II 算法的方案求解步骤

2.1 NSGA II 优化流程

NSGA-II 是采用快速排序和精英机制的多目标

遗传算法，具有运算速度快，收敛性好等特点[16][17]，

可以有效求解本文多目标优化问题。通过

NSGA-II 算法可以获得帕累托解集，求解步骤如下： （1）输入配电网系统参数，产生导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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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始化算法参数，种群数 0P ，交叉参数

gaf ，变异参数 gaC 以及最大迭代次数 N；

（3）随机创初始种群 0P ，计算每个个体的目

标函数值；

（4）将种群根据非支配情况排序并计算拥

挤系数，每一个解都会被指定一个等于它自身非

支配等级的适应度值；

（5）采用二元锦标赛机制选择 0 / 2P 个体作

为父代种群，并进行遗传，交叉和变异产生 0 / 2P
子代种群；

（6）调用潮流计算程序，计算子代种群的目

标函数值；

（7）将产生的子代种群与原有的父代种群

合并，进行非支配情况排序和计算拥挤系数；

（8）根据层次分析的方法选择 P0 优势个体

作为下一代的种群，进行非支配情况排序和计算

拥挤系数；

（9）判断是否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N，是则输

出帕累托解集，否则进行（4）循环。

2.2 多目标最优解的选取

NSGA II 算法的最终优化结果是一组帕累托解

集，决策者需要根据偏好信息从中选出最优解，

其实质上是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本文采用逼近

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来进行最优解的选取。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18]，其实质是通

过计算备选方案与理想方案、负理想方案之间的

距离来进行决策，使所选方案与理想方案的距离

最小，与负理想方案的距离最大。首先由求得的

帕累托解集中的所有非劣解来构成 N 个备选方案

1 2 3, , ,..., Nx x x x ，方案的属性数为 n，即目标函数

个数，则方案 ix 的第 m个属性值为 ( )m if x 。首先

将所有方案的属性值转换为无量纲属性，处理后

的方案 ix 的第 m个属性值为：

2

1

( )( )=
( )

m i
m i N

m i
i

f xf x
f x






\* MERGEFORMAT (17)

方案 ix 的相对距离 ( )id x 计算如下

   
   

+

+ -

=
+

i
i

i i

d x
d x

d x d x
\* MERGEFORMAT (18)

    2
+

1

=
n

i m m i m m
m

d x f x f  


  \* MERGEFORMAT (19)

    2
- -

1

=
n

i m m i m m
m

d x f x f 


  \* MERGEFORMAT (20)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参数

IEEE34 节点配电网馈线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

州的实际馈线，基准电压为 24.9 kV，电网频率为

60Hz，电路图如图 1 所示。它的特点是线路较长

而且负载较轻，线路总长度 93.91km，馈线所带的

总有功负荷为 1769kW，总无功负荷为 1044kVar。

在图 1 中，浅色线路的部分是单相配电线路。配

电网主线路采用的横截面积为 38mm2 与 26mm2

的铝制架空导线，配电网馈线的单相线路部分采

用横截面积为 26mm2与 18mm2的铝制架空导线。

图 3 IEEE34 节点馈线电路图

Fig.3 IEEE34 node feeder circuit diagram

3.2 算例结果与分析

在本文中，设置的串联补偿装置容抗值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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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分别为120Ω和20Ω，采用的 NSGA-II 算

法参数设置如下：种群规模为 100，最大进化代数

为 100，变异因子取 0.8，交叉因子取 0.8。选出位

于第一层级的优化结果作为帕累托解集，帕累托

解集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到帕累托解集为一个曲

线，各解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说明了 NSGA-II 算

法具有很强的搜索能力与收敛性能。此外，图 5

展示了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优化解集，优化的安

装位置集中在节点 814、816 和 850 处。

图 4 帕累托解集散点图

Fig.4 Pareto solution scatter plot

图 5 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解集

Fig.5 Series compensatio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solution set

在进行 TOPSIS 排序法后，得到的最优结果显

示，最佳安装位置是在节点 816 处，此时串联电

容器的容抗值为 72.94Ω。那么，在该点安装串联

补偿装置的前后的电压馈线节点电压水平如图 6，

可以看出在配电网全线电压都有明显的提升并且

在标幺值 1 附近。

图 6 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前后馈线电压水平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feeder voltag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installing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s

再进一步调整配电网的负载率，分别使该馈

线运行在 80%和 120%负载率下，考察该算法在配

电网不同负荷情况下的优化表现。其中帕累托解

集的散点图如图 7 所示，在图中显示帕累托解集

为一曲线，进一步说明了 NSGA-II 算法具有很强的

搜索能力与收敛性能。

(a)80%负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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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0%负载率

图 7 不同负载率下的帕累托解集散点图

Fig.7 Pareto solution scatter plot at different load rates

根据 TOPSIS 排序法后得到的最优结果显示，

当配电网的负载率为 80%的时候，串联补偿装置

的最佳安装位置在节点 830 处，此时的串联电容

容抗值为 101.64Ω；当配电网的负载率为 120%的

时候，串联补偿装置的最佳安装位置在节点 816

处，此时的串联电容容抗值为 69.66Ω。在不同负

载率的情况下，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前后的配电网

馈线电压情况如图 8 所示。

(a)80%负载率

(b)120%负载率

图 8 不同负载率下安装串联补偿装置前后的馈线电压

Fig.8 Feeder voltage before and after installation of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at different load rates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不同负载下，串联补偿

装置的最佳安装位置不一样，节点 816 到节点 830

的导线长度为 9.56km，源节点 800 到节点 816 的

导线长度为 31.85km，随着负载率的降低，最佳串

联补偿装置的安装位置也向馈线末端推移。

接下来将分别在节点 816 处和节点 830 处安

装串联补偿装置，以考察多点补偿与单点电容补

偿的结果差异。多点补偿的情况下的串联补偿装

置容抗值的计算由前文所述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和

求解算法确定，得到的结果是在 816 点安装的串

联补偿装置容抗值为 50Ω，在 830 点安装串联补

偿装置的容抗值为 42Ω。

为了对比单点串联补偿和多点串联补偿的差

异，将串联补偿装置分为四种安装情况，见表 1。

针对四种不同的串联补偿安装情况，分别考察其

在 80%、100%和 120%负载率下的有功损耗占比数

据和偏离度数据，如图 9 所示。

表 1 串联补偿装置安装情况分类

Tab.1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nstallation classification

安装情况 安装位置
串联补偿装置

容抗值/Ω

情况 1
不安装串联补偿

装置
-

情况 2 816 70

情况 3 830 102

情况 4 816 和 830 50 和 42

(a) 有功损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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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压偏离度

图 9 串联补偿装置在不同安装情况下的指标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of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s under different installation conditions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配电网馈线在三种

不同的负载率下，进行多点串联补偿的有功损耗

占比和电压偏离度均优于单点串联补偿。故而可

以在配电网中安装多点串联补偿装置来更好地改

善电压偏差问题和网络损耗问题。

3.3 单目标优化与多目标优化对比分析

若以单一目标进行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参数

优化，则分别以配电网电压偏离度和网络有功损

耗占比为目标，优化结果如图 10 所示。以有功损

耗占比为优化目标时，优化结果为在节点 850 处

安装 110Ω的串联补偿装置。以电压偏离度为优化

目标时，优化结果为在节点 816 处安装容抗值为

68Ω的串联补偿装置。在前文中已经给出了多目

标优化的结果，在节点 816 处安装容抗值为 72.94

Ω的串联补偿装置。

(a)有功损耗占比

(b)电压偏离度

图 10 串联补偿装置单目标优化结果

Fig.10 Series Compensation single objective optimization
results

几种优化方法计算得到的馈线电压如图 11所

示。若是以有功损耗占比为优化目标会导致馈线

部分节点电压过高甚至越限，若是仅以电压偏离

度为优化目标，可能会导致配电网降损效果不够

明显。与单目标优化相比，多目标优化可以更好

地调整配电网馈线电压使其在标幺值 1 附近，并

获得相对更低的有功损耗。此外，本文的多目标

优化算法首先可以搜索得到一系列的帕累托解，

决策者可以从中选择出满足要求的部分，比单目

标优化更不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情况。

图 11 不同优化方法的馈线电压对比分析

Fig.11 Comparison of feeder voltages with different
optimization methods

4 结论

本文针对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参数多

目标优化进行了研究。求解过程采用 NSGA II 算法

来求得多目标优化问题的帕累托解集，并用逼近

理想解排序法取得最优解。得到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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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过理论推导，对于配电网中的串联补

偿装置参数优化，采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可以得到

帕累托最优解，并且优于单目标优化模型。

（2）在考虑有功网络损耗和电压偏离度的

多目标优化模型可以很好的反映串联补偿装置对

于配电网的影响，可以在降低馈线有功损耗的同

时改善馈线整体电压偏差问题。

（3）当配电网处于不同的负荷情况下，串联

补偿装置最优安装位置不同，并且可以在配电网

中安装多点串联补偿来更好地改善电压偏差问题

和网络损耗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所建立的配电网串联补偿装

置多目标优化模型和采用的优化算法可以快速有

效地确定串联补偿装置的安装位置和阻抗值，在

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

为今后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参数确定提供

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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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有了更多的应用，需要研究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配置方案，

满足配电网在多种状态下的运行需求。但是配电网的负荷是存在较大波动，电力企业希望能在串联补偿装置可

以在配电网不同负荷状态下实现降损和改善线路低电压问题。为此，本文建立综合一种综合考虑配电网负荷运

行状态的多目标优化模型，以线损率和电压偏离度为优化目标，进而通过 NSGA II 算法获得帕累托前沿。再用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从帕累托解集中获得任意负载率下的优化结果，对于所有负载率下的优化结果进行配电网年

度潮流计算，选取线损率最低的为最终的优化方案。最后在 34 节点配电网算例中对模型和算法进行验证和分

析，并说明了计算结果的鲁棒性。

关键词：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动态负荷；鲁棒；多目标优化；NSGA II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GUO Shenghui1,LI Cheng2,ZHANG Jian3,LI Yicang2,CAI Hua2,MU Fei2,Yang Lanjun1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Shaanx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Xi’an 710054，China;

3. State Grid Hanzhong Electric Power Compamy，Hanzhong723000，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s have more applic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of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s in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meet

th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various states. However, the load on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is subject to large fluctuations. The power company hopes that the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can achieve

the loss reduction and improve the line low voltage problem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this en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tha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load operation state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line loss rate and voltage deviation as the optimization goal, and

then obtains the Pareto frontier by NSGA II algorithm. Then,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under arbitrary load rate are

obtained from the Pareto solution set by TOPSIS method. The annual power flow calcul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is performed for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under all load rates, and the lowest line loss rate is selected as the

final optimization scheme. Finally, the model and algorithm are verified and analyzed in the 34-node distribution

network example,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is illustrated.

KEY WORDS: distribution network;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dynamic load; robust;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NSGA II

0 引言

近年来，串联补偿装置开始用于配电网中，通

过安装串联电容器来补偿线路电抗，以此来降低配

电网的网络损耗和改善电压偏差[1][2][5][7]。串联补偿

装置需要通过优化计算来获得在配电网中的安装

位置和安装容量，而由于配电网负荷，尤其是农村

配电网负荷具有较大波动，并且部分行业负荷有着

明显的峰谷差
[3]
。故而针对单个时间点进行串联补

偿装置的参数优化计算，确定其安装位置和安装容

量是难以满足配电网实际运行的需求，需要找到能

够满足配电网全部运行状态下的串联补偿装置安

装参数。因此，研究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的参

数优化，在优化过程中考虑配电网的负荷的不确定

性的影响，对于改善配电网末端电压偏差和降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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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损耗具有实际的意义。

对于实际的配电网，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优化

是一个具有时空分布复杂非线性优化问题。在任意

一个时刻的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是一个复杂的

非线性整数优化，而且针对一段时间的优化则必须

要考虑负荷的动态特性。

目前国内外对于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的参

数优化研究中，往往基于恒定的配电网负荷，忽略

了配电网负荷变化的情况
[1][2][4][5][7]

。文献[1]讨论了

串联补偿在配电网中的应用问题，总结了应用串联

补偿装置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没有考虑串联补偿

在配电网不同运行状态下的使用范围，即在轻负载

或者重负载下的使用情况。文献[2]利用遗传算法

来计算串联补偿电容器的阻抗，但是在该优化模型

中没有考虑串联补偿电容器的数量和位置等问题，

也没有考虑串联补偿的应用范围。文献[5]建立以

电压整体偏差、串联补偿容抗和有功网络损耗小为

目标建立配电网固定串联补偿多目标优化模型，亦

并没有明确采用多点串联补偿装置的可行性。文献

[6]给出了在末端大负荷的 10kV 配电网中，安装串

联补偿装置的参数优化模型，但是该模型没有判断

配电网是否适合采用串联补偿装置，而且并没有给

出一个详细的优化算法。以上的文献在研究串联补

偿装置在配电网的优化过程中都没有考虑配电网

中的动态负荷问题，针对单个时间断面进行的静态

优化计算不一定满足配电网的实际运行需要。

关于配电网中设备安装参数的优化方法，文献

[15]研究了统一电能质量控制器（UPQC）在配电网

中优化方法，建立了多目标优化模型并用粒子群算

法进行求解。文献[16]对多目标优化算法在电力系

统的无功优化中的应用进行比较与研究，其中 NSGA

II 算法性能优异。此外，鲁棒性作为描述系统稳健

性的指标
[21]

，在电力系统的优化中说明优化结果具

有鲁棒性是有必要的，文献[22]和[23]研究了电力

系统中的鲁棒优化问题，使得规划结果或调度结果

满足间歇性电源等因素的不确定影响。

针对以上的研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考虑配电网动态负荷的优化算法，首先以配

电网线损率和电压偏离度为优化目标建立串联补

偿装置参数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将配电网动态负荷

分为多种负载率下的情况，分别用 NSGA II 算法进

行求解，然后对于每个负载率下的优化结果进行年

度潮流计算，获得线损率最低的优化方案。经过算

例验证，此算法可以有效降低配电网的损耗和改善

线路的电压偏差问题，并且优化结果具有较强的鲁

棒性，可以满足配电网负荷变化的运行需求。

1 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模型

1.1 配电网动态负荷处理

电力系统的负荷是随着时间连续变化的，但连

续变化的负荷模型是难以用于优化求解的。通常的

处理方法是分时段静态化，即将连续变化的负荷曲

线简化为阶梯状分布的曲线，认为各时段内负荷保

持不变，分段越多，最终求得的解越接近实际最优

解。在电网无功补偿的动态优化中，有多篇文献均

采用此方法对配电网动态负荷进行处理
[8][9][10]

。

首先选取配电网一年的负荷变化情况作为研

究对象，以小时为单位将其划分为 8760 个小时。

然后对于所有运行情况下的配电网负载率进行统

计，获得配电网在各个负载率下的年运行时间。这

样可以将一个动态负荷的优化问题转为了多种静

态负荷下的优化问题，然后依次对每种负载率下的

配电网进行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优化计算，获得该

情况下的串联补偿装置最佳安装位置和安装容量。

在获得每种负载情况下的串联补偿装置优化

结果后，在每种串联补偿装置参数安装情况下，进

行配电网在年负荷下的模拟计算，配电网线损率最

低的即为最终的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结果。

1.2 配电网动态负荷处理

配电网中串联补偿装置的容量和安装位置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任意一个单一的时刻点，可

以视为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多目标优化可以同时

考虑经济性和安全性，本文综合考虑串联补偿装置

带来的效益，选取以下 2 个指标作为目标函数。

（1）节点电压偏离度。在配电网中节点电压是配

电网系统稳定性和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配电网中

节点电压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整体节点电压越靠近

参考电压等级越好[11]。因此，选取节点电压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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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的目标函数，其数学公

式为

   2

1 .u.i ref
i N

f U U p


  \* MERGEFORMAT (1)

式中： N 为配电网中节点的集合； iU 为配电

网节点电压幅值； refU 为所期望的节点电压幅值。

（2）配电网线损率。电网线损率是评估供电企业

运营状况的一项重要的综合经济技术指标[12]，也是

串联补偿装置在配电网中经济性的体现。因此，选

取配电网线损率作为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的目

标函数，其计算公式为

 2 2

,
2

2 cos
100%L

ij i j i j ij
i j N

g U U UU
f

P




 
 


\* MERGEFORMAT (2)
式中有功网络损耗的单位是 kW， ijg 是节点 i 与节

点 j 之间的电导， ij 是节点 i 与节点 j 之间的电压

相角差， LN 是配电网所有支路的集合，P 为配电

网传输的有功功率之和。

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主要为功率平衡约束，节点电

压约束以及串联电容容抗值约束，具体如下：

(G cos B sin )

(G cos B sin )

i i j ij ij ij ij
j N

i i j ij ij ij ij
j N

P U U

Q U U

 

 




  



 






\* MERGEFORMAT (3)

min maxi i iU U U  \* MERGEFORMAT (4)

min maxc c cX X X  \* MERGEFORMAT (5)

上式中，N 为配电网中节点的集合，Ui，Uj为配电

网节点 i 和节点 j 的电压幅值，Pi和 Qi为节点 i 的有

功注入功率和无功注入功率，Uimin、Uimax为节点 i

的电压波动下限以及电压波动上限，Xcmin、Xcmax为

串联电容容抗值的设计下限和设计上限。

2 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模型

2.1 配电网动态负荷处理

NSGA-II 是采用快速排序和精英机制的多目标

遗传算法[13]，具有运算速度快，收敛性好等特点，

可以有效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在电网的分布式电

源，无功补偿的优化配置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研究和

应用[17][18][19]。通过 NSGA-II 算法可以获得在配电网

在静态运行情况下的串联补偿装置优化帕累托解

集[20]，求解步骤如下：

（1）输入配电网系统参数，产生导纳矩阵；

（2）初始化算法参数，种群数 0P ，交叉参数 gaf ，

变异参数 gaC 以及最大迭代次数 N；

（3）随机创初始种群 0P ，计算每个个体的目标函

数值；

（4）将种群根据非支配情况排序并计算拥挤系数，

每一个解都会被指定一个等于它自身非支配等级

的适应度值；

（5）采用二元锦标赛机制选择 0 / 2P 个体作为父

代种群，并进行遗传，交叉和变异产生 0 / 2P 子代

种群；

（6）调用潮流计算程序，计算子代种群的目标函

数值；

（7）将产生的子代种群与原有的父代种群合并，

进行非支配情况排序和计算拥挤系数；

（8）根据层次分析的方法选择 P0优势个体作为下

一代的种群，进行非支配情况排序和计算拥挤系数；

（9）判断是否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N，是则输出帕累

托解集，否则进行（4）循环。

NSGA II 算法的最终优化结果是一组帕累托解

集，决策者需要根据偏好信息从中选出最优解，其

实质上是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本文采用逼近理想

解排序法（TOPSIS）来从帕累托解集中选取出最优

解。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14]，其实质是通

过计算备选方案与理想方案、负理想方案之间的距

离来进行决策，使所选方案与理想方案的距离最小，

与负理想方案的距离最大。首先由求得的帕累托解

集 中 的 所 有 非 劣 解 来 构 成 N 个 备 选 方 案

1 2 3, , ,..., Nx x x x ，方案的属性数为 n，即目标函数

个数，则方案 ix 的第 m 个属性值为 ( )m if x 。首先

将所有方案的属性值转换为无量纲属性，处理后的

方案 ix 的第 m个属性值为

2

1

( )( )=
( )

m i
m i N

m i
i

f xf x
f x






\* MERGEFORM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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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ix 的相对距离  id x 计算如下

   
   

+

+ -

=
+

i
i

i i

d x
d x

d x d x
\* MERGEFORMAT (7)

    2
+

1

=
n

i m m i m m
m

d x f x f  


 

\* MERGEFORMAT (8)

    2
- -

1

=
n

i m m i m m
m

d x f x f 


 

\* MERGEFORMAT (9)

上式中，  + id x 、  - id x 是方案 ix 到理想方案、

负理想方案的距离； m 是属性 mf 的权重，对于全

中的限制有
1

1
n

m
m




 ，在本文中各属性取等权重；

mf  和 -mf  是所有方案中属性规范化后的最优值和

最劣值。所有方案中相对距离 d 最小的方案即认为

该多目标优化中的最优解。

2.2 算法流程

整个算法的计算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将配电

网中的年负荷参数划分为不同负载率下的静态情

况。然后分别从低到高计算所有负载率下的串联补

偿装置的最优安装参数，将得到的优化参数分别进

行含有年度负荷的配电网潮流计算，其中线损率最

低的即为最终的优化结果。

图 1 串联补偿装置参数优化流程图

Fig 1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parameter optimization
flow chart

3 算例分析

图 2 是某地 24.9kV 配电网，它的特点是线路

较长而且负载较轻，线路总长度 93.91km，馈线所

带的总有功负荷为1769kW，总无功负荷为1044kVar。

馈线有不平衡负载和并联电容器。线路的两个三相

并联电容器分别位于节点 844 处和节点 848 处，容

量为 300kVar 与 450kVar。在中，浅色线路的部分

是单相配电线路。配电网主干线路采用的横截面积

为 38mm
2
与 26mm

2
的铝制架空导线，配电网馈线的单

相线路部分采用横截面积为26mm
2
与18mm

2
的铝制架

空导线。配电网的年度负荷曲线的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负载率在 40%到 120%之间波动。

图 2 配电网馈线电路图

Fig2 Distribution network feeder circuit diagram

图 3 配电网年度负荷曲线

Fig3 Distribution network annual load shape

对该算例进行串联补偿装置的参数优化计算。

首先，获得所有负载率下的帕累托解集见图 4。可

以看出帕累托解集近似为一个曲面，在负载率较低

的时候，有功损耗占比和电压偏移度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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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帕累托解集图

Fig4 Pareto Solution Set

然后在每种负载率下计算得到的串联补偿装

置参数优化结果，从负载率 0.4 到 1.2 共 81 种，

在年负荷的情况下进行配电网潮流计算。以配电网

线损率作为优化目标，优化计算的结果见图 5。从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串联补偿装置的最佳安装参数

为安装位置在节点 816 处，容抗值为 65 到 73Ω，

此时配电网线损率最低，与未安装串联补偿装置相

比降低了 0.6%。

图 5 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参数与配电网线损率

Fig5 Series compensation device parameter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loss rate

为了验证本文多目标优化模型和算法所求得

的结果应对配电网负荷变化的能力，首先采取本文

提到的线损率和电压偏离度作为评价配电网运行

状态的指标，在配电网负荷变化时，该指标变化程

度越小越好。显然当配电网负荷增大的时候，线损

率和电压偏离度都会增加，但是在线损率（或电压

偏离度）不变情况下，电压偏离度（或线损率）变

化的程度越小，则说明计算结果的鲁棒性越好。

对于随机负荷，随机模拟 1000 次配电网负荷

变化情况，使得配电网每个负荷的负载率在 0.4 和

1.2 之间波动。在本文中，选取的串联补偿装置参

数优化的最优方案为安装在节点 816 处，容抗值选

择 70Ω。此外，在图 5 选取串联补偿装置安装在

830 节点，容抗值为 100Ω作为串联补偿装置次优

方案与左右方案进行对比。通过对配电网负荷进行

随机模拟，可以得到不同优化方案下的配电网运行

状态指标的散点图，并绘制出散点图的凸包线，见

图 6，并且最优方案在所有模拟运行情况下均可以

使得配电网电压满足标准。

图 6 不同优化结果的鲁棒性对比

Fig6 Robust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optimization results

观察图 6可知，在任意固定电压偏离度中，最

优方案的线损率变化范围均小于次优方案。故而当

负荷在本文的不确定性范围内变化时候，依靠本文

的模型和算法所求得最优方案，都能在保证配电网

电压标准的情况下，实现配电网线损率和电压偏离

度变化相对较小，因此本文的模型和算法的优化结

果具有鲁棒性。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适用于配电网中的串联补偿装置

优化算法。首先本文对于配电网中的动态负荷根据

负载率分成多种运行状态，简化成与静态优化模型

相同的形式，建立了以线损率和电压偏离度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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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多目标优化模型。然后针对每种负载率下的

负荷运行状态下进行优化计算，对每个负载率下的

优化结果进行年度潮流计算，最终给出串联补偿装

置参数，使其结果更具有鲁棒性。

本文的算例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串联补偿装

置参数优化算法在考虑配电网动态负荷的情况下

计算出串联补偿装置优化结果，串联补偿装置安装

在节点 816 处，阻抗值为 68 到 73Ω时候的效果最

好。并且本文给出的优化结果可以满足负荷在负载

率从 0.4 到 1.2 范围内变化时候，满足配电网电压

标准，实现线损率和电压偏离度相对较低，与其他

备选方案相比鲁棒性更好，为配电网中装置参数配

置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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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逆变器的定频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研究

于文倩，同向前，燕聪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 710048）

摘 要：并网逆变器常采用模型预测控制来提高电流响应的快速性，然而经典的有限集模型预测控制存在开关频

率不固定、稳态跟踪性能差、电感参数难确定的问题，导致并网电流质量变差。对此，本文提出了双矢量定频模

型预测控制，在基本保证良好动态性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稳态控制效果。最后搭建了相应的实验平台，实验表

明采用定频模型预测控制的并网逆变器输出电流具有良好的动、稳态性能。

关键词：模型预测控制，固定开关频率，电感参数

0 引言

模型预测控制（MPC）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已经

产生，随着数字处理器性能的快速提升，近年来学

者将其引入到电力电子控制技术领域，鉴于其概念

简单，不需要设计复杂的控制参数的，动态响应快

的特点，对解决非线性电路系统的控制问题有了很

大的帮助。模型预测控制的优势是代价函数的选取

和灵活改动，在每个周期进行滚动优化，选择最优

矢量输出以实现代价函数取值最优，适用于各种复

杂非线性系统[1-5]。

文献[6-7]中的经典有限集 MPC 算法在一个采

样周期只控制输出一个矢量从而导致开关频率不

固定，滤波器设计困难；要实现较好的输出波形质

量需要增大电感或者提高采样频率，而电感增大不

利于电路实现高功率密度，采样频率的提高也大大

增加了数字处理器的工作强度。文献[8]中将经典

MPC 应用于单相 PWM 整流器，针对其开关频率不

固定的问题，借鉴 SVPWM 调制思想，提出一种基

于最佳切换序列的控制算法来实现定频 MPC。文献

[9]将模型预测控制应用于有源电力滤波器的逆变

控制中，借鉴 SVPWM 调制的思想，将指令电流转

换成电压预测量，再通过 SVPWM 调制输出，从而

固定开关频率。文献[10]提出了一种基于离散空间

矢 量 调 制 的 Vienna 整 流 器 模 型 预 测 控 制

（DSVM-MPC）方法，该方法通过在一个采样周期

内引入实矢量线性组合而成的虚拟矢量，增加了预

测控制中的可控矢量集，固定开关频率，提高跟踪

电流的误差。文献[11-12]分别将模型预测控制运用

于有源滤波器和整流器上，在传统 FCS-MPC 的基

础上提出矢量持续时间计算的概念，固定了系统的

开关频率并优化了系统性能。文献[13]以单相 PWM

整流器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电流误差

的单相 PWM 整流器的模型预测电流控制（MPCC）

算法，该方法通过求解最小电流误差评价函数，可

得到最优调制函数，并基于固定开关频率的 PWM

获取整流器的驱动信号。

本文以单相并网逆变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

典 MPC 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针对经典 MPC 开关频

率不固定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双矢量模型预测电流

的控制策略。在采样周期内增加 0 矢量来预测下一

采样时刻的电流量，将开关状态的有限的控制集转

变为连续控制集，实现了 MPC 的定频化。

1 单相并网逆变器的电流预测模型

单相并网逆变器的结构图如图 1 所示，其中：

S1~S4 为可控开关管；es为电网电压；Udc为直流侧

电容电压；逆变侧滤波环节为单 L结构，忽略网侧

等效电阻。将流过电感 L 的电流作为逆变输出电流

控制的反馈量，本文主要对比分析两种控制方式下

的并网电流控制效果。

为了便于分析，定义理想开关函数为：

1 2
a

1 2

1, 1 0
0, 0 1

S S
S

S S
 

   

且

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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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相并网逆变器 MPC控制系统结构图

3 4
b

3 4

1, 1 0
0, 0 1

S S
S

S S
 

   

且

且
(2)

根据定义的开关状态可知电路共有四种工作

状态，即 a b =00 01 10 11S S 、 、 、 ：

表 1 拓扑工作状态

矢量 状态 S1 S2 S3 S4 vinv

V0（00） 状态 0 VD2 VD4 0

V1（01） 状态 1 S2 S3 -Udc

V2（10） 状态 2 S1 S4 Udc

V3（11） 状态 3 VD1 VD3 0

由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建立的回路电压方程：

g
i snvv

di
L e

dt
  (3)

电感电流的变化率为：

 g 1
sinv

di
e

dt L
v  (4)

其对应的离散时间模型为：

 g

s

(k 1) (k) 1g
sinv

i i
e

L
v

T
 

  (5)

式中，Ts为采样周期；L 为逆变侧电感值；C 为直流

侧稳压电容值。

将式（5）也可以写为：

 s
g (k 1) (k)i snv gi e i

L
T v    (6)

式（6）即为单相逆变器 k+1 时刻输出电流的预测

模型表达式，其中 gi（k）为 k时刻检测的实际电流。

2 模型预测电流控制

2.1 经典模型预测控制

模型预测控制根据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和当

前采集到的电压电流量，通过价值函数判断选优，

选择使代价函数最小的矢量输出作用于开关管，流

程图如图所示。电流控制效果如图所示，其中
*

gi 为

给定电流参考值， gi 为模型预测控制的实际跟踪电

流。经典模型预测控制在一个采样时间 Ts内计算下

一采样时刻预测电流和需要输出的最佳控制矢量，

由于没有内环参数整定，算法简单明了，每个采样

周期都进行动态寻优，动态响应快。

图 2 经典 MPC 矢量作用示意图

2.1.1 参考电流计算

本次采样频率 sf 为 50kHz，跟踪电流频率为

50Hz，DSP 矢量输出为影子加载模式，所以可以忽

略 DSP 实际工作时延时对并网电流的影响。故一般

预测参考电流 g (k 1)i *
用实际 g (k)i *

来进行替代计

算。本文中选用的是稳态重复给定法，即判断输出

电流处于稳态时，将上一周期的 k 时刻电流参考值

g_precycle (k)i *
作为这一周期的 g (k 1)i *

，当判断输出

电流处于动态变化时，用拉格朗日外推法进行计算

即：

g g(k 1) (k) (k 1)gi i i * * *=2 - (7)

2.1.2 代价函数

模型预测控制的优势是代价函数的选取和灵

活改动，在每个周期进行滚动优化，选择最优矢量

输出以实现代价函数取值最优，适用于各种复杂非

线性系统。代价函数的选取通常有三种方式：误

差取绝对值；误差的平方；误差的积分。对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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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电流控制而言，只有一组电流控制量，且算法

的目标是最小化网侧电流实际值和参考值的误差，

在代价函数的寻优取值中不需要得到具体的数值，

只需要比较选最小量，所以三种方式的结果是一

致的。在经典模型预测方法中常取绝对值最小法。

g

2

g

(k 1) (k 1) d

(k 1) (k 1)

(k 1) (k 1)

g

g

g g

g i i t

g i i

g i i

      
       


   

 *

*

*

(8)

式中， g (k 1)i *
为 k+1 时刻预测的电流参考值

g (k 1)i  为 k+1 时刻电流采样值。

2.1.3 电感参数设计

针对经典模型预测控制设计电感参数时同样

遵循着两条设计原则：输出电流波纹不大于并网电

流有效值的 20%～30%[14]； 电感响应的快速性与其

两端承受的电压差 Lu 成正比，与电感值的大小成反

比。在设计电感参数时应考虑最苛刻的情况：即电

感两端电压 Lu 最小时也能满足所要求的最大电流

变化率：

   gmaxsinvvL e di dt  (9)

其中，电感 Lu 的最小值在 su 的峰值处，测量的

 gmax di dt 应对应在 su 的峰值处。

电感最小值计算以 es最大处的纹波计算为例，

当 es>190V 时，由于选择 V1 矢量时电感电流上升速

率大于选择 V0 矢量，故存在一种状态为假设 k 时
刻实际输出电流大于指令电流值，在第 k 时刻计算

出来的第 k+1 时刻开关管需要动作，则在 k+1 时刻，

V1 矢量对应的电流误差代价函数必大于 V0 矢量对

应的代价函数，取其临界值，假设在 k+1 时刻 V0
和 V1 矢量对应的电流误差代价函数相等，则：

1 1 0 0* *| (k 1)(k 1) (k 1) (k| )| 1 |
v v v v

g gg gi i i i    

(10)

由于 V1 矢量对应的 dc=invv U ，V0 矢量对应的

=0invv ，所以这两种状态对应的电流纹波矢量方向

相反，忽略电网等效电阻 r，得：

*
g g

*

(k 1)(k) [U (k)] ( )
(k 1) (k) [0 (k)] ( )g

dc s s

s sg

e T L
e

i
i i T L

i   
  





 

(11)

假设在一个采样周期内，

 1 1* *
s(k 1)= (k) max

v v

g g gi i di dt T   (12)

则：

(k)= [2 U
2

(k) ]s
ripple s dc

Ti e
L

  (13)

将式（13）变形为式（14）。

_ max

[2 U
2 (k)

(k) ]s s dc

ripple

T eL
i 







(14)

2.1.4 实现流程

图 3 经典 MPC流程图

2.2 定频模型预测电流控制

2.2.1 双矢量控制算法

经典的 MPC 由于在一个采样周期选择一个最

优矢量作用，存在连续几个周期最优开关矢量为同

一个的情况，单矢量降低了控制精度，开关频率不

固定且大大低于采样频率，导致输出电流波形质量

差，稳态精度低且输出滤波器参数设计困难。

本文采用的双矢量控制方式，即在每一个采样

周期内有两个矢量作用，一个为有效矢量(V1 或 V2)，

另一个为 0 矢量(V0 或 V3)，如图 4。其中定义有效

矢量作用的时间长度为 ts，0 矢量作用的时间长度

为 Ts-ts，通过使用双矢量作用于一个采样周期将经

典的有限集模型预测控制转变为连续集模型预测

控制，固定开关频率，改善了输出电流的稳态效果，

矢量作用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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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定频 MPC矢量作用示意图

g g n s 0 s s(k 1) (k) s s (T )i i t t      (15)

其中  ns inv sv e L  ，表示电感电流的变化率。

在定频 MPC 中由于需要代价函数求导来计算

ts，故采用平方的形式表达。

g

2

g(k 1) (k 1)g i i     
* (16)

将式（15）代入式（16）并对 g 求导，得到 ts。

*
g g 0 s

n 0

(k 1) (k) s T
s ss

i i
t

   



(17)

2.2.2 实现流程

实现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为有效矢量持

续时间 ts的计算和最优矢量的选择，实现流程图如

图 5 所示。

图 5 定频 MPC流程图

该控制方式计算出每个矢量作用时所需要的

持续时间 ts，再通过评价函数判定最优矢量和最优

矢量对应的持续时间长度。一般情况下在一个采样

周期里作用两个矢量（当 ts 大于采样周期时，使 ts

等于 0.98 倍的采样周期；当 ts 小于 0 时，使 ts 等

于 0.02 倍的采样周期），固定了开关频率，实现了

定频控制。

3 仿真与实验

为对比经典模型预测控制与定频模型预测控

制的动稳态性能，搭建了相应的无功发生器实验

平台。整个系统的框图如图（1）所示，实验参数

表如表（2）所示。控制算法基于 DSP 芯片

TMS320F28335 实现，比较模块工作在周期斜坡计

数模式，用以中断与矢量作用时间的控制；矢量

作用通过比较动作单元产生，并工作在影子寄存

器更新模式。

表 2 系统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额定容量 440VA 滤波电感 5mH

直流侧电压 200 V 直流支撑电容
470
uF

网侧电压 110 V 采样周期 20μs

并网电流 4 A

图 6 为有限集模型预测控制输出的并网无功

电流稳态波形，图中可看出波形纹波较大，并在

电流波峰处存在畸变，该时刻对应交流电压过零

处。图 7 为有限集模型预测控制输出的并网无功

电流动态波形，电流有效值由 2A 变化为 4A，在波

峰处跳变，动态响应时间为 240us。

图 6 经典 MPC输出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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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经典 MPC输出电流跳变（2A-4A）波形

为了直观对比，定频 MPC 实验参数及条件同

经典 MPC 保持一致。图 8 为定频模型预测控制输

出的并网无功电流稳态波形，图 9 为定频模型预

测控制输出的并网无功电流动态波形,动态响应

时间为 570us。由上面的实验结果可以明显的看出

固定开关频率后输出电流的稳态精度提高，但动

态调节过程增加，这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图 8 定频 MPC输出电流波形

图 9 定频 MPC输出电流跳变（2A-4A）波形

4 结论

针对经典模型预测控制中开关频率不固定，

大大低于采样频率导致输出电流波形效果变差的

问题，本文采用了定频双矢量模型预测控制，将

开关频率提高到采样频率，系统动态性能略微降

低，但明显改善了并网电流的稳态波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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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温估计的逆变电源动态电流控制
戴俊宇，同向前，申明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要：电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突然停电，或者在电网所不及的地方生活会非常不便。本文研究的移动

式逆变电源能够适时应对以上问题。当负载是电机类负载时，有起动电流大的特点，电流过大将会直接触发逆变电源保护而

无法工作。当前的逆变保护限流往往又有很大的冗余，在做器件选型时往往会留有 1.5 倍到 2 倍的裕量。因此本文在器件温

度预测的基础上来设置逆变系统的限流，提出基于结温预测的动态电流控制策略。充分利用逆变电源进行器件选型时的裕量，

以及当逆变电源工作在轻载状况下剩余的温升空间。目前的结温计算方法或者测量方法都只能准确获得稳态情况下的器件结

温。当出负载突变、电流突增工况时，常规方法只能计算稳态结温，对电流突增情况下结温计算不准确。因此本文提出将结

温获得分为两部分，用电热模型计算器件稳态温度，当出现电流徒增超过逆变电源额定时将器件温升视为绝热过程，仅由功

耗计算温升而不考虑散热，从而迅速获得近似温度用于进一步的控制。

关键词：逆变电源，器件结温，动态限流，绝热温升

0 引言

随着逆变电源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

蓄电池输出先升压再以逆变为主的移动式逆变电

源在市场上逐渐走俏[1-2]。而且此类移动式逆变电源

体积较小、重量较轻，也便于携带。目前的逆变电

源设计大多考虑逆变输出的动态特性、供电质量、

波形稳定，大量的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利用先进的数字控制技术，逆变电源有越来越快的

响应速度；采用智能算法，逆变电源系统变得网络

化、智能化，功能越来越多。在众多的研究中，针

对大电流负载的限流设计考虑的并不充分。在用电

设备中电机类负载占了绝大部分，电机类负载有一

个很显著的特点，对于小型电机负载[3-5]，一般采用

全压起动，起动时电流大、起动需要的功率是稳态

运行时的好几倍。目前市面上的逆变电源都受电源

限流限制，一旦电流超过正常工作的安全值，就会

限流。同功率等级的电源并不能给同功率等级的电

动机提供所需要的起动电流，在给电动机选供电电

源时，都会选自身容量的好几倍。这样一来，大大

浪费电源容量，而且限制了逆变电源的使用范围，

往往只能带动比自己低好几倍功率等级的电动机。

单纯的按照逆变电源的额定电流进行限流是粗放

的、存在很多冗余的。追究进行限流保护的本质原

因，从本质上进行动态限流很有必要。功率器件是

变流系统中失效率最高的部件，约占 34%[x]。在各

类失效因素中，约 55%的电力电子系统失效主要由

温度因素诱发[x]。因此要想尽可能的利用器件选型

裕度，提升逆变电路短时过载能力。其实就是充分

利用器件的热容量，充分利用器件热容量的关键在

于能够准确估计器件的实时结温，分析过温过流关

系，利用器件损耗引起的温度变化来约束输出电流。

1 逆变电源与电机负载特性

目前的电路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是为了保证

大容量电力变换装备的可靠运行，现有的设计方法

大多采用粗放式、大裕量、多重冗余的经验化设计

准则，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逆变电源的过载能力。逆变器设

计在考虑过载方面大都停留在保护电路一定不过

流，一旦超载立即限流。

文献[6]提出一种模式自适应控制策略，当出现

过负载时，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工作模式，将系统的

输出电压（或电流）控制为额定电压（或电流），

防止系统过载。如果负载等效阻抗小于或等于“临界

阻抗”，则系统将工作在电流模式且将输出电流值控

制为较小值，减小负载短路时的故障电流对系统冲

击。文献[7]提到过载保护指的是 UPS 输出电流超

过额定负载电流的上限时所采取的保护。文献[8]

在设计逆变电路时也有考虑电路的短时过载容量，

首先作者在进行器件选型，确定器件额定电流时预

留了 1.5 倍允许 1min 过载的容量。该文模拟了最高

电流过载 1.4 倍的工况，模拟了温升与过载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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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利用提出的方法实现了该工况下的过载保护。

文献[9]提出了一种完全依赖功率管安全工作区理

论功率 MOSFET 的过载保护方法。设计初衷是采

用提前保护的方法，在将要出现过载时关断功率管

的驱动，暂时关闭电源输出，防止电路过载造成器

件的损坏。

因此本文在设计器件过流限制时，充分利用器

件选型裕度。使设计的逆变电源在带动一些冲击性

负载，出现短时过电流情况时，仍然有一定的短时

过电流能力，而不是将电流固定的限制在一个较高

的值从而造成逆变容量的冗余。

2 逆变电源控制

2.1 逆变器整体控制

本文设计的单相逆变电源整体控制框图如图 1

所示，单相逆变电源主电路采用单相全桥拓扑，控

制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电压电流环均采用 PI

控制[10,11]。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需要将单相的电

压电流虚拟一相后做坐标变换到 dq轴下进行控制。

首先 PI 控制并不适用于对交流量的控制，PI

控制在控制交流量时始终存在静态误差，转到 dq

轴下进行控制就可以将交流量转化为直流量；

其次，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基于结温的动态限流，

要想取得较好的限流效果，需要对输出电流的幅值

进行限制。电压控制环的输出就是电流环的给定，

将交流电压电流信号转到 dq 轴下控制时，控制得

到的电流环给定就是电流在 dq 轴下的值其值也就

是给定电流的幅值。

电流内环选择电感电流 iL 作为内环反馈，电压

外环根据控制需求给定。电压外环采用 PI 调节器，

使得输出电压波形瞬时跟踪给定值；电流内环也采

用 PI 调节器跟踪给定电流，电流调节器的比例环节

用来增加逆变器的阻尼系数，使整个系统工作稳定，

并且保证有很强的鲁棒性。参数设计时将以上控制

经过坐标变换转换到 dq 轴下进行设计,此处以电流

环为例。此处以电流环为例。

设计电流环参数，KP 为 0.13，KI 为 417 10 。

同理设计电压环参数 KP 为 0.35，KI 为 445 10 。

2.2 动态限流过程

图 2 动态限流示意图

图中 NI 为逆变电源额定电流， 2 NI 为器件额定

电流。对于逆变电源而言，通过散热设计，使逆变

电源在额定电流 NI 下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达到热

平衡。此时，器件结温为 NT ， NT 为器件数据手册

中允许的器件工作温度。理论上，出于过温损坏器

件而言，只要温度不超过 NT 则器件不会损坏，出于

器件电流大小考虑，则需要将器件电流限制在 2 NI

以下。目前的限流保护，选择直接将电流限制在 NI ，

本文则采用基于温度的动态限流。一般来说逆变电

源并不会直接工作在满载情况，假设逆变电源正常

工作时电流值为 0I ，稳态情况下，计算出来的稳态

结温为 0T 。此时的结温 0T 通常都小于器件允许的结

温 NT ， 还存在温升空间，这就给逆变电源短时过

电流提供了可能。在逆变电源工作过程中，当逆变

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就进入绝热温升计算

过程，即在不考虑散热的情况下针对图中阴影部分

损耗计算器件温升。将这一阶段的温升叠加到稳态

温度值中得到一个新的当前温度如图中蓝色线条

图 1 系统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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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当这个新的当前温度超过器件允许的温度 NT

时再将逆变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 NI 。此时的温度

变化是迅速的，只能让逆变电源短时过电流，这个

过电流时间和过电流的电流幅值相关，电流超过额

定值越多，过电流时间越短。

2.3 器件结温计算

电力电子器件的芯片要么封装在模块内部，要

么被器件外壳包围，不易直接接触、难以直接观测，

对其进行芯片温度测量颇具挑战，成为近年来电力

电子学科的研究热点与难点课题。现有的器件结温

检测方法主要可归纳为物理接触式测量法、光学非

接触测量法、热阻抗模型预测法与热敏感电参数提

取法等 4 种技术手段[12-14]。本文通过建立热电耦合

模型计算器件稳态稳态结温，热电耦合模型如图所

示。

图 3 热电耦合模型示意图

2.3.1 器件损耗计算

A.器件通态损耗计算

处于导通状态下的功率器件会保持一定的饱

和电压降  CE satV ，并与通态电流 Ic 共同作用产生了

通态损耗。因此根据损耗计算公式，就可以得到功

率器件的导通损耗。

当器件在较低的开关频率（例如小于 400Hz）

下工作时，通态损耗是致其发热的主要根源。通常

可以根据器件产品数据手册中的伏安特性曲线获

得器件的通态电压降和通态损耗。

观察图 4，对数据曲线近似拟合可得

0CE T CE CV V R I   (1)

   

   

2 1

2 1

CE CECE
CE

C C C

V VV
R

I I I


 

 
(2)

考虑温度影响则有

   
 

25

25

TR Tj CCE sat ce. C

TV Tj ce. C

V k T R I

              K T V

   






(3)

式中，
ce.25 C

R  和
ce.25 C

V  分别为 IGBT 在结温 25℃时的

额定通态电阻和电压降； TjT 为 IGBT 的实际工作结

温；  TR Tjk T 和分别为 IGBT 的通态电阻和电压降

的温度相关项，其中参数可以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

获得。进而功率器件通态损耗有

 Tcond C tCE satP V I D  
(4)

tD 为功率器件工作状态的导通占空比。

图 4 器件典型工作曲线图

B.器件的开关损耗计算

在硬开关模式下工作时，开通和关断暂态过程

期间其电压、电流波形将会有一段时间的重叠，因

而产生了一定的开关损耗，在关断过程中存在一个

拖尾电流，导致器件的关断损耗在数值上要远远大

于开通损耗。在开关暂态重叠时间内，器件所承受

的电压 Vce与集电极电流 Ic瞬时值乘积的积分便为

每开通或关断一次所损耗的能量，如图 5 所示。随

着开关频率的增加，开关损耗逐渐变大，当开关频

率高于 5kHz 时，其开关损耗会非常显著，并成为

影响器件结温变化的主要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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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器件导通关断损耗示意图

分析制造商产品数据手册中的 onE 、 offE 曲线，

对器件开关损耗影响显著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集电

极电流 CI 、集射极电压 CEV 、栅极电阻 GR 、结温 TjT

以及开关频率 swf 。

分析损耗与各个量的关系，IGBT 的开通、关断

能量和开关损耗可以分别表示为：

 

   
 

3 2
on on C on C on C

on GCE
on Tj

ref on Gref

E a I b I c I

E RV
         k T

V E R

   

(5)

 

 

3 2

( )
( )

off off C off C off C

off GCE
off Tj

ref off Gref

E a I b I c I

E RV
          k T

V E R

   

(6)

 sw sw sw sw on offP f E f E E    
(7)

式中，a、b、c 是通过开通和关断损耗曲线拟合得

到的常数； refV 和 GrefR 分别为参考电压和参考栅极

电阻；c 为开通或关断损耗的温度相关项； GR 和 GER

分别为选用的开通电阻和相对应的开关损耗。

2.3.2 热网络模型

在建立热网络模型时，器件的热、电特性是互

相耦合密不可分的，由于器件参数温度特性的复杂

性，很难用传统的方法对器件进行热分析，所以需

要结合建模的概念来模拟器件的热传导过程。功率

器件热网络模型的原理是将器件的热特性比拟为

电特性，即将结温比拟为电压，热量比拟为功率，

热阻和热容分别比拟电阻和电容，将器件内部的热

传导过程比拟为功率在电路中传递。

Foster 网络和 Cauer 网络为最常用的热网络结

构。Cauer 网络能模拟器件内部的实际结构和传热

机理，即反映了实际物理层的热容、热阻，而 Foster

网络忽略器件的内部结构，把器件等效为一个热功

率模块，模型简单，所以本文采用 Foster 网络进行

热仿真，热网络图如图 6。

图 6 Foster热网络图

运用前述损耗计算公式实时计算器件损耗，将

损耗计算和热网络模型结合，搭建电热耦合模型实

时计算损耗和温升。

2.3.3 绝热过程温升计算

当电流环给定电流值大于 2 NI 时，就计算器件

当前损耗造成的绝对温升。对损耗计算公式按时间

积分就得到过流过程中的器件损耗。短时过流过程

中产生的热量来不及耗散，因此该部分损耗仅造成

温升而不考虑散热。在绝热情况下，器件温升和器

件损耗、器件热容有关。其关系如下式

Q C T 
(8)

式中，Q 为器件损耗，C 为比热容， T 为温升。

3 仿真验证

3.1 逆变电源系统仿真

本文设计的逆变电源功率为 3KW,蓄电池输出升

压到 380V 作为逆变电源输入，输出有效值为 220V

的交流电，开关频率 10KHZ，逆变输出采用 LC 滤波，

L 取 3mh，C 为 33uF。在 MATLAB 中搭建了仿真模

型如图 7 所示，在仿真中直流侧电源由直流源直接

给定。环境温度为 25℃，开关管采用 SIC MOSFET，

型号为 C2M0080120D。逆变器额定电流 15A,管子额

定电流 36A，结合器件手册以及散热设计逆变电源

的额定工况下长期稳定运行的安全工作结温为

90℃，SIC 材料比热容取 472.27J//(k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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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系统仿真图

逆变电源仿真结果分析如下：

图 8 纯阻与电机负载下电流电压波形

图 9 逆变输出电压 FFT 分析

设计的逆变电源输出电压幅值在 311V 附近变

化不大，输出电压正弦度好，逆变系统响应速度快

稳态精度高，无论是负载突变还是接入非线性负载，

输出电压能够迅速跟随变化。图 9 为逆变电源输出

电压的 FFT 分析，THD 值为 0.23%，谐波含量小，

滤波设计好，逆变电源性能好。

3.2 基于结温预测的动态限流仿真

在目前常见的限流保护中，一般限制逆变电流

小于逆变器额定 15A,在本文改进的基于结温的动

态限流中，首先设置限流使逆变电源电流不会超过

36A，这是根据器件本身特性设定的电流限值。在

这个限值之内进行基于结温的动态限值。在逆变电

源的热设计环节中，会设计使逆变电源在长期额定

工况下工作时温度符合器件的安全工作温度。本文

通过设计散热各个环节热阻值，使逆变电源在逆变

器额定电流下长期稳定运行时的器件结温为 90℃，

如图 10 所示。

图 10 额定工况下结温计算

图 11 轻载情况下器件结温计算

对于电机类负载，或者一些短时过电流的工况，

其在正常工况下工作时往往是出于轻载状态，处于

轻载时逆变电源稳态结温计算如图 10，其稳态结温

将远远低于 90℃，此时就会存在一个较大的热裕量。

这个温升空间就使逆变电源能够实现短时过电流。

在仿真中当逆变器输出电流大于逆变电源额定电

流使就对当前器件损耗进行积分，运用计算出来的

损耗计算绝对温升，这样才能克服电热耦合结温预

测的大惯性。利用负载突变模拟短时大电流工况，

对损耗进行积分开始时间与逆变器电流变化关系

如图 12、图 13 所示。

图 12 逆变器电感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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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过流部分损耗积分

观察图 13，发现当逆变器电流超过逆变器额定

电流时即 1.7s 时刻，对损耗进行积分得到器件产生

的热量结合器件材料比热容进一步得到器件的绝

热温升，将过流时刻的绝热温升与前一阶段的稳态

温升相加的到当前器件结温 NOWT 。当 NOWT 大于 90℃

时，将电流内环给定限定到 15A。

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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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 谐振变换器宽增益谐振参数的优化设计

赵国宁，同向前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LLC谐振型 DC/DC 变换器可实现直流电压变换和电气隔离，是电力电子变压器的核心电路拓扑，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LLC谐振变换器能够在全负载范围内实现谐振软开关，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等优点。本文分析了

LLC 谐振变换器的电感系数不同取值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研究了宽增益条件下 LLC 谐振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并

通过仿真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谐振变换器，电感系数，优化设计

0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高频变隔离型

DC/DC 变换器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电力

电子变换器等能量转换场合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提高开关变换器工作频率，可显著降低变换器磁性

元件体积，提升整机功率密度，但高频同时带来开

关器件较大功率损耗问题，为此采用谐振型变换器。

LLC 谐振变换器可以实现一次侧开关管零电压开通

和二次侧开关管零电流关断，提高了变换器的效率，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实际应用中负载对变换器工作范围要求不

尽相同。对于稳定不变的负载，则要求变换器输出

稳定不变的电压，即要求变换器输出电压范围窄，

如蓄电池、电动汽车等；对于电压等级繁多的负载，

则要求变换器输出电压范围宽，如 LED 照明电源。

LLC 谐振变换器最佳工作范围是在谐振工作点附近，

当负载范围宽时，谐振电路的工作频率范围也将随

着加大。如果电路谐振参数选取不合理还将引起输

出振荡和电源的工作异常，因此，本文针对不同负

载要求，提出不同工作范围 LLC 谐振变换器谐振参

数优化设计方案。

电感系数定义为谐振型变换器励磁电感 Lm与

谐振电感 Lr的比值，K=Lm/Lr，对 LLC 谐振变换器谐

振参数的优化设计实质上是对电感系数值的优化

设计。本文对电感系数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到了不

同取值对系统影响和变换器的极限工作范围。

1 LLC 谐振变换器的工作原理

LLC 谐振型变换器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开关

管 S1~S4构成高频变压器原边全桥逆变电路，二极

管 D1~D4构成高频变压器副边全桥整流电路，高频

变压器励磁电感 Lm、谐振电感 Lr和谐振电容 Cr构成

谐振网络，其中谐振电感 Lr通常由高频变压器漏感

来充当。

图 1 LLC谐振变换器拓扑结构

由于 LLC 谐振变换器存在串联谐振电感、谐振

电容以及励磁电感三个谐振元件，所以 LLC 谐振变

换器存在两个谐振频率点。两个谐振频率分别为：

1
2r

r r

f
L C

 (1)

 
1

2
m

r m r

f
L L C




(2)

LLC 谐振变换器通过改变开关管开关频率 fs控

制变换器能量的传输，根据开关频率 fs与谐振频率

fr、fm的关系，可将变换器划分为四个工作区域，

分别为 fs<fm，fm<fs<fr，fs=fr，fs>fr。在 fs<fm时，谐

振腔阻抗呈容性，电压滞后于电流，原边开关管无

法实现零电压开通，因此在谐振变换器中应该避免

设计在该区域工作。

LLC 谐振变换器具体的工作过程描述如下：

（1）运行模态 a [t0，t1]：t0时刻 S1和 S4导通，

一次侧电流 ip正通过 S1和 S4的反并联二极管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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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和 S4为零电压导通。此时，加在 A、B 两点的电

压为输入电压 Vin，电感电流 ip与励磁电流 im开始

增加，ip增加较快，二次侧二极管 D1、D4导通，将

C、D 两点电压箝位在 Vo。tx时刻，ip从负过零，而

后流经 S1和 S4。

（2）运行模态 b[t1，t2]：t1 时刻电感电流 ip

与励磁电流 im相等，此时二次侧电流 is下降为零。

二极管 D1、D4因为电流为零而自然关断，不存在

反向恢复过程，实现了 ZCS 软开关。同时输出电压

不再对 C、D 两点箝位，电路由谐振电感 Lr、励磁

电感 Lm、谐振电容 Cr共同完成串联谐振，谐振频

率为 fm。励磁电感 Lm的感值远远谐振电感 Lr，所

以此时的谐振周期要比 Lr和 Cr的谐振周期大得多，

故谐振电流 ip此时可以近似为恒流，该工作状态一

直维持到开关管 S1和 S4关断，负载能量由输出滤波

电容提供。

图 2 LLC 谐振工作波形图

根据开关频率 fs和谐振频率 fr的关系，LLC 谐

振变换器有三种运行状态：

（1）欠谐振工作状态，fm<fs<fr。当励磁电流与

谐振电流相等后，励磁电感 Lm不再被输出电压钳位，

而是与 Lr串联一起同 Cr产生谐振。

（2）准谐振工作状态，fs=fr。随着开关频率逐

渐升高，运行模态 b 的时间不断减小，当开关频率

等于谐振频率时，运行模态 b 不在存在。LLC 谐振

变换器准谐振运行时，没有续流阶段，且一次侧开

关管实现了 ZVS，二次侧二极管实现了 ZCS，效率

最高。

（3）过谐振工作状态，fs>fr。LLC 谐振变换器

过谐振运行时，一次侧开关管关断时刻的励磁电流

与谐振电流不再相等，即二次侧整流二极管不再是

零电流关断，存在反向恢复问题。

理论上， LLC 谐振变换器在设计时应尽量使其

工作在欠谐振或准谐振工作状态，软开关的实现可

提升变换器效率。在一些应用中出于对输出电压调

节的需要，也会使变换器工作在过谐振状态。

2 LLC谐振变换器的直流增益特性分析

为了提高效率，谐振变换器一般工作在谐振频

率点附近，此时的电流波形近似正弦，可采用基波

分析法进行分析，此方法是考虑电路中的能量主要

源自输入谐振网络的基波分量，而忽略其它的高次

谐波分量。即假设只有开关频率的基波分量才能传

输能量，从而将变换器中的方波电压等效为基波频

率的正弦波电压，将谐振变换器等效为一个线性网

络来分析其输入输出特性。采用基波分析法可以对

LLC 谐振网络进行简化。

图 3 LLC谐振变换器基波等效电路模型

图3给出了 LLC谐振变换器基波等效电路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变压器 TR 变比为 n。UAB为 AB 之

间的电压的基波分量，UCD为 CD 之间电压的基波

分量，Req为耦合到一次侧的等效负载值，其值为：
2

2
8

eq o
nR R


 (3)

由图可知谐振网络的输入电阻 Zin可表示为：

1 / /in r eq m
r

Z L s R L s
C s

   (4)

由此可得谐振网络的传递函数 G（s）为：

 
/ /

1 / /

eq m

r eq m
r

R L s
G s

L s R L s
C s


 

(5)

令 s=jω，带入上式得到谐振网络的频率响应 G

（j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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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m eq

r m eq
r

L R

L L R
C

j
G j

j j
j




 



 

(6)

将式（6）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LLC 谐振变换

器增益表达式：

2 2
2

2

1

1 11 1 1
n

nn

M

f Q
k ff


    
            

(7)

式中：k 代表电感系数，Q 代表品质因数，fn代表归

一化开关频率，其表达式如下：

1
2

m

r

r r

eq

r
r r

s
n

r

L
k

L

L C
Q

R

f
L C

f
f

f



 


 


 






(8)

3 谐振参数对 LLC 谐振变换器增益特性的影

响

LLC 谐振变换器的主要参数包括：谐振电感 Lr，

谐振电容 Cr，励磁电感 Lm，这些参数能否合理的选

取，不仅影响 LLC 谐振变换器的工作效率，影响电

路的调频调压的能力还关系着电路是否能够正常

的工作。因此合理的选取 LLC 谐振电路的谐振参数

对其电路设计非常重要。

3.1 谐振参数的初步确定

在实际设计变换器时，首先已知额定输入电压

与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压即变换器工作于谐

振点时的输出电压，由额定输入输出电压确定变压

器变比 n：

in

o

V
n

V
 (9)

确定谐振变换器谐振频率，再由式（8）可得

谐振电感 Lr，励磁电感 Lm，谐振电容 Cr表达式：

2
eq

r
r

QR
L

f
 (10)

m rL kL (11)
1

2r
r eq

C
f R Q

 (12)

由式(10)、(11)、(12)可知，当电感系数 k 和品质因

数 Q 两个参数确定后，谐振变换器的相关参数 Lr、

Cr、Lm 也可以确定，所以在对谐振变换器参数进行

优化的实质就是对电感系数 k和品质因数 Q进行优

化。

谐振变换器相较于传统变换器的优点在于能

够实现软开关，所以在设计谐振参数时，也应当使

得电路能够实现软开关。LLC 谐振变换器要实现零

电压开通，则谐振变换器励磁电感值不能过大，否

则将导致原边流入谐振网络的电流有效值过小，开

关管输出并联电容上的电压不能在电路设置的死

区时间内降至为零，而使得开关管的零电压开通失

败。励磁电感应满足如下条件：

8
s dead

m
s

T tL
C

 (13)

其中 Cs为开关管并联输出电容，tdead为死区时间。

3.2 电感系数对 LLC 谐振变换器的影响

由式(7)绘制增益曲线，在 Q=0.3 的情况下，分

别绘制 k=2，k=4，k=6 时的增益曲线图，如图 4 所

示。

图 4 不同 k值条件下增益曲线

通过图 4 展示不同 k值条件下增益曲线图，可

知，当确定 Q 值不变时，若 k 值增大，谐振变换器

的最大增益值将降低，且增益曲线变得越来越平缓。

励磁电感 Lm和 LLC谐振变换器原边电流有效值

的关系如下：

2 2
2

_ 2 2

2
8

8
o o

p rms
o m r

V n R
I

nR L f
  (14)

由式(14)可知，Lm越大，谐振变换器的原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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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效值越小，电路中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将降低，

进而提升电源的效率。由电感系数公式知，电感系

数 k值越大，Lm也就越大，谐振变换器原边电流越

小，电源的效率将得到提升，因此从提升电源效率

方面考虑，要尽量增大 k 值。

综合以上两点 k值对电路特性影响，在设计谐

振电路参数时，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考虑谐振

变换器的最大增益是否能满足要求和调压能力，二

是考虑谐振变换器的转换效率。

3.3 品质因数对 LLC 谐振变换器的影响

在 k=4的情况下，分别绘制 Q=0.4，Q=0.8，Q=1.2

时的增益曲线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不同 Q 值条件下增益曲线

由图 5 可知，随着 Q 值增大，LLC 谐振变换器

的最大增益值在减小；当 Q值较小时，在欠谐振工

作区域，增益随着频率的变化，增益变化较大，即

当频率有微小的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很大的波动。

根据 LLC 谐振变换器的基波分析法分析，要使

得 LLC 谐振变换器的开关管实现零电压开通，谐振

网络的电压要超前于电流，即输入阻抗呈感性。根

据式(4)可得输入阻抗的归一化表达式：

  2 2 2 2 2 2
1, ,

1 1
n eq n

eq n
nn

in
n

n

kf QR kf
jQR f

fk Q f k Q
Z f k Q

f
 

  
 

 


(15)

谐振网络中的电压超前于电流，即输入阻抗呈

感性，则式(15)中虚部大于零，其临界条件是输入

阻抗呈阻性，即式(15)中虚部等于零:

2 2 2
1 0

1
n

n
n n

kf
f

f k Q f
  


(16)

整理得到品质因数 Q 关于归一化频率 fn 的表

达式：

    2 22

1 1
1n

nn

Q f
k fk f

 


(17)

由式(7)和式(17)可得品质因数 Q与增益的关系，

在最大增益 Mmax时，Q 值取得最大值，即：

2
max

2
max max

1
1

M
Q k

kM M
 


(18)

品质因数Q与谐振电感 Lr和谐振电容Cr的关系

如式(19)所示，由式可知，Q值越大，Lr越大，在 k

值一定的情况下，Lr越大 Lm越大，开关管的开关损

耗越小，从而效率得到提高。所以，从提高效率来

考虑，Q 值越大，谐振变换器可以获得更高的转换

效率。

2 1
2

r r

eq r eq r

f LQ
R f R C



  (19)

4 宽范围输出谐振参数优化设计

在设计谐振参数时，首先确定输入电压 Vin与

额定输出电压 Vonom，以此确定额定变比 n；然后确

定输出电压调节范围(Vomin，Vomax)，以此确定增益

M 的变化区间：

min max ,  o o

onom onom

V V
V V
 
 
 

确 定 负 载 变 化 范 围 (Romin ， Romax) ， 其 中

Romin<Ronom< Romax，Ronom为额定输出负载，以此可

以确定品质因数的变化区间：

max min

 ,  onom onom

o o

R R
Q Q

R R
 
 
 

确定归一化频率 fn变化区间：

 min max ,  n nf f

其中：fnmin < 1 < fnmax

对于确定谐振变换器对应一组谐振参数，即电

感系数 k 值唯一，负载的变化仅影响品质因数 Q值

的变化。根据图 5 分析，应在重载时，即输出负载

为 Romin，电感系数为 Q* Ronom / Romin，在最小归一

化频率 fn = fnmin处满足最大增益输出，则在负载变

化区间内都能满足最大增益输出；在轻载时，即输

出负载为 Romax，电感系数为 Q* Ronom/ Romax，在最

大归一化频率 fn = fnmax处满足最小增益输出，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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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变化区间内都能满足最小增益输出。上述两点

表达式如式(20)所示。

根据式(20)可以解出一组电感系数 k 和品质因

数 Q的值，由图 4 可知，方程得到的 k 值为设计谐

振参数时的电感系数最大值。根据自己所选开关管

技术手册得到开关管开通时间 tr，关断时间 td，输

出电容 Cs，选取开关管死区时间 tdead为 2~3( tr +td )，

选取一个开关频率 fs*，根据式(21)，计算出一个励

磁电感值 Lm*；再根据所求得的电感系数 k 值，根

据式(22)计算出谐振电感 Lr；由品质因数 Q 值，根

据式(23)计算出谐振电容 Cr，其中 Req为耦合到一次

侧的等效负载值，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由谐振电

感 Lr与谐振电容 Cr计算出谐振频率 fr，如式(24)所

示，若 fr小于 fs*，即按谐振频率设计的励磁电感 Lm
大于所选励磁电感 Lm*，满足设计要求，设计完成；

若 fr*大于 fs*，即按谐振频率设计的励磁电感 Lm小

于所选励磁电感 Lm*，不满足设计要求，增大所选

开关频率值 fs*，再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满足要求为

止。设计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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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谐振参数优化设计流程图

5 仿真验证

在Matlab-Simulink中搭建 LLC谐振变换器仿真

模型，设计指标要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设计指标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输入额定电压 380V 额定负载 36.1Ω

输出额定电压 190V 输出负载区间 30Ω~70Ω

额定功率 1000W 输出电压区间 171V~209V

归一化频率区间 0.7~1.3

开关管按 GS66502B-MOSFET 设计，其并联输出

电容为 17pF，死区时间设为 50ns，选择开关频率

fs*为 500kHz，根据第 4 节谐振参数优化设计方法设

计仿真参数，仿真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设计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电感系数 k 4.1 品质因数 Q 0.59

变比 n 2 励磁电感 Lm 735uH

谐振电感 Lr 179uH 谐振电容 Cr 37nF

谐振频率 62kHz 频率区间 43.3kHz~80.6kHz

分别在负载为 30Ω、50Ω、70Ω工况下进行仿真。

在 0~0.2s 时控制输出电压为 171V，0.2~0.4s 时控制

输出电压为 190V，在 0.4~0.6s 时控制输出电压为

209V。输出波形图如图 7~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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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30Ω时电压变化波形

图 8 R=50Ω时电压变化波形

图 9 R=70Ω时电压变化波形

由仿真结果可知，三种不同负载工况下，输出

电压均能达到给定电压值。以此证明本文提出的谐

振参数优化设计方法设计的 LLC 谐振变换器，在允

许的负载变化区间范围内，输出电压可以在输出电

压允许范围内任意控制。

6 结论

本文在分析 LLC 谐振变换器工作原理的基础

上，分析了电感系数 K 值和品质因数 Q 值变化时

对谐振电路的归一化增益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宽增

益谐振参数的优化设计方法。最后通过仿真验证了

谐振参数优化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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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伏并网逆变器剩余容量的配电网电压控制策略研究
刘博立，同向前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针对分布式光伏电源大量接入配电网引起的电压越限问题，分析了电压越限机理，考虑到光伏逆变器在

运行过程中多数时段存在较大的剩余容量。提出了一种过电压时无功优先，欠电压时有功优先的本地电压控制策

略。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配电网发展，提出了一种仅采集各电源节点电气参数的多点光伏逆变器的馈线电压

优化协调控制策略。在理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一套本地电压控制器样机。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控制

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电压越限；电压控制策略；本地电压控制器

0 引言

分布式光伏电源的广泛发展与应用，在缓解能

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也为配电网带来了

一系列电能质量问题，如谐波污染、配电网三相不

平衡、电压越限等问题[1]。

电压越限问题是限制分布式光伏电源进一步

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原因[2]。文献[3]从理论上推导分

析了光伏电源接入对配电网电压分布的影响规律。

传统的调压手段主要有串并联电容器、有载调压变

压器、静止无功发生器等。串并联电容器和有载调

压变压器均不能实时连续调节，而静止无功发生器

为电网带来了较大的成本投入。

光伏逆变器一般工作于单位功率因数模式，由

于光照的时变性，多数时间内光伏逆变器的运行功

率远低于其额定容量，造成了大量剩余容量的浪费。

有学者提出利用这些剩余容量为电网提供无功支

持，改善电网电压质量[4]。

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提出恒无功控制、恒功率

因数控制、基于光伏有功输出的 cosφ(P)控制以及基

于并网点电压的 Q(U)控制四种逆变器无功控制策

略[5]。文献[6]根据灵敏度矩阵改进了标准的 cosφ(P)

策略，在不同的灵敏度下改变曲线的下垂系数，使

之更加适应电压调整的需要。文献[7]将光伏输出有

功和无功进行折算，提出一种虚拟有功功率的概念，

基于电压灵敏度理论建立不同光伏节点的控制优

化模型，分为过电压、欠电压、电压正常三种模式

进行不同的优化控制。文献[8]提出了一种光伏并网

逆变器自动电压与功率因数控制策略，降低了光伏

接入对配电网电压造成的影响。文献[9]提出将传统

的无功补偿器件与逆变器将结合使用，使得可调节

的无功容量相比逆变器剩余容量大幅增加。

以上控制均为本地电压（即光伏并网点电压）

控制，即在不借助通信基础的条件以逆变器并网点

的电压为调节依据，尽可能充分利用电压越限节点

逆变器的剩余容量来输出无功，这种策略因不能协

调配电网中所有的逆变器，所以调压能力有限。

文献[10]提出一种基于最优潮流算法的电压控

制策略，在解决光伏高渗透率造成的过电压问题的

同时也使电网的无功交换最小化。文献[11]提出了

一种以逆变器无功输出和与有功削减最小为目标

的集中控制策略，将计算所得的有功和无功指令值

发送至各逆变器，进而解决电压越限问题。文献[12]

以各节点电压偏离系统额定电压最小为目标，综合

调用无功补偿装置、逆变器剩余容量、发电机，提

出一种新型智能免疫算法求解各装置无功出力，在

解决电压越限的同时降低了系统有功损耗。文献[13]

利用多目标优化设计来调整 Q(U)曲线的特性参数，

通过对参数进行优化调整，达到损耗最小的同时使

各光伏系统之间的无功功率输出达到平等。

以上控制策略均为多逆变器优化协调控制，可

以调用馈线上的所有逆变器的剩余容量来输出无

功功率调节电压，并且达到一项或多项优化目标。

这些策略需要采集电网中各个节点的电压和负荷

参数，对电网通信，测量等基础设施要求较高。

1 光伏电源接入对配电网电压的影响

传统配电网的潮流总是从电源端流向负荷端，

并且随着配电距离的增加，电压单调下降。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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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广泛发展，改变了这一现状，配电网发展为

多电源的新型网络，潮流的分布和流向也随着发生

改变，甚至有可能出现潮流从用户侧流向系统电源

侧，从而影响到配电网络的电压分布。

对于低压配电网而言，线路阻感比较大，因此

光伏电源的有功输出对电网电压的影响不容忽视。

光伏接入对配电网电压的影响可用图1说明。0号节

点表示系统电源，电压用UN表示。  ii XR , 为第i段

线路阻抗,  ii QP .L.L , 为节点负荷有功和无功，

 ii QP .PV.PV , 为节点光伏电源输出的有功和无功。

图1 接有分布式光伏电源的辐射式配电网

分析图1，配电网中某个节点k到电网电源处的

电压降落百分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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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考虑光伏电源输出有功功率对馈线电压

分布的影响，即光伏电源都工作于单位功率因数模

式，则由式（1）可以得到光伏电源输出有功功率

引起的节点电压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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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表明，接入配电网中任何一点的分布

式光伏电源，其输出的有功功率都有助于提升各节

点电压，对馈线电压具有支撑作用，而且接入容量

越大，接入位置越接近馈线末端，电压支撑作用就

越强。如果配置不当，则有可能引发过电压风险。

若仅考虑光伏电源输出无功功率对馈线电压

分布的影响，由式（1）还可以得到光伏电源输出

无功功率引起的节点电压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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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表明，接入配电网中任何一点的光伏

电源，其输出的无功功率对馈线上的电压损失有着

一定的影响。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逆变器发出的无

功功率可以呈容性或呈感性，因此对馈线电压具有

支撑作用或具有加大损失的作用。同样地，光伏电

源接入位置越接近末端，电压支撑作用或电压降的

作用就越强。

2 基于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的电压越限治理策略

2.1 利用光伏逆变器的本地电压控制策略

光伏并网逆变器是光伏发电的主要模块。目前

常见的光伏逆变器均具有有功和无功功率解耦控

制特性，因此易于控制逆变器的无功功率输出，将

本地电压控制附加在逆变器的无功外环控制之中，

根据本地电压越限情况和电压控制目标，通过本地

电压控制逻辑，即可计算出逆变器的无功功率指令

值 Qref和有功功率限值 Plim。

除此之外，本地电压控制可通过内置方式加在

逆变器控制算法中，也可通过外置本地电压控制器

方式实现。由于目前电网中大多数的分布式光伏并

网逆变器都具有通信调度功能，本文的研究采用外

置方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引入本地电压控制的光伏发电并网电路结构

光伏逆变器利用剩余容量输出无功功率调节

电网电压，因此可输出的无功功率是有限的，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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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光照强度（也即有功输出）的变化而变化，逆变

器可用于电压控制的最大无功输出（即剩余容量）

为：

2
pv

2
pvmax.pv PSQ  （4）

式中：Qpv.max为此刻逆变器最大可输出无功，Spv为

逆变器额定容量，Ppv为此刻逆变器输出的有功。

本文在研究逆变器控制与各类电压控制策略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本地电压控制策略，控制逻辑

框图如图 3 所示。图中 Us.up为设定的电压上限值，

Us.low为设定的电压下限值。本地电压控制策略主要

针对目前中低压配电网通信基础较差，不具备统一

协调控制条件而提出。

图 3 本地电压控制策略逻辑图

本地电压控制策略的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本地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即 s.upss.low UUU  ）：

光伏逆变器工作于 MPPT 模式，功率因数为 1，

Qref=0。

（2）当本地电压越上限（即 ss.up UU  ）：首先将

实时采集的并网点电压值与设定的上限值比较，差

值进行 PI 调节，计算调压所需的感性无功功率。其

次进行限副（限副范围为-Spv~0），限副输出为 Qref.up。

最后根据逆变器的额定容量和 Qref.up计算此刻最大

有功输出限定值 Plim，计算方法如式(5)所示。若有

功限值高于 MPPT 功率，则逆变器仍处于 MPPT 工

作模式；若有功限值低于 MPPT 功率，则逆变器处

于限功率模式，削减有功以保证调压所需的无功功

率。

2
ref.up

2
PVlim QSP  （5）

（3）当本地电压越下限（即 low.ss UU  ）：根据前

述理论分析，光伏有功输出和容性无功输出都具有

提升本地电压的作用，因此逆变器始终运行于

MPPT 模式；在剩余容量范围内根据电压越下限情

况计算调压所需容性无功功率。首先将采集的电压

值与设定的下限值比较，差值进行 PI 调节，计算调

压所需的容性无功功率。其次进行限副（限副范围

为 0~Qpv.max），限副输出为 Qref.low。

当电压越上限时，欠电压无功参考值 Qref.low为

零；当电压越下限时，过电压无功参考值 Qref.up为

零，Plim为逆变额定容量；所以为了控制简单，将

Qref.low与 Qref.up的和与 Plim发送至光伏逆变器。

2.2 多点光伏逆变器的馈线电压优化协调控制

本地电压控制策略仅是以本地电压为调节目

标且只能调度电压越限节点的逆变器，当剩余容量

或逆变器容量不足时，电压越限问题仍然存在，而

其他电压未越限或越限并不严重的节点逆变器仍

有大量剩余容量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本文在本

地电压控制策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多点光伏

逆变器的馈线电压优化协调控制策略，能够调用馈

线上所有逆变器的剩余容量。

由于配电网负荷多而杂，即使配电网监测通信

基础逐渐发展，但实时采集各个节点的电压、负荷

等电气参数存在较大困难。本节提出的电压控制策

略，仅采集各个电源（包括电网电源和光伏电源）

节点的参数，对含多个光伏电源配电网模型进行适

当的简化，可大幅减小监测终端的安装数目和通信

数据量，系统结构示意如图 4 所示。

图 4 多点优化协调控制系统示意图

在图 4 中，本地电压控制器只负责采集数据和

通信功能，具体的电压控制策略由集中控制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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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集中控制器与本地电压控制器之间发生通信

故障时，本地电压控制器仍可进行本地控制。

2.2.1 优化协调控制策略

在本节提出的电压控制策略中，仅需获知各电

源节点之间的阻抗，采集电网电源输出功率 S0b、馈

线上流入各光伏节点前端的功率 Sia、光伏注入节点

的功率 Sp.i（即光伏输出与该节点负荷的差值）、各

电源节点的电压即可完成所有计算。逆变器的运行

参数可通过与本地电压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接口直

接获得。具体内容如下：

含多个光伏电源的配电网如图 5，利用 n 个光

伏节点将线路分为 n 段。图中实线三角符号表示实

际的负荷，虚线三角符号表示两个电源点之间的总

负荷，本文中称为虚拟集中负荷。Ri+jXi指两个电源

点之间的阻抗， ii jXR
--

 表示虚拟集中负荷距离前端

电源点的阻抗。Li指两个电源点之间的距离，li表示

虚拟集中负荷距离前端电源点的距离。 iaia jQP  表

示节点 i 前端流入功率， ibib jQP  表示流出节点 i

后端流出功率。

图 5 含多个光伏电源的辐射式配电网

在同一个光伏节点，由注入各电源点的功率 、

光伏输出功率、光伏节点负荷功率即可计算电源点

的流出功率。将两个电源点之间的所有的负荷集中

于一点，如图中虚线三角符号所示。其大小可表示

为式（6），因为与负荷功率相比较，线路损耗极小，

这里做了合理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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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文定义的虚拟集中负荷点的电压可表

示为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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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7）可得虚拟集中负荷距离前端电源点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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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biibi XQRPA 11   , iibiia XQRPB  。

由式（8）可得虚拟集中负荷距离前端电源点

的电阻和电抗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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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推导，图 5 复杂配网模型可以简化为

图 6 所示的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进行整个配电网

的潮流计算。

图 6 简化后含多个光伏电源辐射式配电网

2.2.2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1）目标函数：

优化协调控制策略通过调度馈线上的所有逆

变器来调节电压。将电压调整至设定的电压限值仅

仅是最基本的目标。还可以调用更多的剩余容量，

将电压调节至接近于额定值。除此之外，应尽可能

的减少逆变器的无功输出，减小不必要的无功浪费。

根据以上分析，确定优化协调控制的目标为：

2211min fff   （10）

式中，f1为目标函数 1，要求各并网逆变器输出的

无功功率和最小。f2为目标函数 2，要求配电网光

伏节点的电压尽可能的接近电网电压额定值。具体

如式（11）所示。 1 为目标函数 1 的加权系数， 2

为目标函数 2的加权系数，具体取值由系统实际需

求确定，但需要满足 121  。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 2019-2020 年论文集

- 39 -





































n

i

Ni

n

i
i

UU
UUf

Qf

1

2

minmax
2

1
.PV1

min

min
（11）

式中，i 为 PV 节点编号，QPV.i为各逆变器输出的无

功功率，Ui 为此刻 PV 节点的电压值，UN为电网电

压额定值。Umax、Umin为电网允许的电压上、下限值。

2）约束条件

（1）潮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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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Qi分别为节点的注入有功和功率；Ui为节

点电压；Gij、Bij、θij为节点间的电导、电纳和电压

相角差；H表示所有与节点 i 直接相连的节点。

（2）电压约束：

iii UUU .max.min  （13）

式中，Umax.i、Umin.i为节点电压的上、下限值。

（3）逆变器容量约束：
2

.PV
2

.PV.PV
2

.PV
2

.PV- iiiii PSQPS  （14）

式中：SPV.i为光伏逆变器的额定容量，PPV.i为逆变器

此刻输出的有功功率。光伏逆变器可发出的无功功

率受额定容量的限制。

2.2.3 优化算法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ation，PSO)

是 J. Kennedy 提出的一种新型智能优化算法。具有

实现简单、结果精确、计算速度快等优点，得到广

泛关注和应用。但粒子群算法求解最优值时很容易

陷入局部最优，为了避免此情况，本文在解决最优

问题时采用线性递减权重的粒子群算法,如式（15）。

在迭代开始时，较大的惯性权重具有更好的全局搜

索能力，在迭代后期，较小的惯性权重具有较强的

局部寻优能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计算出全局最优

解，适用于配电网电压的实时调节。

  
1

1 minmax
max 




M
t  (15)

式（15）中， max 和 min 为惯性权重最大值和最

小值，t 为迭代次数，M 为总迭代次数。

利用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调节配电网电压的

具体优化步骤如图 7 所示。

图 7 优化协调电压控制策略粒子群算法流程图

3 仿真分析

为验证本文所提策略的有效性，本节首先利用

PSCAD 4.5 仿真软件建立光伏并网逆变器、辐射式

配电网仿真模型对本地电压控制策略进行验证。其

次,在 MATLAB 中建立集中电压控制模型，仿真验证

多点协调优化策略。仿真参数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仿真基本参数表

项目 数值

线路电阻 0.48Ω/km

线路电抗 0.001H/km

光伏额定容量 3MVA

电压上限 10.50kV

电压下限 9.5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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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地电压控制策略仿真验证

搭建了一条具有 5 个节点的 10kV 配电网仿真

模型，节点间距离为 1km，光伏逆变器及负荷均集

中于馈线末端。

（1）光伏 MPPT 功率为 2.41MW，负荷在初始

时为 0.02MW，5s时切换为 2.4MW，10s时为 4.8MW。

图 8~9分别为加入电压控制策略前后的本地电压和

逆变器有功无功输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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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无电压控制策略时逆变器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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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加入本地电压控制策略后逆变器运行参数

分析对比图 8~9，未加入控制策略时，当负荷

较小（0-5s），本地电压越上限为 10.60kV，当负荷

较大（10-14s），本地电压越下限为 9.38kV。此时逆

变器始终工作在 MPPT 模式，无功输出为 0。加入

本文的控制策略后，负荷较小时本地电压被调节至

上限值 10.50kV，逆变器输出感性无功，负荷较大

时本地电压被调节至下限值 9.50kV，逆变器输出容

性无功。且输出无功功率均小于逆变器剩余容量，

不发生削减有功情况。

（2）当光照增强，光伏 MPPT 功率为 2.91MW，负

荷在 0s 时为 0.02MW，5s 时变化为 2.7MW，10s

时为 5.1MW。图 10~11 分别为加入本文电压控制策

略前后的本地电压和逆变器有功无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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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无电压控制策略时逆变器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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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加入本地电压控制策略后逆变器运行参数

分析对比图 10 和图 11，未加入控制策略时，

当负荷较小（0-5s），本地电压越上限为 10.70kV，

当负荷较重（10-14s），本地电压越下限为 9.44kV。

此时逆变器始终工作在 MPPT 模式，无功输出为 0。

加入本文的控制策略后，负荷较小时由于逆变器的

剩余容量不足以将电压调节至允许范围内，逆变器

发生有功削减。负荷增大时，剩余容量充足，逆变

器很快恢复 MPPT 工作模式。

从仿真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的电压控制策

略在剩余容量充足时，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容量，调

节电压，在剩余容量不足时，能够保证电压在正常

范围。

3.2 多逆变器的电压优化协调控制策略仿真

根据 3.2 节对优化协调电压控制策略的推导和

图 7 算法流程图，在 MATLAB 中编写相应程序，给

定不同工况进行仿真分析,并与本地电压控制进行

对比分析。

（1）过电压工况

光伏有功输出为 2.57MW，仿真模型、负荷、光

伏和线路等参数如 12 示意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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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过电压时仿真模型示意图

在无电压控制策略和采用本地电压控制策略

时，各电源节点的电压和功率如表 4-5。

表 2 过电压时采用本地电压控制策略前后电压和功率

单位：电压 kV 无功 Mvar

无策略 本地控制

电源节点 电压 有功 无功 电压 有功 无功

1 10.57 2.57 0 10.27 2.57 0

2 10.93 2.57 0 10.43 2.57 0

3 11.20 2.57 0 10.50 2.57 -0.47

4 11.27 2.57 0 10.50 2.43 -1.56

5 11.34 2.57 0 10.50 2.33 -1.76

分析表 2，不采用任何电压控制策略时，2~5

号节点均出现电压越上限。当采用本文提出的本地

电压控策略时，各节点的电压均被调节至允许范围

内，但 4、5 两个节点均发生了有功削减，造成了

光伏有功的浪费。

为了不削减有功功率，采用多点协调优化策略，

调用馈线上所有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给定不同的

21 ， ,其中, 1 表示各逆变器无功输出和的权

重, 2 表示电压偏差平方和的权重。仿真结果如表

3 与图 13 所示，各节点均未进行有功削减。

表 3 过电压时采用多点协调优化控制策略时电压和功率

21 ， 0.6/0.4 0.35/0.65 0.1/0.9

节点 电压 无功 电压 无功 电压 无功

1 10.23 0 10.14 0 10.01 -1.46

2 10.38 0 10.23 -1.05 10.06 -1.50

3 10.45 -1.42 10.30 -1.50 10.13 -1.50

4 10.48 -1.50 10.33 -1.50 10.16 -1.50

5 10.50 -1.50 10.35 -1.50 10.18 -1.50

图 13 过电压时不同权重下各节点电压

分析表 3 与图 13，在不削减有功功率的情况下，

电压均被调节至允许范围内，优化协调控制策略能

够调用电压未越限节点的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达

到调节全网电压的作用。且随着 2 的增加，逆变器

输出的无功和随之增大，各节点的电压也接近于系

统额定电压，进一步提高了电压质量。

（2）欠电压工况

光伏有功输出为 1.87MW，仿真模型、负荷、光

伏和线路等参数如 14 示意图所示。

图 14 欠电压时仿真模型示意图

在无电压控制策略和采用本地电压控制策略

时，各电源节点的电压和功率如表 4,表中数据单位

与过电压工况相同。

表 4欠电压时采用本地电压控制策略前后电压和功率

无策略 本地控制

电源节点 电压 有功 无功 电压 有功 无功

1 9.38 1.87 0 9.66 1.87 0

2 8.98 1.87 0 9.54 1.87 0

3 8.62 1.87 0 9.50 1.87 1.77

4 8.52 1.87 0 9.46 1.87 2.31

5 8.30 1.87 0 9.36 1.8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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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不采用任何电压

控制策略时，1-5 号节点均出现电压越下限。当采

用本文提出的本地电压控策略时，4、5 号节点已输

出所有的剩余容量，而其余 3 个光伏节点，由于电

压在允许范围内，剩余容量得不到调用，所以 4、5

号节点电压仍越下限。

采用多点优化协调控制策略，调用馈线上所有

光伏逆变器剩余容量，给定不同的 1 , 2 。仿真结

果如表 5 与图 15 所示。

表 5 欠电压时采用多点协调优化控制策略时电压和功率

21 ， 0.4/0.6 0.3/0.7 0.1/0.9

节点 电压 无功 电压 无功 电压 无功

1 9.72 0 9.77 0 9.92 2.31

2 9.62 0.52 9.72 1.63 9.91 2.31

3 9.61 2.31 9.70 2.31 9.89 2.31

4 9.59 2.31 9.68 2.31 9.88 2.31

5 9.50 2.31 9.58 2.31 9.79 2.31

图 15 欠电压时不同权重下各节点电压

从表 5 和图 15 可以看出，多逆变器优化协调

控制策略能够调用所有逆变器的剩余容量，各节点

电压均被调节至允许范围内，在表中仅给出部分结

果。随着 2 的增加，逆变器输出的无功和随之增大，

各节点电压同样也接近于系统额定电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提出的多点优化协调

电压控制策略在仅采集电源点参数的情况下，能够

协调调用馈线上各逆变器剩余容量，达到调节电网

电压的目标，并且在给定不同的权重参数时，可以

达到不同的调节目标，适应不同电网用户的不同需

求，仿真结果均验证了所提策略的有效性。

4 本地电压控制系统的实验验证

在理论和仿真分析的基础上，研制了一套分布

式电源本地电压控制器，控制器实时采集并网点电

压并获取逆变器参数，按照所提策略计算调节电压

至合格范围所需的无功功率，同时判定是否需要削

减逆变器的有功输出，并将该无功指令和有功限值

通过 RS-485 接口发送给并网逆变器。实验参数如表

6 所示。
表 6 实验基本参数表

项目 数值

线路电阻 0.40Ω

线路电抗 2.5mH

电压等级 380V

光伏额定容量 6KVA

相电压上限 230V

相电压下限 208V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多逆变器的优化协调控制

策略需要多台光伏逆变器，且需要对负荷和线路电

流的实时监测，还需要良好的通信基础。这些在实

验室均难以实现，因此，本文仅进行了本地电压控

制的实验，开发的本地电压控制器主要是针对本地

电压控制策略，暂未设计多点逆变器优化协调策略

所需要的远程通信和线路电流监测功能。

光伏逆变器 MPPT 功率为 3.46kW，利用能量可

回馈电网模拟源改变并网点电压。分别在过电压和

欠电压工况下进行实验。利用实验数据绘制图 16

和图 17。

图 16 过电压时调节前后电压与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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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图16可以看出，当并网点电压在设置的允

许范围（208V-230V）内时，逆变器输出无功为零，

工作于单位功率因数下的MPPT 模式；随着电网电

压的进一步升高，逆变器输出补偿无功在逆变器的

剩余范围内不断增大，维持本地电压不高于上限值；

一旦所要求的补偿无功超出逆变器的剩余范围，则

发生有功削减，以保证足够的无功输出。当有功削

减到零、无功输出达到逆变器额定容量后，此时并

网点电压由于缺乏足够的无功支撑而突破上限，出

现过电压现象。

图 17 欠电压时调节前后电压与功率曲线

从图 17 可以看输出，光伏逆变器始终工作于

MPPT 模式。若电网电压正常，则逆变器输出无功

为零，工作于单位功率因数方式；随着负荷的继续

增大或电网电压的进一步降低，逆变器输出补偿无

功在逆变器的剩余范围内不断增大，维持本地电压

不低于下限值；一旦所要求的补偿无功超出逆变器

的剩余范围，无功不再增大，此时本地电压由于缺

乏足够的无功支撑而突破下限，出现低电压现象。

实验结果与提出的本地电压控制策略一致。发

生欠电压时，逆变器为有功优先，仅利用剩余容量

调节电压，发生过电压时，逆变器为无功优先，剩

余容量不足时削减有功以提供更多的无功。验证了

所提本地电压控制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配电网对电

压分布带来的影响，研究了利用光伏逆变器剩余容

量发出无功功率调节电压，针对电网的不同发展阶

段提出了本地电压控制策略和多逆变器优化协调

电压控制策略。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相对于无分布式光伏电源的配电网，光

伏接入后，对全网电压具有抬升作用，这有助于改

善电网的低电压问题。但若配置不当，容易引起过

电压。光伏有功输出越大，接入位置越靠近末端，

电压的抬升值越大，越容易出现过电压风险。

（2）仿真结果表明，提出的本地电压控制策

略能够充分利用逆变器剩余容量，调节电网电压至

允许范围内。提出的优化协调控制策略能够调用全

网逆变器剩余容量，达到调压目标。

（3）开发的本地电压控制器使并网逆变器具

有了本地电压调节功能，改善了配电网的电压质量，

减少了无功补偿设备成本投入，具有较高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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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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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模式研究

杨晨东，同向前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分布式发电直接布置在配网系统中，弥补集中式能源供电系统的不足，但也给配电网的运行、控制和

规划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分布式电源大量接入配电网，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式电源必须纳

入电力系统统一规划。现有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方法以配电网规划区域网络基本结构和配电设备利用

率为依据，根据规划期间配电网空间分布的最大负荷预测结果来确定配网系统的建设方案。这种基于最大负荷

的规划方法虽然能满足配网系统负荷发展需求，但较高的调峰机组比例降低了电力设备的利用率。现有含分布

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方法虽然能保证系统运行的可靠性，但该类方法并没有充分发挥分布式发电的优势，不能

保证规划方案的经济性，增加了分布式电源和配电网建设的投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计及分

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研究。

关键词：电力系统；分布式电源；配电网规划

0.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发展，分

布式发电在用户侧的应用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

大量分布式电源以直接接入配网系统的方式渗透

到电力系统，其在电力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分布式发电在用户侧的大量并网给配网系统

的经济可靠运行带来了许多优势：一方面，分布

式电源靠近负荷运行，且具有启停方便，负荷调

节灵活的特点，通过灵活控制可以为系统提供调

峰、调频等辅助服务，这将大大提高系统电力供

应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电力设施利用率，减少

了系统备用容量的建设。另一方面，分布式发电

接入配电网可以减少输电损耗、降低输配电成本。

分布式电源在配网系统中的合理布置和定容不仅

可以提高系统的经济性和可靠性，而且满足了配

电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1．分布式发电接入配电网的结构

含各种分布式电源的配电网络系统典型结构

如图 1 所示。该配电网络系统包含各种分布式电

源如风电机组、光伏电池、飞轮储能、蓄电池及

具有功能的电动汽车充放电站和负荷，它们直接

或间接地连接到变压器的低压侧母线上，整个配

电网络系统通过高压侧母线并入主网。

图 1 含分布式电源配电网的典型结构示例

分布式电源接入将导致配电网的结构和运行 方式发生剧变，图 2 是一个含分布式电源的简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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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络，当系统不含分布式电源时，潮流只能出现

由电源侧向负荷侧的单向流动，分布式电源的接入

将使配电网从一个辐射式的网络变为遍布太阳能、

风力、燃料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分布式电源和用户的

网络。

图 2 分布式电源接入简单配电网

2. 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需解决的

问题

网规划的工作。分布式电源大量出现在用户侧

并与配电网并网运行大大增加了配电网规划的不

确定性，要实现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合理规划，

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提高配电网空间负荷分布预测的准确度。

电网规划以规划区负荷分布的预测结果和现有基

本结构为电网规划建设的依据，因此保证负荷预测

的准确性是实现电网合理规划的前提。分布式电源

的接入使得配电网空间负荷分布预测不确定性增

加。配电网规划区域的负荷一般总体呈上升增长趋

势，分布式电源直接接入配电网的负荷节点，导致

负荷节点从配电网吸收的功率反而呈下降的势头。

此外，太阳能、风能等分布式电源具有显著的随机

性和间歇性，其出力受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影

响，发电功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增加了负荷预测

难度。因此对于含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空间负荷分

布预测，有必要对输出功率不稳定的分布式电源分

析出其有功出力随气象条件变化的规律和特性，并

研究出用户侧分布式电源对配电网负荷增长模式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网络空间相对更准确的

负荷分布预测。

(2)实现分布式发电与配电网之间的协调规划。

在电力市场条件下，分布式发电投资商和供电商都

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两者的利益目标不同造

成利益上的冲突限制了分布式发电在配电网中大

规模发展。对于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如

何协调分布式发电投资商和供电商之间的关系、促

进两者之间的协调规划，是两者良性发展和保证配

网系统安全稳定供电的关键环节。因此有必要将分

布式电源建设与配电网规划通过经济利益均衡发

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实现

二者的协调规划。

(3)避免、降低搁浅成本。分布式电源的投入

和退出将影响负荷节点的注入功率，对配电网络的

负荷增长模式产生影响，大量分布电源出现在配电

网中使得一些长期规划、甚至是新近安装的电力设

施利用率降低，甚至废弃，导致搁浅成本的产生。

因此为避免和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电网规划人员

除了科学预测配电网规划区域内年负荷发展水平

外，还应根据国家能源政策、规划区能源分布特点

及投资商的信息，掌握分布式电源新建、扩建规模

和进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配电。

(4）保证配网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分

布式发电的并网运行对配电网节点电压、线路潮流、

短路电流以及运行可靠性等都会带来影响，分布式

电源的无序建设不仅影响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甚

至造成系统电能质量恶化。因此对于含分布式发电

的配电网规划，需要建立满足系统可靠运行为约束

条件的社会成本最小目标模型，以此实现系统的可

靠稳定运行。此外，为提高配电网运行的稳定性和

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根据所处的地位，供电公司有

必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分布式电源合理布

局，并为分布式电源的规划建设予以明确指导，减

少分布式电源的出现给配电网规划工作带来不确

定性。

3．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研究现状

分布式发电大规模接入配电网将对配电网的

运行和规划产生深远的影响，运行结构和方式的改

变对配电网的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满足分布式

发电在配电网中的发展需求，国内外许多学者和专

家对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展开研究，并形

成了相关研究理论。

在国内方面，文献根据分布式发电的特点，提

出一种配电网扩展规划中进行分布式电源选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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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的方法。文献在分析分布式发电对配电网规划

的影响基础上，讨论了分布式发电在配电网中的布

点规划和分布式发电在配电网中的扩展规划问题，

但只是停留在对问题定性分析的层次，缺乏严格的

数学建模和对相关理论的论证。文献完善了提高最

终用户供电可靠性的城网规划理念，分析了含分布

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一方面要满足负荷增长要求，

而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要提高重要用户的供电可

靠性。该规划方案避免了提高整体受端系统可靠性

所需的不必要投资。在国外方面，文献从投资者的

角度上出发，建立了以系统运行成本、从电网购电

的成本以及最小化投资成本为目标的模型，并采用

启发式方法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优化了分布式电

源容量和在馈线上的位置。文献在配电网络中分布

式电源个数、位置和容量均未知的前提下，通过遗

传算法对分布式电源的位置和容量进行了优化，因

而该方法只考虑了原有负荷节点负荷值增加情况

下的配电网网络扩展规划，相当于在传统规划方法

的基础上考虑分布式电源对配电网的影响。文章并

未考虑新增负荷节点对网络结构的影响，因此该方

法不适用当今大量分布式电源接入系统的配电网

规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4．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新模式

随着电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分布式发电凭借

其投资省、发电方式灵活、与环境兼容等优点将在

用户侧得到大规模应用，配电网中将会出现越来越

多的发电设备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燃料电池发

电、电动汽车充电站等。针对现有方法存在的缺陷

与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

规划新模式。该模式从规避规划风险出发，在规划

过程中考虑配电网规划区域的分布式电源参与系

统调峰，以此降低系统供电的最大负荷水平，从而

实现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最优规划。该方案的

实质是通过实现分布式发电和配电网的有效配合，

达到减少调峰机组的建设和降低待选线路建设，从

而提高电力设施利用率，节省电网建设总投资。计

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新模式整体规划流程

为：①对配电网规划期间负荷分布进行科学预测；

②对辖区内分布式新能源种类、分布及可开发潜力

以等进行调研和评估；③对不考虑分布式发电的情

况下，采用传统的配电网规划方法对配电网进行规

划，并得到最佳方案；④在保证供电公司合理利益

和系统安全可靠供电的前提下，分布式发电投资商

协同供电公司参与规划工作，供电公司应充分尊重

分布式发电投资商的自主选择权；⑤为降低系统供

电的最大负荷水平，在征求分布式投资商的同意的

前提下，供电公司能最大限度地调度辖区内分布式

电源参与配网系统调峰；⑥为保障系统安全稳定和

可靠运行，避免分布式电源无序出现给电网带来的

影响，供电公司必须主动承担指导分布式电源投资

建设和配电网整体规划任务，并与分布式发电投资

商签署协议，在考虑分布式电源参与系统调峰的前

提下，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规划设计，最

终生成新的规划方案。此外，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

电网规划应与国家能源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举措

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地方能源管理机构颁布的新

能源政策下开展配电网相关规划，实现资源最优化

配置。

5.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分布式发电接入配电网后系

统的典型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分布式发电接入

给配电网的运行和规划带来的影响，接着从提高系

统网络空间负荷分布预测的准确度等多个方面讨

论了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需要解决的问

题。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对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

规划研究现状，指出了现有规划模式存在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

规划新模式，为计及分布式发电的配电网规划的进

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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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策略研究

刘鋆，同向前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针对光储微电网的并网运行，设计了三种不同时间尺度的能量管理方案，基于分时电价的日前优化调

度、基于大电网用电需求的日内滚动调度和考虑电网运行状态的日内实时调度。日前优化旨在实现微电网的经

济运行，考虑了峰谷分时电价、蓄电池充放电对其使用寿命的影响和微电网运行时设备的损耗等多种因素，建

立优化模型，带入预测数据，通过粒子群算法得到蓄电池充放电的预执行计划。日内滚动调度根据大电网不同

时段的用电需求，提出了峰谷时段蓄电池用于平抑电网峰谷差、平时段蓄电池用于减少交互功率波动的调度策

略。日内实时调度考虑到大电网可能出现故障，分别制定了并网模式和离网模式下的调度策略。

关键词： 光储微电网；能量管理策略；多时间尺度；分时电价；调度策略

0 引言

新能源可有效解决全球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

严重问题，然而新能源发电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其输出电能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其大规模

并入大电网不利于电网的安全运行[1]，但应用储能

装置可高效解决分布式电源分散接入问题[2]。对于

微电网而言，各微源之间如何实现功率分配是其

重点。相较于离网模式，微电网在并网模式下的

能量管理更关注其运行的经济性[3,4]。

对于微电网的经济运行，文献[5]以微电网的

运行费用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多时间尺度优化模

型，但是未考虑分时电价。文献[6]为保障微电网

运行的经济性，采用控制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投

切管理的措施，使可再生能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文献[7]在分时电价机制下提出了一种能量管理方

案，但未将谷平时段分开。对于功率预测误差的

影响，文献[8]在光伏发电功率特性的基础上，通

过改进小波神经网络算法提高光伏发电预测的精

度。文献[9]对微电网中可再生能源与负荷的不确

定性，建立了两阶段鲁棒优化模型，得到最恶劣

影响下成本最低的调度方案。相比较而言，多时

间尺度能连管理方案的模型简单，计算机的运算

量小，便于应用到工程实践。

本文针对光储微电网的并网运行，设计了一

种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方案。该方案包含三个时

间尺度，基于分时电价的日前优化调度、基于大

电网用电需求的日内滚动调度和考虑大电网运行

状态的日内实时调度。日前优化的目的是实现微

电网的经济运行，其包括的因素有：峰谷平时段

购售电电价的不同、蓄电池充放电对其使用寿命

的影响和微电网运行时设备的损耗，通过建立优

化模型，将预测数据带入该模型，并采用粒子群

算法对其求解，得到蓄电池充放电的预执行计划。

日内滚动调度根据微电网不同时段的用电需求，

提出了不同的调度策略，在峰谷时段蓄电池用于

调节大电网的峰谷值，在平时段蓄电池用于减少

交互功率的波动。日内实时调度考虑到大电网可

能出现故障，分别制定了并网模式和离网模式下

的调度策略。

1 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框架

微电网系统的结构可分为能量管理层和设备

运行层，两者之间利用通信网络实现数据传输[10]。

能量管理层根据预测数据制定预调度计划，在实

时运行阶段，通过采集设备的运行数据，对预调

度计划进行修正，实现对可控型设备的管理。光

储微电网在并网运行状态下，大电网作为平衡节

点，使得设备层可以自发调节实现功率平衡，能

量层通过对蓄电池的控制，利用储能装置可以充

放电的性能，实现能量的优化平移[11]。

微电网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策略采用分层的

思想，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分别进行功率预测，通

过各尺度能量管理策略的配合，完成优化调度过

程[12]。相比较其他措施，多尺度能量管理的各级

调度策略具有不同的功能，有利于实现能量管理

的目的。本文针对光储微电网设计的多尺度能量

管理策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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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储微电网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系统框架

日前优化调度阶段主要建立优化调度模型，

根据光伏发电和负荷用电的短期预测数据，预先

制定蓄电池的充放电管理计划，实现光伏的高效

使用，减小大电网的供电压力，同时提高微电网

的经济收益。日内滚动调度环节，对光伏和负荷

进行超短期预测，计算预测误差值，对于调度计

划进行一次修正，减小大电网与微电网之间交互

功率的频繁波动。日内实时调度阶段，监测微电

网的工作频率，大电网正常运行时，当实际工作

频率小于 时，增加蓄电池的发电功率或减

小充电功率，当实际工作频率大于 时，减

小蓄电池的充电功率或增大放电功率；大电网出

现故障时，微电网离网工作，为保障重要负荷供

电的可靠性，不仅需要对蓄电池的充放电计划进

行二次修正，还需要对负荷进行投切。

本文对微电网的全天运行，设计了三级时间

尺度：日前优化调度周期为 30min，日内滚动调度

周期为 15min，日内实时调度周期为 1min。时间

尺度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光储微电网多尺度能量管理策略的时间尺度

根据光伏发电和负荷用电的历史数据和气象

预测信息，微电网能量层在系统运行的前一天得

到当天的短期预测功率，调度周期为 30min，预测

精度越准确，时间尺度越小。日内滚动调度的调

度周期为 15min，能量层提前 1h 预测出下一时间

段的功率值，如图 2 所示， 时刻预测出 时间段

的功率值， 时刻预测出 时间段的功率值，依次

完成滚动环节，并且每次预测结果的第一个值作

为有效值。实时调度阶段的调度周期为 1min，能

量层每隔 1 个周期采集一次设备运行的实时数据，

同时下发一次调度指令。

2 微电网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方案

基于不同的目标，本文提出三种不同时间尺

度的能量管理方案。

2.1 基于分时电价的日前优化调度模型

光储微电网在并网运行状态下，大电网保障

了负荷供电的可靠性，所以能量管理层主要控制

蓄电池的充放电。日前优化调度策略应满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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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①优先利用新能源，提高光伏发电的利用

率；②大电网与微电网的交易过程中，考虑分时

电价，在大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向大电网购电，

在大电网用电高峰时段，向大电网售电，增加微

电网运行的经济收益；③减小设备损耗，提高设

备的使用寿命。

（1）日前优化调度的目标函数

min ex Pv BC C C C   （1）

式中，C 表示微电网运行的总收益，CPv 表示光伏

的运行费用；CB表示蓄电池的运行费用；Cex表示

交互功率收益。---------交互功率收益 Cex：微电网

的供电量大于用电量时，将多余电量送到大电网，

反之，当用电量大于供电量时，会向大电网购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采用分时电价机制，在用电

的高峰时段、平时段和低谷时段制定不同的购电

价和售电价，引导用户用电，调节电力市场的供

需关系[13]。微电网与大电网的交互功率收益为：

48

1
( ) ( ) ( ) ( )ex P grid S Sgrid

t
C C t P t t C t P t t



       （2）

式中，Cex表示微电网与大电网的交互收益，Pgrid(t)

表示 t 时刻的购电量，Cp(t)表示 t 时刻的单位购电

费用，PSgrid(t)表示 t 时刻的售电量，CS(t)表示 t 时

刻的单位售电费用。

光伏运行成本 CPv：光伏发电系统在使用过程

中存在设备损耗，根据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成本，

采用直线法计算光伏的运行成本。光伏运行成本

表示如下：

48

1

( )
365 24

f Pv
Pv Pv

t i

C P t
C N

L


 （3）

式中，NPv 表示光伏板数；PPv(t)表示 t 时刻的光伏

发电量；Cf表示光伏电源的安装成本；Li表示分布

式电源的使用寿命。

锂电池运行成本 CB：锂电池频繁充放电会使

其使用寿命衰减，并且充放电深度、电流和温度

都会影响其使用寿命。文献 15 通过实时修正

Arrhenius 公式的额定总容量，对锂电池循环使用

寿命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到锂电池运行费用

计算公式

48

1
3600 Li B

t
B

M P t
C

NCU






（4）

式中，MLi 为蓄电池的总维护费用，PB(t)表示 t 时

刻蓄电池的充放电功率；N 为蓄电池总循环寿命次

数；U 为蓄电池的交流侧电压大小。

微电网包含了多种设备，为保障系统的正常

运行，在每个时段各单元的运行状态必须满足约

束条件。

（2）功率平衡等式约束条件

(5)

式中， 表示微电网与大电网的交互功率，

表 示 w 微 电 网 向 大 电 网 购 电，

表示微电网向大电网售电； 表

示蓄电池放电， 表示蓄电池充电；微电网

系统各时间段的供电量要等于负荷的用电量。

（3）蓄电池的不等式约束条件

蓄电池的不等式约束条件包括两部分充放电

功率约束和荷电状态约束。

min max( )SOC SOC t SOC  （6）

min max( )B B BP P t P  （7）

式中， 和 分别表示锂电池荷电状态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和 分别表示锂电池

充放电功率的上限和下限。为保障 时刻锂电

池荷电状态在正常范围内， 时刻锂电池的充放电

功率应满足式（8）要求，式中 Wes 表示锂电池的

额定容量。

min max
( )( 1)
es

P tSOC SOC t SOC
W

    （8）

（4）交互功率的不等式约束条件

联络线交互功率分为购电功率和售电功率两

者情况，应满足以下条件：

min max( )grid grid gridP P t P  （9）

min max( )Sgrid Sgrid SgridP P t P  （10）
此外，为保障微电网长时间运行，要求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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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起始时刻的荷电量等于终止时刻的荷电量，即

满足如下条件：

(0) (48)E E （11）
2.2 基于电网用电需求的日内滚动调度模型

日内滚动调度在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调度策

略，在谷峰时段，蓄电池用于能量平移，在平时

段，蓄电池抑制光伏和负荷的功率波动。具体步

骤如图 3 所示。

图 3 日内滚动调度流程图

首先，读取光伏、负荷的短期和超短期预测

数据，以及日前调度计划。其次，根据当前时刻

判断所处的时间段，在谷时段，优先为蓄电池储

存能量，微电网向大电网购电，为负荷和储能单

元提供电能；在平时段，蓄电池用于抑制光伏和

负荷的功率波动，所以优先使用蓄电池平衡负荷

和光伏的功率差额；在峰时段，蓄电池荷电量充

足，微电网向大电网送电，减小大电网的供电压

力。最后，判断微电网运行周期是否结束，是否

进入下一个调度周期。

2.3 日内实时调度模型

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微电网由并网运行状

态切换为离网运行状态，所以微电网实时调度策

略需要考虑微电网的离网情况。在并网运行状态

时，能量层通过控制蓄电池的充放电，调节功率

预测误差；在离网运行状态时，通过对负荷的投

切的管理，实现微电网系统频率和电压的稳定，

其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日内实时调度策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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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读取预调度指令，采集实时数据和系

统的频率。

其次，判断大电网的工作状态，大电网正常

运行时，微电网运行在并网模式；大电网出现故

障时，微电网运行在离网模式。

并网模式下，当负荷功率大于光伏功率时，

判断蓄电池荷电状态，当前时刻荷电状态小于最

小值时，PB=0；反之，修正蓄电池的调度指令，

。

当负荷功率小于光伏功率时，当前时刻荷电

状态小于最小值时， ；否则，修

正蓄电池的调度指令， 。并网模式下，当系

统频率小于 50Hz 时，微电网需要切除负荷；当系

统频率大于 50Hz 时，微电网重新投入负荷。---

最后，判断微电网运行周期是否结束，是否进入

下一个调度周期。

3 案例分析

3.1 系统结构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光储交流微电网，结合某

高校办公楼实际负荷，设计了包含光伏单元、蓄

电池储能单元和负荷的并网型低压交流微电网仿

真实验系统，其结构如图 5 所示。

图 5 光储微电网结构

储能系统包括两套储能单元，储能单元由 11

个铅酸蓄电池组组成，每个蓄电池组由 10 个

24V10A 的铅酸蓄电池串联组成，其额定容量为

25kW/h,端电压为 255V。蓄电池组经过 DC/DC 升

降压和 DC/AC 逆变后接入母线Ⅱ，双向逆变器的

直流侧电压为 600V，额定充放电功率为 15kW/h；

光伏发电系统由两组光伏单元组成，光伏单元经

DC/DC 升压和 DC/AC 逆变后接入母线Ⅱ，光伏并

网逆变器直流侧电压为 700V，额定放电功率为

15kW；负荷的最大额定为 40kVA,功率因素为 0.95，

规定微电网在离网运行时至少可以负荷提供 4h 的

电能供应。

3.2 日前优化调度

表 1 分时购电和售电价

时段 具体时间
价格（元/Kw/h）

购电售电

峰时段
8：00—11：00

1.458 1.1
18：00—21：00

平时段

6：00—8：00

0.630 0.711：00—18：00

21：00—22：00

谷时段 21：00—次日 6：00 0.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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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光伏功率和负荷功率的历史数据假定为短期预测数据和超短期预测，带入日前优化模型，使

用粒子群算法进行求解，通过算例分析，验证该模型是否能够实现优化目标。

表 2 蓄电池基本参数

名称 单位 参数 名称 单位 参数

额定

电压
V 380 额定

频率
Hz 50

额定

容量
kWh 50 额定

功率
kW 40

功率

上限

功率

下限

kW 42
-42

Soc
上限
Soc
下限

— 0.2
0.9

安装

成本
元 5000 使用

寿命
年 15

表 5 粒子群算法的基本参数

符号 参数 含义 符号 参数 含义

MaxNum 100 例子最大迭代次数 ω 0.9 惯性因子

narvs 49 目标函数自变量个数 C1 0.2 加速常数

particlesize 500 粒子群规模 C2 0.2

E0 0.001 允许误差范围 Vmax 1.8 最大加速度

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用电功率具有随机性，但是全天功率的变化也具有规律性。光伏受太阳辐射和

温度的影响，所以白天光伏发电功率大于夜间光伏的发电功率；负荷用电受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因此

白天负荷的用电量大于夜间符合的用电量。光伏短期预测数据如图 6 所示，负荷预测数据如图 7 所示，

仿真结果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图 6 光伏短期预测数据

表 3 光伏单元的基本参数

名称
额定电压

（V）

额定功率

（kW）

运行费用

（元/kW）

使用

寿命

参数 380 40 0.1 20

表 4 交互功率参数

名称
购电功率（kW） 售电功率(kW)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参数 20 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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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负荷短期预测数据

图 8 蓄电池仿真波形

图 9 交互功率仿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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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8：00—12：00 时段，负荷用电

量大于光伏发电量，蓄电池放电，同时微电网向

大电网售电；12：00—16：00 时段，负荷用电量

小于光伏发电量，蓄电池充电，为减少蓄电池的

充放电次数，微电网系统内的功率缺额由大电网

补充，此时交互功率的波动较大；16：00—18：

00 时段，此时大电网用电量处于平时段，蓄电池

荷电量达到最大值，考虑到下一时段大电网处于

用电高峰期，所以蓄电池既不充电也不放电；18：

00—22：00 时段，光伏发电功率小于负荷用电功

率，大电网用电处于用电高峰期，蓄电池放电，

由于光伏和负荷的波动性较大，此时交互功率变

化频繁；22：00—次日 3：00 时段，大电网供电

处于低谷期，负荷用电量大于光伏发电量，为高

效利用电能，微电网向大电网购电，为负荷和蓄

电池供能；3：00—8：00 时段，蓄电池荷电量达

到饱和，蓄电池既不充电也不放电。根据购售电

波形图可得：大电网在用电高峰期向微电网购电，

在用电低谷期向微电网售电，利用分时电价机制，

可实现微电网运行的经济收益。

3.3 日内实时调度

将光伏和负荷的历史数据假定为超短期预测数

据，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使用 MATLAB 对能量

管理策略进行验证，仿真结果如图 12 和图 13 所

示。

图 10 光伏超短期预测数据 图 11 负荷超短期预测数据

图 12 充放电功率波形 图 13 交互功率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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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仿真结果可得：由于储能单元的额

定容量较小，蓄电池缩减充放电时间，增大充放

电功率，有效平抑大电网用电的峰谷值，并且交

互功率的幅值减小，有利于大电网的稳定运行。

4 结论

本文针对光储型微电网能量调度，设计了一

种多时间尺度的能量管理方案，日前优化调度以

微电网运行的经济性为优化目标，日内滚动调度

根据大电网用电需求情况，设计了峰时段调度策

略、平时段调度策略和谷时段调度策略。通过算

例仿真验证了能量管理方案的合理性。由于受实

验条件的限制，日内实时调度策略仅限于方案的

提出，尚未开展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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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低电压的影响及治理

贺黎明 1，王静 2

（1.陕西省地方电力监理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2.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

摘 要：用电负荷迅猛增长加剧了供需矛盾，由此产生的低电压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且对供

电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服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对配电网低电压的影响及治理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低电压；影响；治理；配电网

电压是衡量电能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根据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T 12325-2008）

第 4 章对 35kV 及以上供电电压、20kV 及以下三相

供电电压、220V 单相供电电压的允许偏差值的规

定，当实际供电电压低于标准规定的下限值就称

为低电压[1]。低电压反映了供电能力与用电需求不

相适应的现实，在点多、线长、面广、负荷分散、

用电集中的农网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用电高

峰时段更加严重[2]。低电压会导致用电设备无法正

常工作、用电效率下降，还会造成采用变频设备

的企业生产中断[3]，对电网可靠供电及发电厂安全

运行也构成威胁[4]。因此，本文对配电网低电压的

影响及治理进行了探讨。

1 配电网低电压特征、影响及原因分析

1.1 低电压特征

配电网低电压有明显的季节性、时段性和位

置性特征。季节性体现在低电压主要发生在农忙、

节假日、采暖降温等有关的时节，例如春灌秋收、

逢年过节、越冬度夏等。时段性是在一日之中的

用电高峰时段电压低，例如晚上 19 时至 22 时这

段时间生活用电集中、负荷大而出现低电压。位

置性是指低电压主要出现在配电网配变台区和

10kV 线路末端，前者发生率约 68%～80%，后者

发生率约 16%～21%，其他原因发生率约 4%～

11%[5]。

1.2 低电压影响

配电网低电压对用电设备、电网设备和电力

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4,6]：

（1）对用电设备的影响。低电压会使照明设

备光通量减少、照度降低。例如白炽灯电压降低

10%，光通量减少 30%，从而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

导致精密工作出错、看书学习眼睛疲劳等问题。

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最大转矩与定子绕组端

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电压下降时，起动转矩减

小，转差率增大，转速下降；在负荷不变的情况

下，绕组电流增大，温度提高，将加速绝缘老化，

电压下降过多可能会烧毁电机。

（2）对电网设备的影响。对电力变压器来说，

传输功率不变时，电压下降电流会增大，绕组损

耗会增加。因为变压器损耗与其电流的平方成正

比，电压下降使损耗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使变压

器过电流，从而加速绝缘老化。对电力电容器来

说，电压下降会使无功输出减小，因为电容器输

出无功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

（3）对电力系统的影响。根据输电功率与输

电电压、电流的关系 P=UIcos，当电网低电压运行

时，在输送同样有功功率 P 的情况下，U 下降，I

将增大，从而使线路损耗增加，并降低输电效率。

当电压下降足够多时，可能造成电压崩溃，即电

压不稳定导致电力系统内大面积、大幅度的电压

下降。电压崩溃可能使线路跳闸和使受影响区域

完全停电。低电压造成的损耗增加会使供电成本

上升，电网经济性变差。同时，低电压造成系统

电源频率下降，可能引起发电机低频振荡，对发

电厂安全运行构成威胁。

1.3 低电压成因

从技术角度分析配电网低电压的成因可采用

电压损耗理论，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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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压损耗理论分析图

依据图 1（b）电压向量图，可得到以下关系

式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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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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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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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为线路两点电压的相差不大时，U 相对

于 U1－U2绝对值较小，可略去该分量，所以电压

损耗近似表示为：

   
1 2

tan tan

N N N

PR X PLr xPR QXU U U
U U U

  
    

（2）

式（1）、（2）中，U1－U2为电压降，kV；△U 为

电压降横分量，kV；δU 为电压降纵分量，kV；P

为线路输送的有功功率，kW；Q 为线路输送的无

功功率，kvar；L为线路长度，m；UN为线路的额

定电压，kV；R 为线路电阻，；X 为线路电抗，；

r 为线路单位长度电阻（/m），r=ρ/S；ρ为导线材

料特性，·m；S 为导线截面积，m2；x 为线路单

位长度电抗，/m；φ为电压与电流相位差角，cos

表示功率因数。

由式（2）可知，△U 与 P、L、ρ、r+jx（线路

阻抗）成正比，与 S 、UN 成反比。当导线线径过

小、供电半径过长时，线路阻抗较大，电压损耗

大，线路末端易出现低电压现象；再者，负荷较

大，而配变容量不足，同样会产生较多的电压损

耗而形成低电压。

其他技术原因还有：三相负荷不平衡会导致

中性点偏移，进而使各相输出电压产生较大偏差，

其中一相或两相电压出现低电压。又据式（2）可

知，△U 与 Q、cos有关。当功率因数较低、无功

补偿不足时，系统为了保证末端负荷的无功功率，

会向系统中输送大量无功，使电压下降过多而出现低

电压。

从管理角度分来看，电压监测不及时、运维

管理不到位、基于快速增长负荷的应对措施滞后

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2 配电网低电压的治理策略与措施

2.1 加强监测排查和评估，找准“病根”，对症施治

低电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问题，治理

低电压要运用系统思维，找到问题的要害，根据

轻重缓急，先解决最迫切、影响最重大的问题，

再逐步解决其他次要问题。为了找准“病根”，应加

强排查，建立低电压数据库。同时利用现有技术

手段，布置电压监测点，实时监控电压情况。再

利用大数据工具对低电压数据进行多维度评估，

以此获得较为合理的低电压治理策略，具体如下：

（1）经过评估低电压属短时现象，并且电网潜力

足够，此类网络无需调整，应通过加强运维管理

和设备管理等措施消除低电压现象。（2）电网参

数一般，接近低电压区域，但情况不算很严重，

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整措施，例如线

路调线、三相负荷重新分配、配变分接头调节等。

（3）电网参数较差，难以承受正常负荷，会出现

大面积低压区域，此时应及早计划安排全线改造。

2.2 基于低电压特征的治理措施

2.2.1 针对配变台区低电压的治理

解决配变台区低电压的主要路径包括提高电

源侧电压、降低线路阻抗和减小负载电流。新建

和分拆台区、配变增容可减小负载电流和改善三

相负荷平衡度，加大低压线径可降低线路阻抗，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较为彻底地解决低电压问题，

但改造时间长、费用高，往往“远水不解近渴”，希

望较快解决问题可采用无功补偿、有载调压装置。

无功补偿方式分为配变集中补偿、线路分散补偿

和“三级联调”补偿（“三级”分别为变电站、10kV

馈线和配电变压器）。“三级联调”能系统性解决低

电压问题，然而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配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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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能满足无功就地平衡原则，对用户侧首

端低电压改善明显，但不适合导线线径过小、供

电半径过长引起的低电压问题，这种情况应采用

线路分散补偿方式。集中补偿容量可按经验取变

压器容量的 1/3，分散补偿容量可按下式[8]计算：

03CQ UI （3）

式中，QC为无功补偿容量，kvar；Uo 为线路（电

动机）额定电压，kV；I0为线路（电动机）空载电

流，A。

有载调压装置包括调节变压器分接头和加装

线路调压器两种方式。通过切换配变分接头，改

变变比，可提高电源侧电压，但这种方式需避免

首端电压越限而带来的用电安全问题；另外切换

分接头必然会有电弧现象，所产生的游离碳污染

绝缘油，使绝缘油绝缘强度下降，所以最好采用

有滤油功能的有载调压装置。在低压线路上加装

线路调压器能很方便的提升线路后段电压，但受

调压器容量（一般不超过 60kVA）、过载能力和设

备自身可靠性局限，应用上存在一定风险。

2.2.2 针对 10kV 线路末端低电压的治理

解决 10kV线路末端低电压的路径包括增加电

源点、新增变电站出线、增大导线截面、线路无

功补偿、加装 10kV 线路调压器和采用 35kV 配电

化等。增加电源点需结合电网发展规划，建设周

期较长。变电站增加出线需变电站设计时就有预

留，否则不易实现。增大导线截面也需要一定的

改造时间。希望尽快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对线路进

行无功补偿，补偿方式分为并联补偿和串联补偿

两种。并联补偿一般集中安装在变电站母线上，

为了避免负荷较轻时过补偿应采用自动投切方式，

但自动投切频繁会产生较大冲击电流，对电容器

寿命不利。串联补偿装置由快速真空断路器、补

偿电容、氧化锌组件、限流电阻、放电开关、限

流电抗、采样电阻等组成，适于供电半径较长、

末端负荷较重且集中的线路。10kV 线路调压器分

为单向调压器和双向调压器两种形式，前者适于

负荷变化大、电压波动频繁的单向辐射线路，后

者适于供电半径较长、电压波动频繁的带分布式

发电的线路。针对 35kV 电源布点不足、10kV 线路

供电半径过长的问题，通过 35kV 配电化（即以

35kV轻型化线路取代 10kV常规线路）可解决 35kV

变电站建设投入大的难题[9]。

3 结语

电压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工厂企

业正常生产。之前电网建设重心主要在 110kV 以

上，这使得中低压电网相对薄弱，尤其农村电网

问题更为突出。解决低电压对于提高用电质量、

减少损耗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治理方法并无很

高深技术，关键是要经济合理又效果明显，应避

免盲目投入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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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电对配电网电压质量的影响分析

周建，唐正文

（安康供电分公司，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随着小水电站的快速发展，对电网结构及电压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夏季丰水期电压偏高的问

题颇为严重。本文以安康 35kV 斑桃变电站所接入的小水电群为例，分析了小水电并网后母线电压偏高的原因，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方案。利用 PSASP 电力系统仿真软件建立小水电实际运行的电网模型，并验证比较相关

解决方案，结果表明该解决方案能有效的稳定配电网电压质量。

关键词：小水电；配电网；电压质量；分析

0 引言

小水电是清洁可再生能源，小水电的发展对

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安

康地处陕西南部，水源充足，随着小水电的建设

投运，给安康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飞跃，促进

了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然而由于小水电的建设规

模和装机容量的扩大，对电力部门节约能源和改

善电压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小水电接入电网后对

系统电压、网损造成影响，同时对电网安全运行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并网小水电是配电网重要的有功及无功电源，

对于配电网的功率平衡和电压平衡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由于小水电受着季节变化的影响存在丰水

期和枯水期，丰水期时小水电机组几乎满发，向

外输送功率，因此导致小水电的并网点的电压往

往偏高。而在枯水期时，小水电作为受端系统，

由于小水电厂地处整个电网末梢，并且电气联系

比较弱，就会导致电网末梢电压普遍偏低。小水

电系统的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影响用电设备的安

全，用电设备事故可能引发电网事故，影响整个

电网的安全运行。小水电机组无功不足，高功率

运行时电网系统无功缺额过大，电网损耗会增加，

大规模的无功缺额可能会导致电压稳定性问题。

而当小水电机组所发的无功不能被附近的负荷消

耗，而向上级电源输送，将会导致部分区域配电

网母线电压升高，从而影响电压质量。

本文通过对 35 kV 斑桃电站所接入的小水电

机组群接入节点的电压，线损等分析，找出小水

电丰水期运行母线电压偏高的主要原因，提出相

应的改善措施，以保证地方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及

电能质量。

1 小水电并网点电压偏高的原因分析

斑桃变电站与小水电群的电气系统接线如图

1 所示。其中牛劲项电站有两台 1 MW 发电机，灯

芯桥电站有两台 2 MW，一台 1 MW 的发电机，新

坪垭电站有两台 1.25 MW 的发电机，界岭电站有

两台 1.25 MW，一台 1MW 的发电机，班桃电站有

两台 1.6 MW，一台 1 MW 的发电机。节点 7 到节

点 1 和节点 3 到节点 2 的线路参数型号是 LGJ-95，

其余的是 LGJ-120。由于小水电的并网，而且由于

配电系统中无功的过剩，当每台发电机在夏季丰

水期满发时，将导致电压的运行范围超过安全运

行的电压要求。以其中节点 1，2，3，4，5，6 的

节点电压为研究对，节点 2 是节点 1 的分裂节点。

图 1斑桃变电站与小水电群的电气接线图

水电站大多数是径流式水电站，调节能力比

较差，电网内负荷比较少，在河流的丰水期时小

水电集中投入运行并且满发容量，会导致电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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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超过上限，威胁电网安全。图 2 是接入斑

桃变电站的小水电群各个电压节点在实际运行时

电压最大值与最小值。

图 2 节点电压的运行范围

由图 2 可知最小运行电压水平的最低点到达

39 kV 以上，已超出正常运行电压等级，其中 6 节

点的电压达到了 43 kV，严重影响电网运行的安全

性和设备的寿命。对上述电压偏高的原因分析如

下。

（1）输电系统理想模型

图 3 配电线路简单模型

配电线路理想模型如图 3 所示，为了简化运

算，各段电路的电压损耗可用电压降落的纵向分

量代替，忽略横向分量，进而电压损耗为：

N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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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0、Q0分别是小水电的有功出力和无功出

力。

如果在节点 2 接入小水电，节点 1 的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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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较上面节点 1 与节点 2 的电压可知，小

水电接入以后，两个节点的电压均被提高，并且

小水电的容量不同时，电压抬高幅值也是不一样

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小水电的接入位置的不同也

会对配电网的电压产生不同影响，电压损耗不同，

各个节点的电压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2）小水电一般位于偏远地区和山区，当小

水电的发电量满足附近的用电负荷时，能够满足

功率的平衡这对于电网是最好的理想状态。电压

降的公式如下。

C／UQLxPLrU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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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 是线路的长度、 是线路单位电阻、 是

线路单位电抗、P 是小水电向电网输送的有功功率、

Q 是小水电向电网输送的无功功率。

可见电压降与电阻、电抗、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有关。小水电机组向电网输电的示意如图 4

所示。

图 4 小水电向电网输电简单示意模型

由于山区的用电负荷较少而且比较分散，这

就会导致小水电机组向大电网输送电能。在电网

中由于考虑其中电压降的损耗，35 kV 线路的始端

电压要比额定电压高 5%，即为 36.75 kV。这样才

能保持 35 kV 线路末端的电压在额定电压附近。在

小水电机组实际运行时，功率因数在 0.95 左右，

机组维持过度迟相运行。并且负荷相对于小水电

的发电量而言很少，剩余的电能就会向大电网馈

电。这时会导致功率流过的线路较长。根据前述

的公式可知，功率流过的线路越长和传输的功率

越多电压降就会增加，此时为了满足功率平衡的

要求 35 kV 母线电压会提升,从而导致配电线路并

网点的电压会偏高,进而影响用户的用电设备,还

可能烧坏设备，严重影响电压质量。

（3）由图 1 电气接线图可知，所有发电厂的功率

通过输电线路输送到 35 kV 斑桃变。当小水电的负

荷无法在本变电所供电区域平衡时，电能将向上

级电源倒送，从而抬高了 35 kV 侧母线电压，造成

整个斑桃变区域的电压升高。

电压偏高的解决措施

在无功功率充足情况下通过调整有载调压变

压器分接头位置来降低电压，110kV 江南变电站为

35kV 斑桃变电站的上级电源，若江南变选择 UN

（±3×2.5%）七个分接开关的变压器，调节 110

kV 侧江南电站的分接开关位于（UN-7.5%）时，

通过软件 PSASP 仿真得到斑桃变 35kV 母线电压

为 37 kV，虽然能达到电压降的效果，但不宜采用，

主要原因是（1）变压器相对于没调整分接开关之

前所消耗的无功减少，进而进一步抬高了电网电

压。在无功功率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变压器

的分接头来提高电压，变压器消耗的无功功率就

会增加，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无功缺额，从而导致

系统电压水平进一步下降。并且频繁操作变压器

的分接头会造成变压器的使用寿命降低和运行成

本增加，长期看来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2）本

文进行仿真研究时，是通过改变江南变高压侧的

有载调压器进行调压，才能让母线电压下降，江

南变是三相绕组变压器，高压侧和中压侧装设分

接开关，当调节高压侧分接开关时，中低压侧的

电压会发生改变。为了保持中压侧的电压不变，

改变高压侧的分接开关不能达到调压效果。

无功功率的平衡直接影响电力系统的电压质

量，在无功比较充足时能够满足较高电压水平下

的无功平衡需求，系统就有较高的运行电压水平，

反之无功不足就反映为较低的运行电压水平。表 1

和表 2 分别是接入电站的发电机出力数据和连接

线路阻抗。

表 1 发电厂出力数据

电站名称 有功出力/Mw 无功出力/Mar

界岭电站 3.68 1.21

新坪垭电站 2.36 0.78

班桃电站 3.89 1.28

牛颈项电站 1.95 0.64

灯芯桥电站 3.33 1.09

表 2 两节点间线路阻抗

线路两节点间

的编号
电阻/Ω 电抗/Ω

17 2.7243 3.29901

23

24

1.1715

1.647

1.5265

2.6169

57 2.0763 3.29901

67 0.0891 0.14157

对以上数据进行仿真得到下图的电压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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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未补偿前的节点电压

由图 5可知节点的电压运行水平都在 40 kV以

上，最高能达到 42kV。上文分析了系统的功率和

线路的阻抗对小水电并网电压偏高的原因，由于

灯芯桥发出 1.09Mvar 的无功功率并且输电线路也

是最长的，导致节点 6 的电压偏高最严重。这对

于电网的安全运行和设备的寿命造成了严重的威

胁。对于无功比较充足时，为了调节无功功率在

系统中的重新分布，可采取以下措施来改善电压

偏高对电能质量的影响。

更改线路参数：

由公式 C／UQLxPLrU )( 00  可知，更

改线路参数能够有达到降低电压降的效果。研究

分析时把所有线路参数型号更改为 LGJ-120。仿真

时更改节点 1 到节点 7 和节点 2 到节点 3 之间的

线路参数，得到如图 6 所示的电压水平曲线。

图 6 更改线路参数前后的电压曲线

由图 6 可知,更改线路参数后电压降的效果并

不是很明显,这是由于仿真研究中更改的线路较短,

阻抗变化小,特别是电网系统的无功充足从而导致

更改线路参数来降低电压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减少线路的阻抗有利于提高功率输送效率和降

低电网的网损。

并联电抗器调压：

并联电抗器安装在 35 kV 母线侧,主要用于削

弱无功功率在线路中的流动,能够减小有功损耗,

提高输电效率和输电系统的稳定性。对于斑桃变

电站在轻载时，如果能够迅速投入并联电抗器起

到迅速有效补充感性负荷的作用，从而能够有效

抑制电压的抬升。

并联电抗器的容量可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USQ dlL  %

式中, —安装处的三相短路容量, MVA； %u

—预计母线电压下降的百分值； LQ 并联电抗器的

最大装设容量，Mvar。

并联电抗器的接入位置选择在斑桃电站的 35

kV 母线上，也就是节点 1 母线。未补偿前节点 1

母线电压为 41 kV，预设的补偿电压效果是 35 kV，

通过计算得到 Qc 的补偿容量为 10 Mvar。图 7 为

并联电抗器接入母线前和接入母线后的电压比较

曲线图。

图 7 并联电抗器补偿前后的电压比较曲线

由图 7 仿真结果的曲线可知，并联电抗器能

够有效解决无功功率过剩问题，是降低电压的有

效措施。同时并联电抗器的安装位置、容量和规

划的不合理也会给电网注入谐波，在实际工程中

应该予以注意。

发电机进相运行调节：

减小发电机的励磁电流，使发电机工作在欠

励磁工作状态，此时发电机从电网系统吸收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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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参考表 1 发电机的无功和有功出力，仿真

时输入的有功出力数据不变，无功出力数据变为

负数，此时的功率因素是 0.95（超前）。得到的节

点电压水平曲线如图 8 所示。

通过对图 7 和图 8 的电压曲线比较可知发电

机进相运行比并联电抗器补偿的效果相对较好。

并且只要保持发电机在定子绕组温升、励磁绕组

温升和功角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内，发电机是可以

保持长期进行运行。对于并联电抗器无功装置而

言需要考虑装置的安装位置以及运行后的维修费

用，而通过调节励磁装置来改变发电机的运行状

态是更加方便、有效的调压措施，不需要额外的

维修费用，是一种更加经济性的选择。

图 8 进相运行时的节点电压曲线

2 结论

本文针对紫阳小水电配电网电压偏高的原因

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采用了 PSASP 电力系统仿真

软件。通过搭建模型，得出了小水电配电网实际

的电压水平曲线以及调压措施后的电压水平曲线，

结果表明。

（1）小水电在更改线路参数后仿真得到的电

压曲线与未更改的电压曲线基本重合，这是由于

所需更改的线路少，阻抗变化值相对很小，导致

电压降几乎没变化。虽然阻抗变化小但电网的网

损降低，输送功率的效率提高。

（2）小水电并网时，由于无功充足，并且小

水电附近的负荷较少从而导致并网点的电压偏高。

（3）针对小水电的电压偏高问题，提出了三

种解决措施来吸收系统中多余的无功功率，分析

了不能完全依靠调整变压器分接头来调节电压的

原因，重点分析了并联电抗器补偿和发电机进相

运行对电压质量的影响。

（4）分析比较了并联电抗器补偿和发电机进

相运行两种调节措施的特点，前者需要考虑安装

容量、安装费用和规划不合理易对电网造成谐波

影响。而后者能够更加方便、经济、快速的调整

电压，且无需其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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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电站电压无功综合调控的研究

崔亚鹏

（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公司榆林电力分公司，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简要阐述了在变电站的二次母线上装设可投切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和带负荷可调分接头的主变压器

相配合，联合对无功、电压进行综合调节的原理和特点。重点分析了无功补偿电容器组的配置比例，运行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相应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电压调节；无功补偿；电容器组；配置比例；电容器故障；保护措施

0 引言

电力系统的无功功率直接影响着系统的安全

稳定水平，电能质量和经济运行。当系统的无功

电源不足或无功流动不正常，将会造成系统的电

压异常而且调整困难。如果系统的某一局部无功

备用严重不足，将会造成局部电压失稳，甚至引

发系统电压奔溃。所以，对变电站电压、无功进

行综合调控，是保证电力系统电压质量和运行安

全的重要手段。调控的目的是：保证电压合格，

无功基本平衡，尽量减少调节次数。

因为电力系统中大量的负荷需要一定的无功

功率，输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也有无功功率的

损耗，所以必须维持系统中无功功率需求的动态

平衡。然而系统的无功功率平衡又与系统的电压

密切相关，要保证电力系统电压合格也要对系统

采取动态的无功补偿措施。按照现有无功补偿配

置标准规定，配电网的无功补偿一般以配电变压

器低压侧集中补偿为主，高压侧补偿为辅[1]。配电

变压器低压侧集中补偿的装置类型也较多，有并

列电抗器感性无功补偿，有并列电容器组的容性

无功补偿，还有串联电抗器与电容器配套使用的

无功补偿等。其中普遍应用的是并列电容器组的

无功补偿。因为并列电容器组可以根据需要由若

干个电容器串、并列组成，容量可大可小，既可

集中使用、又可分散使用，还能分相补偿。可根

据系统的电压变化，随时投、切部分或全部电容

器，具有运行灵活，有功功率损耗小，维护方便

等优点。笔者欲将变电站并列电容器组无功补偿

的原理配置比例，可能产生的故障和相应保护措

施谈点自己的浅识。

1 变电站并列电容器组无功补偿电压调节

的原理和配置比例

电力系统中的变电站通常都在二次母线上装

设可投切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与带负荷可调分

接头的主变压器相配合，通过调控系统的无功和

电压达到减少网损，提高功率因数，保证母线电

压合格，无功基本平衡的安全稳定运行目标。

1.1 变电站并列电容器组无功补偿电压调节的原

理

变电站简化接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变电站简化接线图

图中 0U 为系统电压， 1U 、 2U 为主变压器（以

两个并列变压器为例）高、低压侧电压， LL JXR 

为长度 L 的输电线的阻抗， TT JXR  为两台主变

压器并列后等效总阻抗， S 为变电站总视在功率

（也可以近似为对应的负荷的视在功率）。P 为对

应的有功功率，Q 为无功功率。 CQ 为电容器组的

无功补偿容量。

在不考虑电压降落横分量条件下，无功补偿

容量 CQ 未投入前

 UUU  02 ，其中 U 为包括变压器在

内的高压网络上的电压损耗。

2

)()(
U

XXQR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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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高压网络上的功率损

耗 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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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入无功补偿容量 CQ 后，①②③式则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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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⑷⑸⑹与⑴⑵⑶对比可见，根据负荷所需

无功补偿Q 的大小，动态的合理控制并列电容器

组无功补偿容量 CQ ，可以使变电站与系统交换的

无功功率（ CQQ  ）最小，进而有效降低了高压

网络上的电压损耗和功率损耗。所以并列无功补

偿电容器组不仅能减少高压网络上的电压损耗改

善系统电压质量，还可以降低输电网上的功率损

耗提高系统的输电能力。

1.2 变电站并列电容器组无功补偿的配置比例

现有的无功补偿配置标准规定，配电变压器

的无功补偿装置容量可按变压器最大负载率为

75%，负荷自然功率因数为 0.85 考虑，补偿到变

压器最大负荷时其高压侧功率因数不低于 0.95，

或按主变压器容量的 20%-40%配置[1]。

通过理论分析计算配电变压器的无功损耗

TQ 为：

N
d

T S
VI

Q 







 20

100
%

100
%

 [2] ⑺

式中 0I %为主变压器空载电流的百分数，其取

值随主变压器等级、类型和容量不同而区别较大。

例如 10KV 级 9S 系列无励磁调压配电变压器，主

变容量为 500KVA 以下， 0I %一般为 1.0-2.4，主

变容量为 630-1600KVA 时 0I %一般为 0.6-0.9。

dV %为主变压器短路电压的百分数，一般取

4.0-4.5 差别不大[2]。

NS 为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单位 KVA， 为变

压器的负载率。

按照无功补偿装置容量按变压器最大负载率

为 75%，负荷自然功率因数为 0.85 考虑，补偿到

变压器最大负荷时其高压侧功率因数不低于 0.95

的配置原则。以上述 10KV 级 9S 系列无励磁调压

变压器参数为例可推算出此配网主变压器的无功

损耗为：

NT SQ %)43.4%13.3(  (容量为 630-1600

KVA 时） ⑻

或 NT SQ %)65.4%25.3(  (容量为

500kVA 以下时） ⑼

负荷自然功率因数为 0.85 时，配电变压器传

送的无功负荷 LQ 为：

NNL SSPQ %5.46tan75.0tan  

⑽

式中的 P 为变压器的有功负荷。

在变压器最大负荷时，要补偿到高压侧功率

因数为 0.95 时配电变压器无功补偿需求容量为

NN SSQ %8.21%)7.24%5.46(1 

⑾

要补偿到高压侧功率因数为 1 时，配电变压

器无功补偿需求量为：

NN SSQ %5.46)0%5.46(2  ⑿

再计入主变压器的无功损耗则 10KV 级 9S 系

列无励磁调压变压器需要配置的电容器组无功补

偿容量为：

NNC SSQ %)5.46%8.21(%)65.4~%13.3( 

NC SQ %)2.51%9.24(  ⒀

显然上述理论计算值比（20%~40%） NS 的标

准偏高，这也符合电力系统合理无功补偿遵从电

压等级越低、补偿容量越大的规律[3][7]。所以在具

体配置中还应在上述配置标准基础上，根据不同

的供电网络特征、变电站电压级别分类和运行实

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

2 并列电容器组的故障分析和保护措施

并列补偿电容器组在线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

障大致可归纳为二类：一是不正常的运行工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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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造成的危害故障。二是电容器装置内部结

构性缺陷造成的故障。

2.1 不正常运行工况对电容器造成的危害故障和

保护措施

不正常运行工况对电容器造成的危害故障主

要表现为系统的过压和失（低）压危害。

过压危害是指系统电压过高对在线运行的电

容器造成的危害。国标规定，并列电容器装置可

在 1.1 CU （ CU 为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的电压下长

期工作[4][6]。如果某种原因造成系统电压过高（例

如负荷低谷时段未及时退出部分或全部电容器），

高压下在线运行的电容器会加速老化，老化的结

果使电容器内部游离增大，产生局部放电。因为

电容器的无功输出功率 2cUQC  ，电容器的有

功损耗 tgQP C ，所以电压过高将会增大电容器

的有功损耗。这样又会造成电容器过热，油箱温

度升高，在绝缘油箱内产生大量气体，造成箱壁

变形，形成明显的鼓肚现象。发生鼓肚的电容器

是无法修复，只能拆下更换新电容器。因此必须

对并列补偿电容器组实施过压保护措施。

电容器过压保护取三个相间电压，当其中任

意一个相间电压达到或超过整定值，立刻起动定

时器，延时到时后保护动作切除整个电容器组。

其判据为：

ABU 或 BCU 或 1setCA UU  且 1seiTt 

其中 1setU 为过压保护的电压整定值， 1seiT 为过

压保护定时器延时时间。

失（低）压危害是指当变电站母线电压短时

消失（或过低）或供电短时间中断时，母线上大

量负荷因供电中断而已切除，但并列电容器尚未

切除时，将会给并列电容器组造成以下两种危害。

其一是，中断供电的瞬间，在电容器失压后还未

放完电的情况下就又恢复送电。电容器负荷合闸

后，可能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和瞬时过电压，使

电容器鼓肚甚至爆裂。其二是，当变电站恢复送

电时，电容器仍接在母线上，如果此时空载变压

器也同时投入，变电器的励磁涌流中高幅值的偶

次谐波，有可能导致串接有电抗器的电容器组发

生串联谐振，产生谐振过电压和过电流。同样会

造成并列电容器鼓肚损坏。所以应对并联电容器

实施失（低）压保护。

保护方法是，当电容器母线上任意三个相间

电压都低于整定值 2setU 时，经 2seiT 延时到时后保

护动作切除电容器组。当三个相间电压均为零时，

立即切除电容器组。低压保护判据为：

ABU 与 BCU 与 2setCA UU  且 2seiTt 

失压保护判据为：

ABU 与 BCU 与 CAU 均为零时，且 0t

实际运行的经验表明电容器故障中，鼓肚占

的比例最大[5]。电容器容易被击穿的部位多在电极

边缘，拐角和引线与极板接触处，元件出现褶迭

的部位。因为这些地方的电场强度和电流密度比

较高，容易发生局部放电或过热烧伤绝缘。

2.2 电容器装置内部结构性缺陷造成的故障和相

应的保护措施

电容器内部结构性缺陷造成的主要故障为电

容器内部极个别元件被击穿造成的相间短路故障

和电容器油箱渗漏油造成的故障。

电容器相间短路故障，是由于制造上的缺陷

造成绝缘不良和绝缘老化、过电压以及雷击等原

因，使电容器组内部一个或几个元件被击穿而引

发的相间短路事故。

并联补偿电容器组内部是由若干个元件串、

并联组成，如果某种原因使其中一个串联元件被

击穿后，加在其它未击穿串联元件上的电压将升

高，加速使其中的某个元件再被击穿。从此类推，

不断加速的元件击穿使剩余未击穿元件承受的电

压剧增，随着被击穿元件的增多，电容器上的故

障电流也随之增大。所以电容器内部故障是一个

加速发展的过程。当其中的半数元件被击穿时，

电容器短路电流将为正常工作电流的二倍。直到

最后一个元件被击穿后，将引起相间短路事故。

对三角形接线的电容器组将形成母线极间短路，

故障电流将最后升为母线相间短路电流，对星型

接线的电容器组将导致故障相短路，流过故障电

容器的故障电流为正常运行电流的三倍。所以新

建变电站或新安装变电站的电容器装置时，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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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接地的星型接线。然而不论何种接线，在电

容器内部元件相继被加速击穿的过程中，随着击

穿元件的增多，故障时间的延长电容器故障电流

逐渐在增大，电容器内部温度在不断升高，最后

必然导致鼓肚、开焊、漏油甚至爆裂。所以应该

对并联电容器组实施相间短路保护和熔断器的保

护措施。

相间短路保护包括电流速断保护和限时过流

保护

电流速断保护是当 A、B、C 三相电流中任一

相电流达到或超过整定值 1setI 时，立即拆除整个电

容器组。电流速断保护判据为： AI 或 BI 或 1setC II 

时， 01  setTt
限时过流保护是当三相电流中任一相电流达

到或超过整定值 2setT 时，经 2setT 延时到时后拆除整

个电容器组。限时电流保护判据为： AI 或 BI 或

2setC II  时， 2setTt 
熔断器保护主要是将电容器组被击穿的部分

切除，切除后的电容器组仍可继续在线运行，直

到切除的部分过多，导致因切除造成的不平衡状

况超过未切除部分元件的限度时，启动继电器保

护动作，全部切除剩余的电容器组。

电容器油箱渗漏油造成故障的根源主要是电

容器油箱密封不严或不牢固造成的。电容器是一

个全密封的电气装置，因制造工艺、搬运方式等

原因一且造成密封不严，就可能造成空气，水分

以及杂质进入密封的油箱内部，使电容器绝缘受

损、局部放电甚至击穿损坏。所以电容器绝不能

有渗漏现象。实践经验说明，电容器最易发生渗

漏油的部位主要集中在油箱焊缝和套管处。其中

套管渗漏油的部位多在根部法兰、帽盖和螺栓等

焊接处。由此可见造成渗漏油现象的二个主要原

因是制造工艺不精，焊接技术不良：出厂检验不

严搬运，连接方式不当。因为电容器组的螺栓和

帽盖所采用的焊接机械强度差，螺栓紧力稍大就

会脱焊。所以当变电站用硬母线连接螺栓杆时，

螺栓会受力较大，也容易将螺杆焊时拉开：如果

搬运时直接从套管上搬拉也会造成焊缝开裂。建

议厂家精良焊接、制造工艺，严格出厂逐台试漏

检验。搬运过程应严格规范。特别是变电站应注

重人员培训，增强工作人员对并联补偿电容器组

装置的结构、参数、易发生故障的现象和部位的

理解和掌握。加强并联补偿电容器的运行维护，

积极开展设备的红外线测温工作，确保电力设备

的安全、可靠和经济运行。

综上所述，并联补偿电容器组保护相对比较

复杂，除了上述过压保护、失（低）压保护、电

容器相间短路保护外还应加强电容器零序保护和

中性点不平衡保护等。各种保护措施如果都由传

统的电磁型继电器保护来实施，则既要过电压继

电器，又要低压继电器，而且还要多个电压、电

流和时间继电器。每增加一种保护措施就要增加

多个继电器。使电容器保护装置结构复杂，体积

庞大、调试维护极不方便。现在已有成熟的利用

微机技术研制出通用型微机电容器保护装置。这

种装置配置有电流速断，限时过流、过压、低压

（失压），零序过电流、过电压，差流与差压式中

性点不平衡保护等 8 种保护。装置还具有事故记

录、数字显示、微机通信等功能，可广泛应用到

各种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包括无人值班变电站），

满足各种接线方式的并联补偿电容器组对保护的

需求[3]。该装置体积小、功能全、集保护和监控一

体，既简化了保护的硬件结构，又减少了调试、

维护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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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娟娟，等．南方电网无功补偿配置原则与

标准探讨[J]．中国电力，2013，3．
[3] 王艳华，等．基于软分级的全局无功电压最

优控制系统[J]．中国电力，2008，41(1)．
[4] 肖友强，等．大型变电站无功电压控制的离

散模型[J]．中国电力，1999，7．
[5] 鲁飞等．500KV 变电站低压侧无功补偿装置

运行分析[J]．中国电力，2013，5．
[6] 吴盛刚，等．串联电容器保护间隙和旁路开

关的设计技术方案研究[J]．电工电气，2014，12．

[7] 刘曦．基于内点法的区域电网无功优化[J]．电

工电气，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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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配电网电能质量智能监控及其治理仿真

刘勇平，张倚侨

(延安供电分公司，陕西 延安，716000)

摘 要： 近些年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电能资源需求量的提升，这也促使了配电网建设的快速发展，使得

电能产能持续增加。但是随着各种分布式发电单元逐渐接入到电网当中以及不同类型非线性负载使用量的增加，

配电网的电能质量不断恶化，其已经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配电网运维管控能

力，主要针对现阶段电能质量无法充分掌控、缺少必要的治理辅助决策工具等问题，通过现代化技术（例如监

控、仿真等）实现电能质量的综合分析和决策，为进一步推动电能质量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配电网；电能质量；监控；治理仿真

0 引言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各种新能源层出不穷，但

是现阶段以及今后很长时期电能还是作为社会生

产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能源之一，电能的质量直接影

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人们重视程度

的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很多方面（包括配

电网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都采取了相

应技术以及管理手段来有效解决电能质量问题，但

是相对于高压电网来说，中低压配电网的智能化程

度相对较低，很难对电能质量方面的问题进行全方

位的了解和掌握。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配电网电能

质量，需要制定出电能质量的智能监控方案，通过

治理仿真技术实现对不同层级电能质量的监测以

及控制，最大程度上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为

电力企业更加高效、准确的治理电能质量问题提供

必要的帮助。

1 配电网电能质量智能监控方案设定

1.1 电能质量智能监控系统的组成分析

对于配电网电能质量智能监控来说，最主要的

几个方面就是对电能质量扰动的检测、定位以及分

类，所以电能质量智能监控系统主要由这几种功能

模块组成，如图1所示。

图 1 电能质量智能监控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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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统主要包括3个部分，分别为：处在现场

测控层级、具有扰动触发功能的前端电能质量监

控仪；基于CAN总线的传输系统以及基于上位机的

电能质量扰动分类器等。其中电能质量监控仪能

够对一般性的电能指标（包括有功、无功、三相

不平衡度、谐波含量等）质量进行监测，其能够

按照变电站出线端口数量以及总线情况来设定模

块数量[1]。另外，此种模块具有事件触发功能，一

旦检测到电能质量受到干扰就会触发存储单元，

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详细记录，同时能够利用CAD总

线传输到上位机来实现电能质量扰动的分类。之

后上位机能够对电能质量扰动进行识别，能够明

确变电站整体和各条支路的供电情况，这样就可

以为后续整个电网的改造提供具体准确的数据，

可以将其和电力系统分析软件所得结果实施对比，

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1.2 功能性分析

第一，具有触发功能的电能质量监控模块。

对于所制定的电能质量智能监控系统中，最为重

要也是最为根本的功能就是对于电能质量扰动情

况的识别。虽然在传统方式中可以通过故障录波

器对于故障波形进行相应的记录，但是录波器也

记录了非常多的正常数据，所以在实施扰动信号

处理过程中就需要处理非常多的数据，不但需要

消耗非常多的时间，同时仪器也需要非常高的造

价。所以，可以将原有电能质量测试仪作为基础，

形成具有良好扰动触发功能的电能质量监测仪，

其具体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2]。

图 2 触发电路工作原理

输入的信号在经过调理电路处理之后转变成

为数字量，将其分成两方面进行处理，一路传输

到数据采集以及处理单元进行处理，另一路输入

到触发检测模块中进行处理。触发单元主要通过

抽取方式实现不同帧数据量的求和来进行扰动时

间的定位，若是发现某个求和数据超出设定值就

会通知DSP实施相应扰动波形的记录。虽然此种方

式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例如频率的偏离等），

但是从相应参考文献以及以往仿真能够得知，就

算频率偏差较大（达到±2%）也可以满足计算结

果。

第二，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CAN（控制器局域

网络）。为了能够将所监测到的电能质量扰动数据

有效传输到上位机，需要在电能质量监控设备的

硬件电路中设计出RS485到CAN总线的转换接口电

路，具体如图3所示。

图 3 RS485/CAN 转换电路

其中， DS96176为 RS485的总线收发器；

SJA1000为CAN控制器；6N137为光电隔离器；

82C250为CAN总线收发器。CAN总线利用PCI板卡和

上位机进行连接，这样就能够确保电能质量扰动

数据进行有效传输，从而确保整个系统信号能够

完整的进行传输[3]。

第三，基于上位机的分类器。电能质量扰动

信号在经过CAN总线传输到上位机之后，就能够通

过小波、分形理论以及模式识别方式进行识别处

理。

2 配电网电能质量治理仿真分析

本文根据电能质量治理实时情况提供3种技

术较为先进、应用较为广泛的电能质量治理模块，

分别为：静止无功补偿装置、静止无功发生器以

及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等。位于我国西部某

城市110kV变电站负荷主要是煤矿采选等工业负

荷，在实际用电时会产生大量的谐波注入到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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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中，从而造成电能质量超标，需要对其进行

有效治理。

2.1 双谐振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治理方案

为了能够有效克服单谐振注入式混合型有源

滤波器（SIHAPF）注入支路所存在的谐波注入能力

和无功过补相互矛盾等问题，可以采用双谐振注

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DIHAPF）。相对于单谐振

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来说，DIHAPF能够充分

发挥串联谐振支路以及并联谐振支路所具有的优

势，在电压等级、无功补偿范围等方面扩展了注

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的使用范围。其拓扑结构

如图4所示。

图 4 双谐振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拓扑结构图

其中L1和C1以基波频率进行串联谐振，L2和C2

以基波附近某一频率进行并联谐振，使得并联支

路基波阻抗为一极大值。通过无源滤波器的有效

作用能够对最为严重的次谐波进行控制，同时可

以对大容量的基波无功实施补偿。就算是电网出

现了比较严重的基波频偏，DIHAPF的结构还是能

够确保并联谐振支路承受大部分的基波电压，同

时利用串联谐振支路所具有的旁路基波电流作用，

能够最大程度上确保有源滤波器不会受到基波电

压以及电流的影响。另外，利用科学合理的L2和C2

参数设计能够确保良好谐波注入能力的同时，能

够有效避免注入支路出现无功过补的情况。

2.2 应用效果分析

通过上述文章所提到的电能质量实时监测分

析及治理仿真方案，不但能够监控并分析变电站

的相关数据（例如谐波、无功、电压等等）、能够

使得相关工作人员更好的了解变电站的电能质量

情况，同时也可以对变电站内存在的电能质量问

题实施综合治理仿真分析，从而为电能质量问题

治理提供相应参考。

案例中的变电站电能质量问题最为严重的就

是35kV侧开关问题，通过上述两种治理仿真方案

（SIHAPF以及DIHAPF）对其电能质量治理仿真之后

所得到的电网电流波形以及谐波电流含量如图5

及表1所示。

（a）治理之前电网电流波形

（b）SIHAPF 方案治理后的电网电流波形

（c）DIHAPF方案治理后的电网电流波形

图 5 治理仿真波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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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图5中可知，变电站开关电流波形具

有较为严重的畸变，并且各次谐波电流具有较严

重的超标情况；

表 1 治理前后谐波电流含量

内容

主导次谐波电流含量/A

5 7 11 13 17

治理之前
24.2

1
17.2 82.36 33.84 5.14

SIHAPF方案

治理后
1.69 0.38 24.08 3.69 0.14

DIHAPF方案

治理后
0.75 0.17 0.68 0.61 0.29

国标限定值 9.94 7.29 4.64 3.89 2.98

第二，通过较为典型的 SIHAPF 方案治理仿真

之后电流波形畸变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谐波超

标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但是电流波形的平滑性还

相对较差，同时11次谐波还是存在着超标的问题，

所以通过此方案进行治理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4]。

第三，通过DIHAPF方案治理仿真之后电流波形

畸变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使得电流波形更加的

平滑，接近于正弦波。同时将5、7、11、13、17

次谐波电流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其有了明显下降，

远低于国标限定值，具有比较好的治理效果。

总的来说，相对于单谐振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

器来说，双谐振注入式混合型有源滤波器治理方

案的先进性以及有效性更强，属于案例中变电站

电能质量问题治理较优方案。

3 结束语

配电网的电能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

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所以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对

其进行监控和治理。本文主要阐述了配电网电能

质量智能监控以及治理仿真方面的内容，通过本

文的介绍能够对进一步提升配电网电能质量具有

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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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台区三相不平衡率措施与防治策略

姬和静，杨春

（白水县供电分公司，陕西 渭南 715600）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造成我公司低压台区三相不平衡的现状、原因以及危害，然后针对现场测量水门路南变

每相所带负荷电流，剖析出负荷分配不均问题是制约我公司三相不平衡率的关键症结。其次根据目前治理台区三

相不平衡的常见治理方法，立足于我公司实际，通过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二者相结合来治理台区三相不平衡问题，

最后通过系统数据以及现场测量结果，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

关键词：三相不平衡率；系统数据；防治措施

0引言

台区三相不平衡是衡量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

之一。为降低三相负荷不平衡公变台数，白水县供

电分公司开展了台区负荷不平衡治理工作。我公司

现有公变 1341 台，其中公司属 729 台，2018 年底

三相负荷不平衡率大于 15%的台区高达 323 台，占

比为 24.08%，可见我公司低压配电网三相不平衡管

控情况较为严峻。

水门路南变是城区较大的台变，现有客户 65

户，年供电量在 31 万千瓦时以上，小规模线路改

造了多次，但水门路南变台区三相不平衡率仍高居

不下。随着城乡居民对生产、生活用电的满意度的

提高，台区三相负荷不平衡已经引起我公司足够的

重视，加强配变台区三相负荷不平衡治理是解决配

网“低电压”、促进电网节能降损的重要措施。本文

将解决我公司在配网运行中存在台区三相不平衡

问题，实现配电线路三相负荷的平衡，有效消除三

相不平衡带来的低电压问题。

在陕西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采集负控管

理系统上查询 2018 年全年的 10 千伏城关 II 馈路水

门路南台变三相不平衡率。从而得出如图 1 所示，

水门路南变 2018 年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图 1 水门路南变 2018年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由图 1 可知，2018 年 1-12 月三相不平衡率最高为

62.77%、最低为 55.74%、平均值为 59.85%。

1 三相不平衡基本概念

1.1 三相不平衡

在电工理论中，不对称系统与对称系统是多相

系统仅有的两个类型。m 相对称系统中各相电动势、

电压或电流大小相等、相位相差为: m/2 。其中又

分为平衡系统与不平衡系统，各电气量与时间无关

的系统为平衡系统，与时间有关的系统为不平衡系

统。

研宄表明：对于相数 2m 的系统，其功率瞬

时值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该系统一定平衡。m
相电压对称的系统电路参数不对称，那么整个m 相

系统是不平衡系统，其功率瞬时值随时间的变化而

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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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相不平衡率的计算

在《架空配电线路及设备运行规程》中规定，

三相不平衡宜按下式计算[2]：

%100-


三相电流最大值

三相电流最小值三相电流最大值
不平衡率 （1）

变压器的三相负荷应力求平衡，不平衡率不应

大于 15%，只带少量单相负荷的变压器，中性线电

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 25%。不符合上述规定时，

应及时调整负荷。

2 三相负荷不平衡产生原因

通过现场的连续 30 天对水门路南变台区所带

的 4个线路区段分别进行测量与对比发现，从而查

找出了导致该台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导

致水门路南变三相不平衡率偏高要因统计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导致水门路南变三相不平衡率偏高要因统计表

序

号
影响因素 发生频次

频率

（%）

1 负荷分配不均 102 85
2 用电负荷随机变化 14 11.7
3 断线故障 1 0.8
4 新型单相大功率

负荷的接入

3 2.5

合计 120 100

由表 1 可以看出，导致水门路南变台区三相不

平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负荷分配不均，该影

响因素的占比为 85%。

白水分公司配电网系统中单相负荷和三相负

荷混用，造成实际用电负荷没有均匀分布在三相系

统上，导致配网系统严重不平衡。由于三相负荷具

有对称性，其不影响配变三相平衡，单相负荷是造

成低压三相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3 三相不平衡的危害

三相不平衡在整个配电网中会带来一系列的

损耗，通常分析三相不平衡的危害主要从配电变压

器，线路损耗，用电设备，电动机等角度分析电能

质量的三相不平衡带来的危害[3]。

3.1 对配电变压器危害

3.1.1 增加变压器的铜损

若配变运行在不平衡状态时，总绕组上产生的

总损耗为：

RIIIP CBA  )( 222
1 （2）

三相平衡的绕组带来的总损耗（单位为 W）：

  RIIIP CBA 
2

1 3/)(3 （3）

三相不平衡运行时绕组额外增加的损耗（单位为 W）：

   RIIIIII
PPP

CACBBA 



3/)()()( 222
21

（4）

式中， 1P 为不平衡时配变绕组上带来的总损耗， 2P
为平衡时的损耗， R 为配变二次侧绕组阻值。

3.1.2 减少配变的出力状况

一般而言，三相平衡工况由配变的设计决定。

配变设计中的每相绕组结构一样，每相所配置的额

定容量也相同。各相实际输出的容量与配变允许的

最大出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三相不平衡情况

下运行的系统，负荷较轻的相将会影响整个配变的

出力状况，会导致整个配变的出力降低[4]。

3.1.3 产生中性线电流

系统运行在不平衡的状态下时，因为各相电流

的矢量分解不为零，最终合成的结果是中性线中有

电流存在，而中线性中的电流由于电磁感应会将产

生的磁通从油箱壁通过，这样可能由于变压器本身

的材料的原因产证磁滞和涡流损害，其带来的影响

和破坏性很大。

3.2 增加线路损耗

在配电网络中，由于输电线路存在阻抗，输电

线中通过的电流势必会消耗部分电能。当系统运行

在三相不平衡的状态时，中性线上就会流过电流，

又会产生另外的损耗。相应地，中性线和各相线均

会产生损耗，且中性线上的损耗将会更大，甚至是

普通输电线路的好几倍。

整个输电线路损耗计算公式为：

NNCBA RIRIRIRIP 2222
1  （5）

式中， 1P 为总的线路损耗， AI ， BI ， CI 分别为 A，

B ，C 各相的电流值，R 为三相线路阻抗， NR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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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线阻抗。

假设三相是平衡的，配电网各相电流大小相等，

中性线无电流。设每一相线路负荷电流都是 I ，各

线路阻值均为 R ，则三相总的损耗

bP 为：

RIPb
23 （6）

当系统不平衡时，中性点中存在电流。这里假

定 A，B ，C 各相的电流值分别为 I2 ，I ， I5.0 ，

则中性线上的电流为：

IIIIIN 75.160cos60cos5.02  
（7）

这里假设中性线阻值为 R2 ，则此时线路产生

的总的线损 uP 为：

RI

RIRIIIPu
2

2222

375.11

125.6)25.04(




（8）

通过对比式（6）和式（8），可以看出若三相

处于不平衡状态下，则产生的总的损耗为平衡时的

数倍。

4 解决三相不平衡问题的措施及效果

目前，国内外针对三相不平衡，主要从两个方

面来解决。一是，从产生的源头处平衡负荷，调整

负荷接入的相序，改变不对称负荷为对称负荷；二

是从三相不平衡产生的结果着手，通过采用相应的

补偿措施来降低因三相不平衡带来的影响[5]。

4.1治理措施

陕西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采集负控管理

系统对配电变压器数据实现了在线实时采集，为现

场工作开展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平台将用

电信息采集终端采集到的台区数据上传至主站服

务器，从而可以看出台区终端上线率以及三相不平

衡情况，如图 2、图 3所示。

图 2 负控系统监测三相不平衡率界面

图 3 水门路南台变 2017年三相不平衡率曲线图

4.1.1管理措施

生产技术部组织培训城关供电所电工学会独

立使用负控管理系统，定期完成台区配变巡视、负

荷监测，参照现场测量线路的负荷电流值和负控管

理系统的每日数据，筛查出造成不平衡的主要负荷，

根据筛选结果确定调整各相负荷，同时配合检修计

划对水门路南变开展优化三相分布试验，科学调控

不平衡负荷，来最大程度上优化三相分布方案，生

技部进行相关考核。

4.1.2技术措施

厂家以水门路南变作为试点，加装 GP650 三相

不平衡智能调节器，在补偿系统无功的同时调整不

平衡有功电流的作用。其理论结果可使三相功率因

数均补偿至 1，三相电流调整至平衡。实际应用表

明，可使三相功率因数补偿到 0.95 以上，使不平衡

电流调整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 10％以内。根据线路

实际运行状况，选择额定电压为 220V，额定容量

为 50kvar 的三相四线 GP650 有源功率平衡装置。

该装置是一种用于三相不平衡的新型电力电

子装置，它能对大小和频率都变化的谐波以及变化

的无功进行补偿，其应用可克服 LC 平衡装置等传

统的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方法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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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的基本原理如图 2 所示：检测补偿对象

的电压和电流，经指令电流运算电流计算得出补偿

电流的指令信号，该信号经补偿电流发生电路放大，

得出补偿电流，补偿电流与负载电流中要补偿的不

平衡等电流抵消，最终得到期望的电源电流。

图 4 GP650有源功率平衡装置原理

图 5 GP650-50P有源功率平衡装置的现场安装图

4.2 治理效果

在采集负控管理系统上对水门路南台变进行

三相不平衡率进行监测，得出了 2019 年 1 月-3 月

三个月水门路南变的三相不平衡率，经过统计，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每月三相不平衡率统计表

月份
统计

次数

三相不平衡率

超标次数

三相

不平衡率

2019 年

1 月
2976 次 2012 次 67.6%

2019 年

2 月
2304 次 919 次 39.88%

2019 年

3 月
2976 次 116 次 3.89%

由表 2 可知，水门路南变从 2019 年 1 月-3 月

三相不平衡率为 67.6%，39.88%，3.89%，可以得

出经治理后已经基本已经解决该低压台变三相不

平衡率的问题。图 6～图 9 为水门路南变 2019 年 1

月-3 月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图 6 水门路南变 2019年 1月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图 7 水门路南变 2019年 2月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图 8水门路南变 2019年 3月三相不平衡率折线图

4.3与对策实施前的现状进行对比

由图 9 可以看出，GP650 投入前电网三相电流

和负载三相电流数据相同，负载无功非常小，分别

为 0.6A、-2.4A、5.9A。三相不平衡分量较多，电

网侧和负载侧三相电流相同分别为 25A、39A、78A。

SVG 投入后负载侧三相电流为 22A、41A、71A，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 2019-2020 年论文集

- 78 -

图 9 治理后与治理前该台区运行数据对比图

而电网侧三相电流则变为 45A、45A、47A，无功电

流变为 0.8A、0.8A、0.1A，三相不平衡和无功得到

了明显的的治理。

4.4 效益分析

4.4.1 节能降损效益案例分析

治理后与治理前的不平衡率相比，下降了 55.64
个百分点。2019 年 1 月-3 月与 2018 年 1 月-3 月同

期比较，线损率降低了 1%，该台区月平均售电量

26000kWh，预计挽回电量 260kWh。
4.4.2 管理效益分析

三相负荷不平衡治理提高了我公司的电能质

量；另一方面也促进白水县供电分公司修改和完善

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定及流程，进一步提高白水县

供电分公司的规范化管理水平。为了巩固本次活动

成果，县公司生技部制定了《关于治理台区三相不

平衡率管理办法（试行）》，并在各供电所严格执行。

4.4.2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台区三相不平衡治理措施，白水县供

电分公司水门路南配电台区的电能质量有了较为

明显的改善。同时解决了原先由三相负荷不平衡严

重造成的低电压而使家用电器无法正常使用、高电

压用户用电设备烧坏的问题，进而提高了居民对生

产、生活用电的满意度。

4.5 对今后工作的指导分析

为了指导今后的工作，巩固取得的成果，我公

司制定了以下防治措施：

（1）从公用变出线至进户表电源侧的低压干

线、分支线应尽量采用三相四线制，减少迂回，避

免交叉跨越。

（2）对原有新接客户，低压业扩报装 T 接流

程规范进行修订。在低压线路架好、下线集装各户

电能表前，要把配变下的单相负荷用户统一规划，

均衡地分配到低压线路的三相上；同时要做好低压

装表工作，单相电表在 A、B、C 三相的分布尽量

均匀。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造成台区三相不平衡的症结，并根

据症结提出了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二者相结合来

治理台区三相不平衡，并开展实际应用，将水门路

南变三相不平衡率由原来 59.08%的降低为 3.89%。

并经过对比三相不平衡率治理前后的效果，可知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提高了供电可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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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及解决对策

王 阳

（洋县供电分公司，陕西 汉中 723300）

摘 要：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了用电量的增加，这就对配电网提出了更好的要求，需要确保供电质量合可靠性。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会造成配电网不平衡以及谐波问题，影响到配电网运行的安全性。本文

主要分析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方面的问题，同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士有所帮助。

关键词：配电网；不平衡；谐波；解决对策

0 引言

近些年来为了提升节能环保效果，越来越多

的电力电子变换装置应用到了配电网终端，例如

照明、办公、空调等等。这些电能变换装置在有

效改善用户端电能质量的同时也容易引发电网侧

不平衡以及谐波问题，这些问题容易引发三相电

压不平衡、线损以及变压器损耗增加、中性点电

压偏移等情况，对于电网运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

影响，所以针对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提出相

应的解决对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确保配电网的

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1 配电网不平衡以及谐波问题的基本概述

近些年来随着用电需求以及用电类型的不断

增加，配电网结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受到负荷

类型以及用电时间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

配电变压器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三相不平衡问题。

随着电力用户对于电能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配

电网三相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1]。

三相不平衡问题会对整个电力系统造成严重

影响，例如中性点电压偏移、线损以及变压器损

耗增加、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针

对不平衡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分析，例如王

茂海等通过通过瞬时功率法有效证明了对无功功

率元件的不平衡补偿；乔琨等研究了基于晶闸管

控制电抗器进行不平衡补偿方式；林志雄等对于

不平衡问题危害情况实施了分析，同时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方式，但是很难应用到工程实践当中；

如果只通过单一的无功补偿装置实施不平衡补偿

会具有局限性，例如通过TCR实施不平衡补偿存在

造价高以及体积大等缺陷，并且也容易产生谐波

污染；只通过有源滤波器实施不平衡补偿需要大

容量，同时对于成本具有比较高的要求。

2 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的解决对策

2.1 晶闸管投切电容（TSC）过程

一旦补偿器所有相在无功容量方面存在着差

异就会引发负荷的改变，所以在负载不变的情况

下需要根据分布式补偿方式，首先明确晶闸投切

电容器TSC总体容量之后再进行分组。所以要设定

相应装置且需要不断简化控制内容，一定要防止

分组的细化。TSC控制的形式类型较多，为了可以

进行不平衡补偿可以采取无功补偿法进行控制。

2.2 有源滤波器的确定

第一，为了能够得到较好三相三线制系统运行

效果需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有源滤波器，可以利用变

压器将中线引出来。为了能够有效处理不平衡和谐

波问题，需要最大程度上发挥有源滤波器所具有的

作用，通过对方案的不断优化来有效控制成本消耗。

有源滤波器采取的是三相三线制，可以实施瞬时的

无功检测，同时采取三角波控制方式实施输出[2]。

第二，为了确保有源滤波器能够最大程度上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主要包括：

1 有效控制直流侧充电电流情况。在使用

有源滤波器过程中需要首先在直流侧进行充电，

充电过程中元器件上会有较大电流流过，需要通

过现应方式（例如限流电阻）对其进行严格控制。

初始阶段按照全电阻进行控制，0.5s之后将电阻减

小50%，1s之后切断电阻。

2 有效控制充放电流情况。在有源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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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直流侧的电流会有所下降这样就可以有

效补偿系统需要的无功功率。在此过程中如果直

流侧充电PI调节器P值相对较大，就容易造成充电

电流有所提升，严重情况下会造成主电路的损坏。

因此要对P值进行有效控制，要根据具体直流电压

情况有效控制PI中的放大系统。在初始阶段可以要

控制其处于较小的数值，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逐渐

放大，这样能够实现充电电流的有效控制。

3 若是负荷发生较快的变化，那么需要对

充放电流进行更加有效控制。有源滤波器通过瞬

时无功法检测的过程中，一旦负荷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速度比较快），就会比TSC更早进行大容量

无功功率补偿，这就会造成主电路中出现比较大

的电流，严重情况下造成其损坏。对于此种问题

可以通过“限无功法”进行解决，以有源滤波器

中全控型器件容量作为基础，确保将其控制在最

大无功功率值以下，降低充放电电流。

第三，治理装置结构。如图2所示，对于配电

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来说，可以采用如图1所示的

治理装置结构。从图1中能够得知，治理装置的APF

和TSC控制属于开关方式，此种方式的控制过程相

对简单，同时APF可以对电网入口位置电流实施检

测来控制谐波进入到上级电网的量。但是此种治

理装置结构还存在某些问题，例如TSC属于容性

SVC，容易和电网阻抗形成谐振情况，对于电网运

行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图1 综合治理装置结构

由于具体的容量情况直接决定了APF的成本，

同时APF要相比大容量TSC成本有所下降，所以可

以利用TSC进行大容量无功补偿，通过此种方式能

够有效降低配电网不平衡率情况。之后利用APF对

于TSC级差影响进行有效补偿，从而有效消除电流

中发生的谐波问题，提升电能质量。通过“变P法”

和“限无功法”的有效应用，同时打开APF和TSC

的开关后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有源滤波器运行或

者负荷突变对于系统的影响，确保其正常工作。

3 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的解决仿真实

验

在阐述了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解决方式

之后，为了能够验证其有效性通过Matlab/Simulink

平台实施仿真实验。实验中相应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相应设定参数

项

目

电源

电压

电源

频率

线路

电感
谐波源 电感 电阻

参

数
220V 50Hz 50µH

三相不

可控整

流电路

0.3H 30Ω

第一， 中不平衡负荷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不平衡负荷参数

相

地

电阻

/Ω
电感

/mH
相

间

电阻

/Ω
电感

/mH

A 10 5 AB 1 46

B 15 3 BC 1 46

C 5 4 CA 1 46

首先通过分布式补偿方式确定出容量情况，

根据负荷的具体情况设定3组相地组和相间组。其

中相地组零序电流补偿主要以Y接方法为主，单位

容量达到6kvar。而相间组的负序电流补偿主要以

Δ接方法为主，单位容量达到2kvar。

主要通过全电容补偿法来增强有源滤波实际

容量的控制，对于相间无功补偿组进行划分（单

位容量达到2kvar）。以TSC级差和负载谐波含量作

为基础，确保APF容量处在较为合理的状态，通过

此种方式不但能够有效提升无功补偿的效果，同

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谐波问题[3]。其具体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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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表示配电网电压实际值， dU
表示有源滤

波器直流侧电压，ω表示系统的角频率，L表示串

联电感的电感值，I表示补偿电流值。

因为TSC级差共有8kvar，APF容量电流=电流

+1/4三相不可控整流桥电流，总共为38A。受到裕

度的影响，APF总补偿电流达到了50A。经过上式

计算后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计算所得结果

计算

项目

APF
总容量

APF直流

电压

滤波

电感
电压

结果 33kVA 800V 2mH 380V

第二，将上述计算所得结果应用到仿真当中，

在进行补偿之前能够得到图2、3所示的三相电流

和中线电流波形。

图2 补偿前三相电流波形、中线电流波形

从图2、3中能够得知，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配

电网三相电流不平衡和谐波问题，特别是中线电

流比较大。对于TSC来说，利用容量选取法实施控

制；对于APF来说，利用三角波比较法实施控制，

能够得到补偿之后三相电流波形和中线电流波形，

如图4、5所示[4]。

图4 补偿之后三相电流波形、中线电流波形

从图4、5中能够得知，通过此种补偿方式不

但有效解决了单相电流不平衡问题，同时将中线

电流控制在了20A，使得和谐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中线电流。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概述了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通过相应的仿

真实验证明了解决对策的有效性，这对于进一步

提升配电网有效运行具有一定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瞿冬波;罗艺;兰马;张荣刚;曾华新;王晟;杨正坤;

付文砚. 低压配电网不平衡和谐波治理[J]. 农村电

气化, 2018(07):15-17

[2]王建元; 徐友清; 王玉. 低压配电网不平衡和谐

波 问 题 的 综 合 治 理 [J]. 水 电 能 源 科 学 ,

2013(08):18-19

[3]王朝艳; 董海波; 童紫原; 童敏明. 考虑电网不

平衡影响的配电网故障仿真分析[J]. 电测与仪表,

2019(03):88-91

[4]王业铨; 刘建东; 张啸; 商凯. 低压配电网三次

谐波电流的检测与分析[J].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

报, 2015(09):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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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工厂配电中的无功补偿设计

李靖，刘海燕

（1.泾阳县供电分公司，陕西 咸阳 713700；2.咸阳供电分公司，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无功补偿装置是工厂配电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电力装置之一，它的作用包括提高功率因素，减

少变压器和传输线路中的电能损耗，改善电能质量等。在当今社会大力提倡绿色节能环保的前提下，

合理设置无功补偿装置是每个工业大用户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某化工项目为例，介

绍工厂配电系统中无功补偿装置的设置原则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功率因数; 无功补偿；晶闸管分级投切电容器；静止无功补偿装置；静止无功发生器。

0 引言

在工厂配电系统中,电动机、变压器、照明灯具等

终端负荷在运行时会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不但

使得各级回路中的电流增大（输电损耗随之增加）,

还会导致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电流互感器

等设备的额定容量增大，从而直接影响工厂初期

建设投资以及后期运行维护成本。随着经济的发

展,国家和社会对电能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工业用户有责任保持一定的无功裕度，从而为整

个电网的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保驾护航。近年来

各级电力公司对工业用户的负载功率因数都有着

严格的规定，未达标的用户将直接面临经济处罚。

综合以上原因，合理选用无功补偿装置已成为工

厂前期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1 无功补偿装置的分类

无功补偿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期采

用的同步调相机因体积大造价高，已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随后发展起来的并联电容补偿装置（FC），

具有成本低且易于安装的特点，但其难于实现分

级投切，灵活性不高，目前较多用在变电站等应

用场景中；后来发展出的 HVC 型无功补偿技术，

通过调整分接头来改变电容器的端电压以达到控

制无功输出的目的，由于采用机械式开关，在操

作时会产生涌流冲击，极易损坏电容器，目前已

被 SVC 等新技术所取代。

目前在工厂配电系统中较常用的无功补偿装置主

要有以下三类：

（1）TSC——晶闸管分级投切电容器

晶闸管投切电容器是在传统机械投切电容器的基

础上，将投切元件由有断点的接触器变为无断点

的晶闸管，从而发展出来的新型无功补偿装置。

利用晶闸管反应快速和开关次数无限制的特点，

采用过零触发电路，检测到两端电压为零时触发

导通，从而实现无冲击投入和切除，动态响应时

间 10～20ms。TSC 具有制造成本低，运行时几乎

不产生谐波等优点，但其仅能实现容性无功补偿，

补偿范围和精度受制于电容器分组的大小和数量。

目前 TSC 型无功补偿装置在低压配电系统中有着

较为广泛的应用。

（2）SVC——静止无功补偿装置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按照操作元件的区别可分为电

磁型和晶闸管控制型两大类。最典型的 SVC 是由

TCR（晶闸管控制电抗器）+ FC（固定电容器组）

组成的，其中 FC 部分用于向系统发出无功（略大

于负荷消耗的无功），而 TCR 部分通过对晶闸管触

发角度的调整来改变电抗器吸收的无功功率，两

者配合以达到平滑调节无功输出的目的，其动态

响应时间在 20ms 以内。SVC 本身具有无级补偿、

响应迅速、价格低廉等优势，但 SVC 本身会产生

大量的高次谐波，需要通过加装滤波器来进行过

滤。

（3）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是目前最为先进的无功补偿技术。利用大功率

高频可关断电力电子器件（IGBT）组成自换相桥式

电路，并通过电感（或直接）并联在电网中进行

无功输出。工作时，由控制芯片读取外部 CT 所测

得的电流信息，实时计算出当前系统中的有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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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然后通过调节交流

侧输出电压或电流来控制所发出的无功功率，达

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

SVG摆脱了电容、电感等传统电力元器件，利用大

功率电力电子器件（IGBT）的高频率开关特性实现

无功输出的快速调节，带动无功补偿技术实现了

质的飞越。

SVG 相比 SVC 具有响应更快速（响应时间 5ms 以

内）、低电压特性好、抑制电压闪变能力强、运行

范围宽、补偿多样化、谐波含量低以及占地面积

小等特点。近年来随着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价格

不断降低，SVG 已有逐步取代 SVC的趋势。

2 无功补偿方案设计实例

陕西省咸阳市某化工项目，其电气主接线如

图 1 所示。

图 1 陕西省咸阳市某化工项目电气主接线图

该化工厂总电源采用 35kV电压等级从当地电网引

接，单路电源进线，设置一台 35/10.5kV 主变压器，

根据负荷计算结果，主变压器额定容量采用

10000kVA。工厂 10kV 系统仅设置一段 10kV 工作

母线（单母线接线）。低压系统分别设 1#产品低压

变（2500kVA）、2#产品低压变（2500kVA）、3#产

品低压变（2500kVA）、4#产品低压变（1000kVA）、

输煤低压变（1000kVA）、厂前区低压变（1000kVA），

每台低压变压器分别带一段 PC 段，各 PC 段均采

用单母线接线。根据《全国供用电规则》，“高压供

电的工业用户和高压供电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

置的电力用户，功率因数为 0.90 以上”，考虑一定

的安全裕量，设计时以 0.92 作为目标值进行计算。

2.1 低压母线上的无功补偿方案设计

为保证总的负荷功率因数满足供电部门要求，在

每段低压 PC母线上各自设置一组分级投切的电容

器组(TSC)，其容量根据负荷计算结果确定，负荷

计算方法采用需要系数法，主要计算公式如下（摘

自《工业与民用配电手册》）：

（1）用电设备组的计算功率：

有功功率： edc PKP  (1)

无功功率： tancc P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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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电干线或车间变电站的计算功率：

有功功率：  )( edPC PKKP （3）

无功功率：  )tan( edPC PKKQ （4）

（3）计算视在功率和计算电流：

视在功率：
22
ccc QPS  (5)

式中， cP 为计算有功功率，kW； cQ 为计算无功功

率，kvar； cS 为计算视在功率，kVA； eP 为用电

设备组的设备功率，kW； dK 为需要系数（查《工

业与民用配电手册》P10～14 页）； tan 为计算负

荷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值；K∑p为有功功率同时率；

K∑q为无功功率同时率。

配电站、总降变的计算负荷，应为各车间变电站

计算负荷之和再乘以同时率 K∑p和 K∑q。配电站的

K∑p和 K∑q分别取 0.85～1 和 0.95～1，总降压变电

站的 K∑p和 K∑q分别取 0.8～0.9 和 0.93～0.97。当

简化计算时，同时系数 K∑p和 K∑q可都取 K∑p的值。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采用 Excel 表格方式对各个母

线上的低压负荷分别进行统计，以厂前区段为例，

其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厂前区段低压负荷计算表

根据计算结果，厂前区段上需并联一组最大容量

为不小于 178.52kvar的分级投切的电容器组(TSC)，

将该数值向上取整至 200kvar，经补偿后，该母线

段所接负荷总的功率因数从 0.83 提高至 0.93，满

足 0.92 的目标值。

其他各低压母线段的计算方法相同，此处不再赘

述。

2.2 高压母线上的无功补偿方案设计

系统中各级变压器也属于感性负载，在运行时需

要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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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Q 为变压器中的无功功率损耗； %0I 为

变压器空载电流百分数； %ku 为变压器阻抗电压

百分数； cS 为变压器计算负荷，kVA； rS 为变压

器额定容量，kVA；

根据上述公式，采用 Excel 表格方式对各级变压

器中的无功损耗分别进行计算和统计，其中变压

器空载电流百分数和变压器阻抗电压百分数需要

查阅厂家资料。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压器无功损耗计算表

根据计算结果，在 10kV 工作段上需并联一组最大

容量为 1500kvar 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根据

变压器运行工况，实时调整无功输出，保证全厂

总的功率因数满足当地电力公司的要求值。

3 结论或结语

以往在确定工厂无功补偿方案时，往往对于终端

负荷的无功消耗比较关注，而对于变压器本身的

无功损耗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无功补偿装置的

容量也仅以终端负荷的无功统计结果来判定。然

而通过本文中的案例可以看出，变压器本身作为

感性负载，其在正常运行时所产生的无功损耗也

非常可观，如果不将其计算在内，较大概率会导

致全厂欠补。

较为稳妥的做法，除了在低压母线上设置分级投

切电容器组用以补偿本段负荷的无功消耗之外，

还需在高压母线上设置一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以高压进线端作为实时监测点，对全厂进行动态

补偿。这样通过高、低压串补的方式，可以充分

保证工厂功率因数长期处在安全范围之内，在企

业免受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为整个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楼晓春，陈岁生，TSC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的设计与应用[J]. 煤矿机械，2008，29(7)：168-169.

[2] 工业与民用配电手册: 10-15，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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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风电 AGC 有功控制及 AVC 电压无功控制应用的优缺点
刘彦峰，刘宏兵，魏艳琴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榆林经济开发区汇通热电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陕西定边风力发电已成为定边新能源的主要发电形式，尤其是白于山区风力发电已形成较大规模。随着

风力发电容量快速增长，榆林地调对风力发电的电能质量及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针对目前风力发电项目

中普遍采用的 AVC电压无功控制系统及 AGC 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的技术方案，结合冯地坑风场的实际应用的优缺点

进行介绍。

关键词： AGC；AVC；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电压无功控制系统

0 引言

陕西定边冯地坑一、二期 2×49.5MW 工程风

功率控制系统项目，是通过建设一套风功率控制系

统，该系统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系统最终调试，正

式运行。

风功率控制系统是风电场并网发电、推动风电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根据陕西地方

电力榆林电力调度中心风功率控制系统主站现状

及其的要求，风电场需要自动接收并执行主站下发

功率控制指令，上报功率控制结果等内容。

风功率控制（AGC/AVC）系统的建设：包括硬

件、平台软件、通讯软件、有功自动控制（AGC）

软件、无功自动控制（AVC）软件等。

系统通过与定边冯地坑风电场的三种类型风

机（恩德 1.5MW 风机、久和 2.0MW 分机、银星 2.5

风机）的监控系统、无功补偿装置（思源清能 SVG）、

升压站综自（深瑞）系统通信，将采集的风机和无

功补偿装置实时运行数据上传调度主站，同时接收

调度中心主站下发的AGC有功控制指令和AVC电压

控制指令，通过对三种风机、无功补偿装置（SVG）、

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头等调节手段统一协调控制，

实现风电场并网点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闭环控制

和风电场的优化运行。

1 有功功率控制（AGC）及无功功率控制（AVC）
系统构成

1.1 有功功率控制（AGC）系统

建设有功功率控制系统，使电场具备有功功率

调节能力。自动接收电力系统调度机构下达的有功

功率控制指令，按照预定的规则和策略整定计算功

率需求、选择控制的风机设备并进行功率分配，最

终实现有功功率的可监测和可控制，达到电力系统

并网技术要求。能够自动接收电力系统调度机构下

达的有功功率控制指令，按照预定的规则和策略整

定计算功率需求、选择控制的风机设备并进行功率

分配，最终实现有功功率的可监测和可控制，达到

电力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1.2 无功功率控制（AVC）系统

建设电压无功功率控制系统，使电场具备电压

无功功率调节能力。自动接收电力系统调度机构下

达的电压/无功/功率因数控制指令，按照预定的规

则和策略整定计算功率需求、选择控制的三种风机

/SVG/主变分接开关等无功补偿设备并进行功率分

配，最终实现电压无功功率的可监测和可控制，达

到电力系统并网技术要求。风电场将电压无功输出

控制权交由调度中心，由调度中心 AVC 软件实时下

发功率控制值或功率计划曲线，由风电场 AVC 系统

负责闭环跟踪。

风电场应配置电压无功功率控制系统，具备电

压无功功率调节能力。AGC/AVC 能够自动接收电

力系统调度机构下达的电压/无功/功率因数控制指

令，按照预定的规则和策略整定计算功率需求、选

择控制的风机/SVG/主变分接开关等无功补偿设备

并进行功率分配，最终实现电压无功功率的可监测

和可控制，达到电力系统并网技术要求。风电场将

电压无功输出控制权交由调度中心，由调度中心

AVC 软件实时下发功率控制值或功率计划曲线，由

风电场 AVC 系统负责闭环跟踪。支持多种电压无

功调度方式，包括电压/无功曲线、实时指令，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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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调度令。

图 1 冯地坑风电场 AGC/AVC系统主界面

图 1 冯地坑风电场 AGC/AVC 系统主界面；图 2

为冯地坑风电场控 AGC/AVC 调节图。

图 2 冯地坑风电场控 AGC/AVC调节图

2 功率控制系统功能

2.1 数据采集和处理

（1）自动采集功率控制系统所需所有信息，并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有效性和正确性检查，更新实

时数据库，使其能够正确反映现场设备的实际状况。

（2）自动接收并执行调度主站下发的调节指令。

（3）接收并执行操作员手动输入的数据信息。

（4）运行数据和历史数据存盘，方便对比控制

调节效果，保证数据的连续。

（5）生成各类事故报警记录，发出事故报警音

响等。

（6）事件顺序记录及处理。

（7）有关数据的计算。

2.2 控制调节

功率控制系统依据调节目标自动计算功率需

求、选择控制设备并进行功率分配，将功率分配结

果通过指令的方式下发给被控设备。

(1)调节目标给定方式

有功功率：给定总有功功率设定值，总有功功

率设定值可以有以下来源：调度主站远方定期给定

单个值；调度主站远方给定有功负荷曲线；当地预

先录入有功负荷曲线；当地预先设定有功值；运行

人员恢复满发

无功功率：给定总无功功率、或功率因素、或

并网点电压设定值，这些设定值可以有以下来源：

调度主站远方定期给定单个值；调度主站远方给定

负荷曲线；由当地预先录入负荷曲线；当地预先设

定；运行人员在控制室给定

(2)风机负荷分配方式：由功率控制系统自动分配

负荷；由运行人员在控制室设定负荷.

3 冯地坑风电场 AGC 系统优缺点分析

AGC系统是现今电网对电厂实施实时有功动态

调节控制的主要工具，对于电网运行来说，其具有

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电厂来说，则并不显得

那么美妙。

3.1 优点

鉴于风电场“靠天吃饭”的特性，其发电负荷

曲线较差，会对电网平滑调节产生不利影响。2016

年冯地坑风电场曾发生过 30 分钟内负荷由 0 骤升

至 4 万千瓦，然后在 10 分钟内骤降至 0.2 万千瓦的

极端事件。这种负荷特性会对电网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此，AGC 系统的投运对保障电网运行安全和平滑

控制电网负荷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限负荷时段，AGC 的投运也对风

电场存在有利的一面。传统负荷控制利用调度员进

行手工调节，网内用电负荷有限，当用电负荷增加

时，因增加容量有限，分给哪个风电场，往往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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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些矛盾。投入 AGC 系统以后，AGC 系统会根据

复杂的一系列算法，按照各风电场容量、当前发电

负荷、功率预测等实际情况，将可增加的发电容量

及时分配给各风电场，及时提高了风电场发电量，

也避免了人为控制造成的延误和不公平。

3.2 缺点和存在的问题

对于冯地坑风电场来说，AGC 系统准确性最大

的制约因素是风功率预测系统。冯地坑风电场目前

只设有 1 基测风塔，位于 110kV 升压站附近。虽然

从地理位置上看，基本处于风电场中心，但是由于

陕北定边县冯地坑乡属于丘陵地貌，山大沟深，地

形复杂多变，该测风塔测量数据并不能全面代表风

电场风资源情况。因此，每日 96 点风功率预测数

据与实际偏差较大，严重影响到 AGC 系统的控制准

确性。

其次，AGC 系统的内部分配算法仍需进一步优

化。冯地坑风电场拥有两期工程，一期工程容量

49.5MW，二期工程容量 50MW。受限于地貌影响，

一二期工程平均风速拥有较大差异，一期工程平均

风速 9m/s 时，二期工程平均风速有可能仅仅为

4m/s。目前 AGC 系统的算法是一二期工程平均分配，

例如调度下达负荷控制指令 50MW，AGC 系统自动

将负荷指令进行平均分配，一二期分别为 25MW。

由于一二期风速差异，当时实际情况是一期可带负

荷 40MW，二期可带负荷 20MW。接受 AGC 负荷指

令后，一期负荷调整为 25MW，二期负荷依旧为

20MW，风电场总出力 45MW。这种算法明显不利

于风电场负荷控制，同时亦给调度造成风电场无法

增出力的假象。因此，其内部分配算法仍需进一步

优化。

4 结束语

目前AVC电压无功自动控制系统及AGC功率控

制系统已成为风电场中必配的控制系统，但应用深

度还有待于加大。基于本文的分析，在两个系统的

应用中，应该发扬系统的优点，克服其不足，逐步

在新能源企业应用中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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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用户直流逆变器接入电网产生的谐波评估及治理

石志群，孙亮，张瑞

（延安供电分公司，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2017 年以来，延长石油采油厂反映其部分采油电动机经常产生原因不明的过流现象，有轻微的颤动；

装备厂进线电缆严重过热。我公司 110 千伏龙石变并未发现明显谐波源，为了找出原因，解决该问题，对接入

电网的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厂供电系统进行检查，发现直流高压电机配置的逆变器（霍尼韦尔 6-Pluse-VFD）向电

网注入大量谐波电流，通过测量并以实测结果为依据，对该供电系统进行了谐波仿真计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具体治理措施。

关键词：谐波 直流逆变器 滤波器 电能质量

1 延安电网及 110kV龙石变基本情况

延安电网位于陕西电网的北部，由国家电网所

属的延安供电局和陕西地方电力公司所属的延安

供电分公司共同供电。国网陕西所属电网最高电压

等级为 750kV，陕西地电所属电网最高电压等级为

110kV。目前，延安电网通过 750kV 洛信 I、II 线，

330kV 黄金线、黄桃线与陕西主网相连，并通过

750kV 洛横 I、II 线、330kV 统延线、绥朱线与榆林

电网相连。110kV 电网以 330kV 延安变、朱家变、

黄陵变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并在 330kV变电站之间形

成联络，配电网主要以 35kV、10kV 供电为主。110kV

龙石变电站以 1195 兰龙线为主供电源。主变两台，

容量均为 31500kVA。该站有三个电压等级，均采用

单母接线，其中 110kV 进线 1 回，出线 3 回，35kV

母线有出线 6 回，10kV 母线有出线 8 回。一号主变

运行，二号主变热备用，所有线路全在运行之中。

2 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厂基本情况

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厂开闭所陕西延长石

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延安供电分公司 10kV

专线供电的用户。装备公司开闭所位于安塞区沿河

湾安塞工业园区，开闭所Ⅰ段 10kV 母线由龙石变

173 延长一号专线供电，开闭所Ⅱ段 10kV 母线由龙

石变174延长二号专线供电。开闭所Ⅰ段、Ⅱ段10kV

电源线路的型号和规格为每相 2 根

(ZR-YJV22-8.7/15-1x400mm2)，长度约为 0.57km；正

常运行时，两段 10kV 母线分列运行。开闭所 173

延长一号线路为 10KV 高压电动机及 10/0.4KV 变压

器提供供电回路，其中 10kV 直流高压电机共计 3

台，总功率为 5240kW。开闭所Ⅱ段 10kV 母线由龙

石变 174 延长二号专线，总功率为 6894kW，其中

应应急照明工程和消防设施为 2 级负荷投运

1250kVA干式变压器 2台、500kVA干式变压器 1台、

630kVA干式变压器 1 台、800kVA干式变压器 1 台、

1000kVA干式变压器 1 台。外接两台 300kW 的柴油

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

3 存在的问题

2017 年以来附近延长石油采油厂反映其部分

采油电动机经常产生原因不明的过流现象，有轻微

的颤动；装备厂进线电缆严重过热。龙石变并未发

现明显谐波源，为了找出原因，解决该问题，对延

长石油机械装备厂供电系统进行了谐波测量，并以

实测结果为依据，对该供电系统进行了谐波仿真计

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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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石变及石油装备厂电网一次接线图

3.1 典型日负荷

通过查找龙石变及装备制造厂相关日志，将负荷统计如表 1 表 2 所示。

表 1 110 千伏龙石变典型日负荷表

线名称 1147龙碟 1148 龙碟 3531 龙高 3533龙声 3535龙庆 3536龙招

负荷（MW） 19.28 2.148 10.59 8.8 0

备注 互为备用

出线名称 171 龙候 172 龙易 175 工业园 176龙阳 173延长一号 174延长二号

负荷（MW） 0.2 0.521 0 0.434 6.7

备注 互为备用

表 2 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厂典型日负荷表

出线名称 1号电机 2 号电机 3 号电机 1号变 2号变 3 号变 4 号变 5号变

负荷（MW） 1.2 1.2 1.2 0.9 0.8 0.4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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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行方式

正常方式下，110 千伏龙石变 1#、2#主变分裂

运行，一号主变带 10 千伏母线运行，二号主变带

35 千伏母线运行，110 千伏母线并联运行，35 千伏

母线并联运行，10 千伏母线并联运行。石油装备厂

10 千伏母线并联运行，二段进线电缆互为备用，正

常情况下，173 进线延长一号为运行状态，174 二

号电缆热处于备用状态。

3.3 谐波特性

谐波源特性通过现场检查发现延长石油装备

厂 10 千伏直流高压电机逆变器(型号为霍尼韦尔

VFD-6000)为主要谐波源，采取测试计算得出;其谐

波特性：波形图如图 2 所示。频谱图如图 3 所示。

图 2 霍尼韦尔 VFD-6000 谐波特性图

图 3 霍尼韦尔 VFD-6000 频谱特性

图 4 母线 SHIYOU-ZB-1#BUS 电压曲线图

表 3 注入系统的谐波电流、电流畸变率

谐波次数 2 4 5 7 8 11 13

谐波电(A) 1.5 1 174.3 39 0.2 22.1 17.9

THD % 0.13 0.09 15.64 3.5 0.02 2 1.6

谐波次数 14 17 19 23 25 29 31

谐波电(A) 0.1 6.2 4.3 2 1.4 1 1.1

THD % 0.01 0.56 0.38 0.18 0.12 0.09 0.1

3.4 谐波电流、畸变率及电压波形图

根据龙石变日常负荷情况，运行方式及谐波特性我

们通过仿真计算得出，通过 173 电缆注入龙石变的

谐波电流如表 3 所示，电流畸变率及母线电压波形

图如图 4 所示。

4 谐波的治理措施

从表 3 中得出，5 次、7 次、11 次、13 次谐波超标

严重，首先我们设计一个5次谐波的滤波器（图5），
通过仿真计算，得出五次电流谐波通过滤波器

HF-5 单调谐滤波器将 150 安培电流引流至大地，

满足系统需要，通过上述方法我们依此设计了

HF-7、HF-11、HF-15 滤波器。



石志群，等 一起用户直流逆变器接入电网产生的谐波评估及治理

- 92 -

图 5 HF-5过滤器仿真计算图

通过上面表格的数据,根据一定的要求需要设

计 5 次、7 次、11 次、13 次谐波。首先在单线图

上添加 4 个谐波滤波器，连在 SHIYOU-ZB-1#BUS

上，接下来确定各滤波器的参数。从次数低的开

始，先确定 5 次滤波器的参数。在滤波器都没有

投运的状态下计算 SHIYOU-ZB-1#BUS 的负荷容量

及功率因数，是 20MVA 和 89.1%。基本参数：电

容器的额定电压 10 千伏，电容器的最大电压 13.8

千伏，电抗器 Q 因子 20，电抗器最大电流 200 安

培。选择滤波器类型是单调谐，选择了一个类型

对应的接线图会在下面显示。

表 4 滤波器参数表

滤波器
补偿容量

kvar/相
电容 uF/相 电感 mH/相 谐波电流 A 进线接口 PF

5 次 732 21.12 6.028 154.9 92

7 次 6741 194.6 0.33 29.1 92

11 次 4948 142.9 0.184 13.2 92

13 次 4948 142.9 0.184 13.2 92

将设计好的 HF-5、HF-7、HF-11、HF-15 单

调谐滤波器（表 4）投入使用。通过仿真计算得

出 5、7次、11 次、11 次谐波影响下，注入系统

的电流值（表），母线 SHIYOU-ZB-1#BUS 电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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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6）及频谱特性（图 7），可以得出设计得

滤波器有效的治理注入系统的谐波（表 5）。达到

预期的效果。

表 5 治理后的谐波电流注入表

谐波次数 5 7 11 15

谐波电流

(A)
3.1 1.2 0.8 1.1

THD % 0.13 0.09 0.4 3.5

图 6 母线 SHIYOU-ZB-1#BUS 电压曲线图

图 7 母线 SHIYOU-ZB-1#BUS 频谱特性

在实际生产制造中，滤波器不能按照我们设

计的理想滤波器进行制作，要和生产厂家深度沟

通制造出和理论值匹配最接近的滤波器，从而达

到治理的效果。

5 小结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司的电网结构越来越复

杂。为了保证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很有必要加强

用户侧的管理，做到以下方面：

（1）在电网接入审查方面，加大对电气设备对

电网产生谐波的方面进行复核，按照谁产生，谁

治理的原则，对注入电网谐波进行治理。

（2）在继电保护定值整定方面，考虑谐波的影

响。对变压器负序电流，电容器的过电流保护，

零序保护综合考虑，防止谐波引起保护误动作。

（3）对电容器、电缆线路加强巡视。防止谐波

电容器并联谐振、发热，进而损坏电容器。使用

红设备对电缆检测，避免谐波电流引起电缆过热

使得电缆绝缘损坏。

（4）用户侧的管理，通过专项稽查、检查电压

谐波、电流谐波的设备。督促用户加装滤波设备，

从而避免向电网注入谐波，使得电能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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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源滤波补偿工程方案设计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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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具体案例的计算说明无源滤波器设计时应根据系统短路阻抗、背景谐波、运行工况等进行计

算、校验、仿真等，选择最佳谐振频率，达到最安全的运行效果。而在运行工况改变时，不能为了减少

投资，简单的增加和减少电容器来满足功率因数的达标，单纯的电容器容量的增加或减少会造成滤波器

调谐频率的改变，设计不合理时可能造成严重的并联与串联谐振，必须反复的计算、验证、调整参数、

合理分配、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才能达到以最小投资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关键词：短路阻抗；无功补偿；无源滤波；谐波治理

Design and Modification of a Passive Filter Compensation Project

WANG Heping1 WANG gang2 ZHU Guoquan1 LIU Huajun1 YANG Xiaofei1 ZHENG Longjie1

(1. Xuchang Xujichang Long Dianeng Technology co., LTD，Xuchang 461001，Henan；2.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1491 Troops）

Abstract: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specific cases, it is shown that the design of passive filter should be

calculated, verified and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short-circuit impedance, background harmonics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system, so as to select the optimal resonant frequency and achieve the safest

operating effect. While on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change, can't in order to reduce investment, simple to meet

the power factor of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the capacitor, simple capacitor capacity increase or decrease

will cause the change of the filter tuning frequency, can lead to serious unreasonable design of parallel and

series resonance, must be repeated calc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adjusting parameters, rational distribution,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achieve with minimum investment to achieve the best effect.

Keyword：short circuit impedance；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passive filter；harmonic control

0 引言

由电容器、电抗器等无源元件组成的无源

滤波器具有拓扑结构简单、单机容量大、电压

等级高、运行可靠性高、补偿容量不受限制、

对某些特定谐波电流滤除效果明显等优点在电

力系统的广泛应用。无源滤波器在前期设计时

就需要根据系统短路阻抗、背景谐波、运行工

况等进行计算、校验、仿真等，才能保证设备

能够安全可靠的运行。已经运行的滤波器不能

适应系统工况运行时时，不能简单的增减、更

换滤波器元件来满足需求，而要从安全性、经

济型等方面计算验证所增减、更换的元件是否

会出现谐波放大、并联及串联谐振、元件自身

的过压过流等是否满足安全可靠运行。本文论

述的就是一条轧机生产线的滤波补偿设备设计

验证过程及电力系统工况变化时如何从安全性、

经济型角度以最小投资达到最好运行效果。

1 项目介绍

原电力工况是为轧机系统进行滤波补偿的。

电网额定电压为 10.5kV（系统短路容量为

125MVA），初始设计滤波支路总安装容量为

4200kvar，电容器额定电压为 12.5kV，背景谐

波电流分别为 5次 52A 和 7 次 40A.分组情况为

5次滤波器容量为 2700kvar 和 7次滤波器容量

为 1500kvar. 根据以上参数计算滤波器选用

的电容器和电抗器参数并验算滤波电容器组能

否满足滤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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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始设计参数

2.1 分析谐波电流是否超标

文献
［1］中对谐波电流允许值做出规定，在不

同电压等级的谐波电流的限值都是在基准短路

容量下确定的。公共连接点用户在 10kV、

100MVA 的基准短路容量下谐波电流含量应 5

次不大于 20A、7 次不大于 15A。当 PCC 连接处

的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基准短路容量时，按照

下面的公式换算：

1

2

k
h hp

k

SI I
S

 （1）

式中, 1kS 为公共连接处的最小短路容量 MVA；

2kS 为基准短路容量 MVA； hI 为文献［1］中给出

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 A； hpI 短路容量为 1kS
时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 A。

表 1 电压 10kV 时谐波电流换算值

滤波次数 5 次 7 次

背景谐波电流值 A 52A 40A

换算到 100MVA 短路容量下电流值 A 41.6 32

国标要求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A 20 15

谐波含有量是否超标 超标 超标

判断谐波电流是否超标，不能直接根据计

算或测得的电流大小进行判断，还要确定测量

的 PCC 点的短路容量为多少，当 PCC 连接处的

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基准短路容量时，应根据

公式（1）进行换算。短路容量越大，PCC 点的

谐波电流允许的谐波电流值越大。

2.2 滤波器参数计算

滤波器设计的目的是根据通过所串联的滤波

电抗器与电容器等无源元件，对某次谐波形成

低阻抗通路,以达到滤除或抑制某次谐波的作

用。所以，所选择的电容器和电抗器是非常重

要的元件。电容器选择时要特别重视电容器额

定电压的选择，额定电压应符合 3 个限定条件

的要求：接入电网处的运行电压，电容器应能

承受 1.1 倍长期工频过电压，串入电抗器引起

的电压升高等因素
[2]
。本项目已经给定电容器

电压为 12.5kV。这里不再进行计算。其他参数

计算为：

滤波电容器额定容抗为：

2( )CN
C

CN

UX
Q

 （2）

滤波电抗器额定感抗：

2( )
C

L
XX
h

 （3）

上述两个公式中： CX ：电容器额定容抗Ω；

CNU ：电容器额电电压 kV； CNQ ：电容器额定

容量 kvar； LX 电抗器额定容抗Ω； h ：调谐

次数。

公式（3）中给定的调谐次数 h，不能简单

的理解为滤除某次谐波就是某次谢波德整数值。

文献
［3］

特别指出关于调谐频率的选择，依据理

想条件下，为了达到最好的滤波效果，滤波装

置的调谐频率应与需要滤除的特征谐波频率相

等，但考虑滤波电容器电容量、电抗器电感量

的偏差、电抗器非线性和系统频率的变化，可

能会使滤波器特征频率阻抗呈容性而导致谐波

放大，为了保证滤波器的滤波效果，一般取各

次滤波器的调谐频率小于其特征频率。本文计

算时，5次和7次的调谐频率分别为4.85和6.79。

滤波电抗器额定电感：

2
LXL 

πf
（4）

滤波器基波电流为：

1 3( )
N

C
C L

UI
X X




（5）

式中， 1CI 为滤波器基波电流 A； NU 为电网额

电电压 kV。

滤波电抗器额定电流计算为：
2 2

1 hL CI k I I  （6）
式中，k 为放大系数，不低于 1.35。

http://www.so.com/s?q=%E8%B0%90%E6%B3%A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B%E6%8A%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0%9A%E8%B7%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B%98%E6%AC%A1%E8%B0%90%E6%B3%A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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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上公式（2）～（6）分别计算出 5

次、7 次滤波器组参数如表 2：
表 2 滤波器计算参数

滤波通道 5 次

滤波器

7 次

滤波器

安装容量 kvar 2700 1500

调谐次数 h 4.85 6.79

电容器容抗Ω 57.87 104.17

电抗器感抗Ω 2.46 2.26

电抗器电感 mH 7.83 7.19

滤波器额基波电流 A 109.41 59.49

滤波电抗器额定电流 A 175.65 103.95

2.3 谐波电流滤除效果验算

通过给定的参数在对于滤波器设计完成之后，

应对滤波器的安全性能进行校验，在满足过电

流、过电压和等值发热等安全性能的基础上，

还要对滤波器的谐波治理效果进行分析，验算

谐波吸收的情况。流入 PCC 处连接公共点和滤

波器的谐波电流分别为 shI
和 chI

，分别计算为：

( )

( )

C
L

sh h
C

S L

XhX
hI IXhX hX

h




 
（7）

( )
s

ch h
C

s L

hXI IXhX hX
h


 

(8)

其中系统的阻抗值 sX ：

2
N

s
d

UX
S

 （9）

式中， dS 为并联电容器装置安装处的母线短路

容量 MVA；

利用以上公式（7）～（9）分别计算出各

参数如表 3 所示。

通过以上计算，5 次滤波器的安装容量

2700kvar，选用 4.85 谐振频率，7 次滤波器安

表 3 滤波器滤波效果分析

滤波通道 5 次滤波器 7 次滤波器

系统阻抗Ω 0.882 0.882

流入滤波器

的谐波电流 A
44.64 34.74

流入 PCC 处连接公共

点的谐波电流 A
7.36 5.26

谐波含有量是否合格 合格 合格

装容量 1500kvar，选 6.79 谐振频率能够满足滤

波补偿要求。滤波器组电容器和电抗器如表 4

所示。
表 4 滤波器电容器电抗器参数

滤波通道 5 次 7 次

滤波器型式 单调谐 单调谐

调谐频率 Hz 4.85 6.79

安装容量 kvar 2700 1500

基波容量 kvar 1990 1082

电容器型号
AFM12.5-30
0-1W(9 台)

AFM12.5-25
0-1W（6 台）

电抗器型号

LKGK-10.5-
7.83mH-175
.85A

LKGK-10.5-
7.19mH-103.
95A

注：电抗器的电感调节范围：±5%。

3 滤波器改造

设备安装运行约一年左右，客户电话通知

我公司，电费收据单出现力调电费罚款现象，

月平均功率因数为 0.82 左右。我公司售后人员

到现场检查确认5次和7次滤波器均运行良好，

没有设备毁坏现象。在与客户交流中获知，前

期电能质量指标一直处在合理范围之内，月平

均功率因数在 0.95 左右，但最近因为生产工艺

调整，增加了总有功功率约为 2300kW 的电动机

负荷，这部分负荷造成无功电源不能满足需求，

造成功率因数下降。通过现场测试数据和运算，

确认若功率因数继续保持在 0.95 左右，PCC 连

接处约需要约 850kvar 的基波无功功率。

由于电容器额定电压与系统电压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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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电容器额定输出容量（基波容量）应换算

成安装容量。

2
1( )CN

CN C
N

UQ Q
U

 （10）

式中， 1CQ 为电容器输出容量（基波容量）kvar。

注：公式（10）忽略补偿支路串联电抗器引起

的容量变化。

根据已知参数计算基波容量 850kvar 时的

安装容量为 1204kvar.依据计算和测试结果建

议用户增加一套 1200kvar 的无功补偿设备用

以满足后期增加的负荷对无功电源的要求。但

与客户协商后，客户提出现场安装面积有限，

另外公司不愿意增加太多的经济投入，且原安

装的电容器框架有多余空间，希望只增加的

1200kvar 滤波电容器到滤波器支路，其他滤波

器设备不变。方案可以为独立增加容量到 5 次

或 7 次滤波器，或者合理分配容量到 5 次和 7

次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是被动的将无源元件设计成某

一频次或某一段频次的低阻抗滤波通道，对相

应频次的谐波电流进行分流。在滤波器支路某

些元件参数发生变化时，谐振频率必定发生变

化，滤波器与系统阻抗为并联回路，受系统阻

抗影响较大，设计不好时会存在谐振点偏离、

并联谐振、谐波放大等问题。所以不能简单的

把电容器增加到滤波器支路上，需要对滤波器

支路元件参数进行运算，确定增加容量取整数

1200kvar。

3.1 5次滤波支路增加 1200kvar, 7次滤波支路

不变.

5 次滤波器总容量变为 3900kvar。利用公

式（3）计算容抗为： 40.06CX   。计算出

容量增加后滤波器的调谐次数。前面设计时，

电抗器为±5%电感可调。表 5 给出当电抗器电

感值不变和分别调整±5%时 5 次滤波器的调谐

频率和滤波效果。

表 5 增加容量后 5 次滤波器调谐次数和滤波效果

设计值 (+5%) (-5%)

电感值Ω 2.46 2.58 2.34

调谐频率 h 4 3.94 4.14

流 入 PCC 处

连 接公 共 点

的谐波电流 A

25.64 27.34 23.68

换 算 到

100MVA 短 路

容 量下 电 流

值 A

20.5 21.87 18.94

谐 波含 有 量

是否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注：系统阻抗不变。

分析表5可知:流入PCC处连接公共点的谐波电

流比较多，谐波滤除能力差；电抗器调整-5%

电感值时流入系统的谐波量虽然合格，但基本

接近标准值。所以，增加的 1200kvar 容量，5

次滤波器对谐波的吸收能力严重降低。

3.2 7 次滤波器增加 1200kvar, 7 次滤波器不变

7 次滤波器总容量变为 2700kvar。 利用

公式（3）计算容抗为： 57.87CX   。同理

计算出增加容量后 7 次滤波器调谐次数和增加

容量后对7次滤波器吸收谐波能力如表 6所示。

表 6 增加容量后 7次滤波器调谐次数和滤波效果

设计值 (+5%) (-5%)

电感值Ω 2.26 2.37 2.15

调谐频率 h 5 4.94 5.19

流 入 PCC 处

连 接公 共 点

的谐波电流 A

22.01 22.99 20.91

换 算 到

100MVA 短 路

容 量下 电 流

值 A

17.61 18.39 16.73

谐 波含 有 量

是否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分析表 6 可知：当电抗器为原始设计值时，

表现为 5 次谐波的最小阻抗值，为完全谐振状

态，极易发生并联谐振，出现极端情况下的 5

次谐波严重放大，严重放大的谐波电流对设备

造成很大大的破坏，引起功率因数下降、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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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严重过载、电缆因为谐波的集肤效应爆炸、

变压器、电动机等机械振动加剧，损耗增加，

更严重时影响到整个局部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所以设计时应避开各个整数次谐振点。

电抗器调整-5%时：5 次滤波器阻抗参数为：

(5) 5 5 10.75 11.57 -0.824L CZ X X     

标量计算为负表示为电容性，会放大 5 次

谐波，且数值很小，接近与 5 次谐振点。文献
[3]

还强调，并不是只有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才产

生谐波放大，只有频率接近谐振频率就会产生

谐波放大。

电抗器调整+5%时，会吸收 5 次谐波，但

与 7 次滤波器的谐振点偏离较远。7 次滤波器

设计的目的是滤除 7 次及以上谐波，这样就偏

离了设计目的。且三种情况下流入 PCC 处连接

公共点的谐波电流均比较多，谐波滤除能力差；

流入系统的谐波量与标准值对比均不合格。所

以，增加的 1200kvar 容量时，7 次滤波器的性

能完全破坏，达不到设计目的。

3.3 5 次和 7 次滤波器分别增加一部分容量

考虑到三相电容器容量分配的标准型。经

过反复运算，按照 5 次滤波器增加 800kvar，7

次滤波器增加 400kvar，且电抗器调整-5%分接

头时更能接近 5 次、7 次的谐振频率。调整后

的滤波器参数计算如表 7 所示。
表 7 滤波支路参数计算分析

滤波通道 5 次滤波器 7 次滤波器

安装容量 kvar 3500 1900

系统阻抗Ω 0.882 0.882

电容器容抗Ω 44.64 82.24

电抗器感抗(-5%)Ω 2.34 2.15

调谐频率 4.37 6.19

流入滤波器

的谐波电流
31.93 26.06

流入 PCC 处连接公共

点的谐波电流 A
20.07 13.94

谐波含有量是否合格 合格 合格

滤波器设计不但要选择合适的调谐频率，

还要对串联支路的过流能力进行校验。电抗器

上流过的合成电流（有效值）是基波和谐波电

流的方均根值
［4］，并考虑一定的系数，在这种

情况下电抗器才不会过热，发生非线性，可以

连续运行。公式（6）对电抗器上流过电流也进

行了定义。所以还必须对滤波电抗器上流过的

电流进行校验。对滤波器过流能力分析如表 8

所示。
表 8 滤波电抗器电流值分析

滤波器额基波电流 A 143.3 75.69

流入滤波器的谐波电流 A 31.93 26.06

叠加谐波后的电流均

方根值 A
146.83 80.05

滤波电抗器额定电流 A 175.65 103.95

电抗器过载能力 1.20 1.29

从表 8 看出，电抗器的过流能力非常有限。

这样的设计虽然可以实行，但后期存在较大的

隐患。后来与客户沟通协商，建议在保证月平

均功率因数（月平均功率因数考核值为 0.9）

合格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补偿容量。经过对生

产周期的多次测试及仿真计算，若保证月平均

功率因数在 0.90 以上，基波总容量仅需增加

500kvar 即可。按照公式（10）换算安装容量

为 710kvar，适当放大容量取整到 800kvar。按

照 5 次滤波器增加 500kvar，7 次滤波器增加

300kvar,运算的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滤波支路参数计算分析

滤波通道 5 次滤波器 7 次滤波器

安装容量 kvar 3200 1800

系统阻抗Ω 0.882 0.882

电容器容抗Ω 48.83 86.81

电抗器感抗(-5%)Ω 2.34 2.15

调谐频率 h 4.57 6.35

流入滤波器的

谐波电流 A
36.15 27.99

流入 PCC 处连接公共

点的谐波电流 A
15.85 12.01

谐波含有量是否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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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滤波电抗器电流值分析

滤波器额基波电流 A 130.40 71.61

流入滤波器的谐波电流 A 36.15 27.99

叠谐波后的电流均方根值 A 135.32 76.88

原始设计滤波电抗器

额定电流
175.65 103.95

电抗器过载能力 1.30 1.35

从表 9、表 10 可知： 5 次、7 次滤波支路

分别增加 500kvar 和 300kvar 补偿容量，不但

能使功率因数提高到 0.91，满足考核要求，滤

波效果达到文献
［1］

的考核要求，而且滤波电抗

器满足过电流要求。

3.4 其他

滤波支路有许多电气元件配合组成，所以

电容器和电抗器参数确定后，还要对设备上安

装的其他设备进行检查，比如放电线圈的放电

容量是否满足放电要求，设备安装与电气连接

能否满足合理布局，后期继电保护参数的计算

与修正等。

4 结语

很多滤波器使用者，因为前期设计制造考

虑不周，后期因为生产工作量的调整，已经使

用的滤波器不能满足负荷运行的需要，简单的

认为增加或减少电容器容量即可。单纯的电容

器容量的增加或减少会造成滤波器调谐频率的

改变，设计不合理时可能造成严重的并联与串

联谐振。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验证了上述论

断，且不合理的容量改变还会造成设备元件的

过流、过压，继电保护装置跳闸，引发严重的

电气事故，造成生产损失。所以减少投资固然

重要，但必须是保证设备运行安全的角度下做

适当合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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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储能装置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研究

刘若飞，黄文勋，盛望群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电气化处，西安 710043）
摘要：基于组合式同相供电技术和储能技术的优势，研究一种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以负序国标限值为约束，

以再生制动能量回馈利用和系统容量优化配置为目的，分析了系统工作原理。利用 MATLAB/Simulink 搭建了系统仿真模

型，模拟分析了不同工况下的系统运行特性，验证了该供电方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新型牵引供电系统；储能；仿真

0 引言

电气化铁路的单相工频交流供电制式和牵引

负荷大功率、不对称特点，造成了以负序为主的

电能质量问题、机车过分相问题和再生制动能量

回馈利用等问题，影响了电气化铁路的安全、可

靠和高效运行。采用对称补偿理论的同相供电技

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负序问题和电分相问题[1-3]。因

此，本文基于同相牵引供电系统，结合储能装置

的充放电特性，开展一种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

电系统的研究，以达到综合电能质量治理，再生

制动能量高效利用和系统容量优化配置的目的。

1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结构

1.1 系统主电路结构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结构如图 1 所

示。该系统是在单相组合式同相供电系统的基础

上，在其同相供电装置的直流环节，经双向 DC/DC

变换器并联了储能元件。其中，同相供电装置 CPD

与单相主牵引变压器 TT 配合工作，用于平衡电网

侧的负序电流和取消牵引侧变电所出口处的电分

相，从而实现同相供电[4]；储能装置用于储存和利

用电力机车产生的再生制动能量，并与同相供电

装置配合工作，实现牵引负荷的削峰。

图 1 一种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主电路结构

1.2储能装置结构

储能装置的结构如图 2 所示。其中，双向

DC/DC 变换器采用半桥型拓扑，其直接并联于同

相供电装置的直流环节，该拓扑具有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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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损耗小，开关元件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应力小

的优势[5]；储能元件为可以采用蓄电池或则超级电

容。

图 2 储能装置拓扑结构

2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工作原理

本节以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负序指标）国标

限值为约束，以再生制动能量回馈利用和系统容

量优化配置为目的，分析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并

将系统运行工作模式划分为三种，分别是再生制

动能量控制模式、削峰放电模式和填谷充电模式，

下面具体介绍。

考虑到目前高速铁路牵引负荷特性发生了显

著变化，如：交直交型电力机车功率因数提高接

近于 1，谐波含量大幅降低，无功和谐波问题得到

了有效改善，因此，为便于分析，将牵引负载当

作纯阻性负载。假设变电所出口处牵引负荷功率

为 LP ，该值大于零时表示系统运行于牵引状态，

该值小于零时表示系统运行于再生制动状态，储

能装置的最大充放电功率为 ESMP ，主牵引变压器

的填谷功率和削峰功率分别为 LowP 和 HP 。

2.1 再生制动能量控制模式

电力机车在制动状态时会产生较大的再生制

动能量，这部分能量要么直接反送回电网，要么

利用电阻消耗，这样既对电网形成了冲击，又造

成了能量浪费。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可

以更加灵活地吸收和利用再生制动能量，提高这

部分能量的利用率。

当电力机车工作于再生制动状态时，即 LP <0，

系统将运行于再生制动能量控制模式。该模式下

电力机车产生的再生制动能量不是全部直接反送

回电网，而是首先考虑由储能装置存储吸收，剩

余的能量才返送回电网，如图 3（a）所示。

（a）再生制动控制模式

（b）削峰放电模式

（c）填谷充电模式

图 3 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2.2 削峰放电模式

作为同相牵引供电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同相

供电装置一方面可以起到平衡负序的作用，另一

方面，它可以分担牵引负荷，在一定程度上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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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负荷峰值功率对牵引变压器的冲击。引入储

能装置后，由于其充放电特性，不仅可以进一步

缓和峰值负荷的冲击，也可以延缓供电设备的投

资升级，实现多赢的局面。

当电力机车工作于牵引状态时，即 LP >0 且

L LP P ow，系统将运行于削峰放电模式。该模式

下电力机车所需能量由牵引变压器、同相补偿装

置和储能装置共同承担，如图 3（b）所示。

2.3 填谷充电模式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利用储能装置

释放电能，不但能够降低电力机车消耗的三相电

网能量，提升供电系统的经济性，还能缓解牵引

负荷峰值的影响。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储能装置

中需要储存电能，其中一部分电能来自电力机车

产生的再生制动能量，一部分来自三相电网。为

了保证系统的运行效率和降低系统的工作损耗，

可选择牵引负荷较轻时（即谷时）对储能装置充

电进行电能储存。

当电力机车工作于牵引状态时，且 L LowP P ，

系统将运行于填谷充电模式模式。该模式下电力

机车所需能量全部由牵引变压器提供，储能装置

通过同相供电装置端口从电网以最大充电功率

进行充电，如图 3（c）所示。

3 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仿真分析

本节基于第一节系统主电路结构和第二节的

系统工作原理分析，结合功率外环、电流内环的

双环控制策略[6]，利用 MATLAB/Simulink 搭建了

系统仿真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系统仿真模型

为了反映牵引负载的波动性和非线性，对四

种连续运行工况进行模拟仿真。其中，工况一为

再生制动状态，再生制动功率为-8MW，系统运行

于再生制动模式，储能装置以最大充电功率进行

充电，剩余能量通过主牵引变压器返回电网；0.1s

开始，系统为牵引状态，工况二中牵引功率为5MW，

系统运行于填谷充电模式，牵引功率全部由三相

电网通过主牵引变压器（TT）提供，储能装置以

与牵引负荷相同的功率由三相电网通过同相供电

装置（CPD）电网侧进行充电；工况三中牵引功率

为 16MW，系统运行于削峰放电模式工况一，牵

引功率全部由三相电网通过主牵引变压器（TT）

和同相供电装置（CPD）供给，系统以优化补偿的

方式工作；工况四中牵引功率为 30MW，系统运

行于削峰放电模式工况二，储能装置以最大放电

功率进行放电，剩余能量以优化补偿的方式由三

相电网通过主牵引变压器（TT）和同相供电装置

（CPD）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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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统主要设计参数

负荷大小 LP
（MW）

系统工作类型
补偿目标

 %u

工况一 -8 再生制动模式 2
工况二 5 填谷充电模式 2
工况三 16 削峰放电模式工况一

2
工况四 30 削峰放电模式工况二

对应上述工况，模拟仿真得到系统各端口功率波形如图 5 所示，电网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和三相

电压电流波形分别如图 6 和 7 所示，储能装置的荷电状态 SOC 值波形如图 8 所示。

图 5 系统各端口功率变化图

图 6 系统三相电压不平衡度波形

图 7 系统三相电压和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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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储能装置电压的 SOC 波形

综合上述仿真分析结果，可以很好地实现各

工作模式下的功能，并具有良好的工作特性和动

态响应，验证了该系统供电方案的有效性和正确

性。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一种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

统，以达到综合电能质量治理、再生制动能量回

馈利用和系统容量优化配置的目的，进而实现电

气化铁路的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主要研究内

容如下：

(1)基于同相供电技术和储能技术各自优势，

研究一种含有储能的新型牵引供电系统。该系统

基于单相组合式同相供电系统，在其同相供电装

置的直流环节接入了蓄电池储能装置。

(2)以负序国标限值为约束，以再生制动能量

回馈利用和系统容量优化配置为目的，分析了该

系统的三种系统工作模式，分别为再生制动能量

控制工作模式、削峰放电工作模式和填谷充电工

作模式。

(3)基于MATLAB/Simulink搭建了该系统的仿

真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工作模式下的运行特性，

验证了该系统供电方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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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V 配电线路串并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研究

丁涛，王超

（渭南供电分公司，陕西 渭南，714000）

摘 要：由于并联补偿电容器需要根据机械开关投切来实现最理想的补偿效果，当低电压严重时实际补偿效果

不理想，且影响补偿设备和用电设备的寿命，而串联电容器的容抗越大，补偿效果越好，但是串联电容器应用

在电机含量大的线路中时，存在和负载中的电机产生谐振的问题。不论是单独使用并联补偿电容器还是串联补

偿电容器，最终的补偿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且造成其他运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在分别对两种补偿

方式进行详细分析后，提出了一种串、并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通过仿真计算与实测数据以及工程实例验证

该技术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该技术不仅能够很好的解决重电机负荷的低电压、高损耗问题，还能充分发挥两

种补偿技术的优势，扬长避短，对提高无功补偿的补偿效果、节能降损、提高可靠率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10 kV 配电网；并联补偿电容器；串联补偿电容器；串、并联混合补偿电容器

0 引言

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从 2014 年到 2018

年，GDP 一直保持着 8%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快速增

长的经济水平，也对电力负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陕

西地方电力集团近年来逐步提高电网投资，2016 年投

资完成 30.46 亿元，2017 年投资 44.85 亿元，取得了

辉煌的成绩，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拥有 35 千伏至

110kV 变电站 527 座，主变 935 台/13805 MVA，主网

线路 960 条/14494 km；省、市、县级调度 78 个；网

内并网电厂（站）595 座，总装机容量 7545 MW，网

内拥有火电、水电、风力、光伏等多种电源。供电可

靠率、综合电压合格率分别达到 99.85%、98.59%，

为陕西省 53%的人口提供优质、可靠的电能供应。但

是，从总体上来看，电网建设的速度依然无法全部满

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配电网低电压、高损耗的问题仍

然存在。其中，又以 10kV 配电线路最为突出。10kV

线路作为与用电客户联系最为紧密的线路，要求线路

必须覆盖面广、可靠率高，然而，由于配电线路的延

伸很多都是在原有的线路上接入，加上用户方大功率

电器的广泛使用，极易出现超负荷、电压低、损耗高

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生活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停电、电

压不稳等，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对地区经济发展造

成制约。而对供电公司来说，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电能

损耗增加，浪费增多，经济收益减少，降低了供电可

靠率。因此，如何优化 10kV 配电线路，降低发生这

些问题的几率，或者减少问题发生后的损失，就是

一个工作重点。

影响 10kV 供电可靠率的原因，除了上述供电半

径过长、超负荷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负载的无

功功率。能量在电源与电抗元件之间转换所造成的

无功功率是无法避免的，虽然不会消耗有功电能，

但是会造成降低有功功率的输出、线路电压损失增

大、电能损耗增多，而缺少无功功率时又会造成电

气设备容量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在交流电技

术问世以来就被发现，并且加以重视，经无数学者

研究，最终确定了以无功补偿电容器接入来实现感

性无功功率的补偿，经推广实践，效果良好。为了

适应线路无功功率的多样性，又研发出了并联补偿

电容器和串联补偿电容器。前者是将电容器与负载

并联，后者是将电容器串联在线路中。串联补偿技

术主要用于电压水平调压，对无功的补偿较少，而

并联补偿技术在提高变电设备的容量利用率、降低

功率损失、改善电压水平、滤除高次谐波等方面效

果显著，因此相对来说，并联补偿技术的应用更为

常见[2-7]。近年来串联补偿技术的优势也逐渐被应用

到实际中。然而，串联补偿电容器的串补度过高就

可能与电机负载产生谐振，影响电机和负载的安全

运行[2-7]，而串补度不够就会使实际补偿反应效果减

少。本文主要分析了在 10kV 配电线路中，混合电容

器在串联和并联电路中的无功功率补偿技术不足的

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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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并联电容器补偿技术

无功功率分为感性无功功率和容性无功功率，目

前大部分配网线路都属于交流电路，而交流电路在能

量转换的过程中，由电和磁交变的部分磁能能够返还

到电能中，这部分磁能就是感性无功功率，因此，在

母线负载上以并联的方式接入一定容量的电容器，能

够补偿其中未返还电能的磁能，即抵消负载中的感性

无功功率。最优补偿方式就是负载的无功功率始终等

于补偿电容器的容量。无功补偿的主要作用有：提高

电网的功率因数（效率）、降低变压器负荷、减少变

压器及线路的功率和电能损耗、改善电能质量、提高

用电设备工作效率、降低设备故障率、提高设备稳定

性等。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技术的主要优点有：电容

器价格低廉、并联技术成熟、实现难度低、补偿效果

好。因此并联电容器补偿技术被广泛地使用。负载的

无功功率在运行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为达到最

优的补偿效果，通常需要根据负载的无功功率的变化

来调整补偿电容器的容量。为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最

常见的方式应用机械开关分组投切电容器技术。并联

电容器补偿技术的缺点也主要是因为机械开关投切：

1）机械开关投切电容器是利用主触点与限流电

阻短路原理工作的，因此会出现响应速度滞后，无法

抑制电压闪变，且切除电容器时的电弧会直接影响到

设备的使用寿命。

2）由式（1）并联电容器情况下线路末端电压降

公式中补偿电容与电压的关系来看，补偿容量与安装

位置的电压呈正比，电压越低，实际补偿效果就越低。

U
XQ

U
QXPRU LCL 


 （1）

2 串联电容器补偿技术研究

2.1 补偿技术运行原理

在串联电路配电线路中，补偿技术就是使配电线

路的 Ui 和 Uj以串联的方式接入一组电容器。而当负

荷集中在线路末端的时候，串联电容器的方式如图 2

所示，图中 R 为线路电阻，X L为线路电抗，X C为电

容电抗，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串补示意图

图 2 串补等效图

线路首末端的电压降在加入串联电容器后，计

算公式为：

MM
V U

QX
U

QXPRU 21 


 （2）

式中，UV 为电压降；P 为负载有功功率；R 为线路

电阻；Q 为负载无功功率；X 1为线路电抗；X 2为串

补电容容抗；UM为母线电压；
MU

QX 1 为串联电容器补

偿的电压量。

式（3）为补偿的电压量计算公式，式（4）为

补偿的无功功率计算公式。

11
1 sin XI

U
QXU

M
B   （3）

1
2

13 XIQB  （4）

式中，I 1 为通过负载的电流；θ 为负载的功率因数

角度；Q B 为使用电容器补偿的无功功率。

当负载的无功功率处于感性状况时，P 和 Q

均为正，首端电压高于末端电压。当加入 X 1之后，

由式（2）可以看出：一部分导线感抗由电容器容抗

补偿，也就是减小了线路等效电抗，电压降一旦降

低，整个电路的供电水平得到提高，减少了整个线

路的电气距离 [5]。通过式（3）发现：功率因数与电

压补偿成反比，当功率因数越低，串联补偿对电压

补偿越大。通过式（3）和式（4）联合后发现，整

条线路的电压和无功功率都可以通过串联混合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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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来进行补偿。

2.2 串联电容器补偿技术研究

通过式（3）和式（4）联合后发现，在串联电路

中，电容器进行补偿时，其电压 UB和电容量 QB与负

载电流 I 1 有关，其中 UB与 I 1 成正比，QB与 I 1的

平方成正比。串联电容器补偿的电压和无功功率随着

线路负荷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线路负荷的降低而减少。

即在串联电路中，补偿电容器可以根据串联线路的无

功功率和电压的变化进行自动调整，串联补偿电容器

能够自动适应线路电压和无功功率的变化而变化，对

线路电流自动适应并且相应，相对于并联补偿技术的

反复投切来说，提高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没有

频繁投切时的延时相应，也就没有电闪的情况发生，

在稳定调节电压，特点是并联补偿无法治理的低电压

方面，串联补偿技术的可靠性更高。在经过确定采用

串联补偿以后，无论是在负荷重和负荷轻的哪种情况，

都能够达到合理的补偿效果，不会出现补偿不足或者

过度补偿的情况。且与并联补偿对比下发现，在输送

相同的有功功率情况下，串联电容补偿装置能够达到

更显著的节能降损效果[7-9]。

另外，分析式（3）和式（4），其中，容抗 X C

与串联电容器补偿技术所补偿的电压UCOM和容量QC

也是成正比关系，容抗的大小一般都是通过串补度来

设定，串补度越高，容抗越大，补偿效果越好。但是，

串补度大小同样不是适应所有电机，因为电容器和负

载串联的关系，如果电机含量较大，串补度太高，就

容易导致电容器和电机之间发生谐振，对配电设备的

运行造成安全隐患。要消除和避免这个隐患，就需要

根据电机容量合理设置串补度，确保在不发生谐振的

前提下，采用最大串补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补偿效果，但是安全运行更为重要。

3 串并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在 10 kV 配电线路中，补偿

电容器技术不管应用在何种电路中，都存在着一些问

题，因此，本文结合两个补偿方式的优缺点，采用混

合电容器补偿技术。具体情况如下：在线路中，如果

电机的负载程度比较高，需要设定较低的串补度，串

补度降低就会降低补偿效果，因此，同时接入一定容

量的并联电容器，由并联电容器弥补因串补度不足

导致的无功功率补偿不足的部分。而根据并联补偿

电容且机械投切组的特性，取线路负荷低谷时无功

功率的 90%来设定并联补偿电容器容量，可以避免

反复投切。

3.1 串、并联电路混合补偿电容器位置

为了使电路后期维修时拆装方便，一般将串联

和并联电容器都安装在一个柜体内。但是结合上文

公式（1）-（4）可以得出，补偿效果与两个补偿电

容器的相对位置有关，具体方案为：串联补偿电容

器位于并联补偿电容器的下游，如图 3 所示。

图 3 串联电容器位于并联电容器的下游

这时补偿的无功功率和电压的提升由式（5）和

式（6）表示。

12

22

2 3 CCCOM X
U

QPQQ 
 （5）

U
QX

U
XQU CLCOM

COM
1 （6）

式中，Q C2 为并联电容器 C 2 的无功功率； X C1 为

串联电容器的容抗。

串联补偿电容器位于并联补偿电容器的上游如

图 4 所示。

图 4 串联电容器位于并联电容器的上游

这时补偿的无功功率和电压的提升由式（7）和

式（8）表示。

12

2
2

2

2
)(3 C

M

C
CV X

U
QQPQQ 

 （7）



丁涛，等 10KV配电线路串并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研究

- 108 -

1
2112 )()(

C
M

C

M

CC
V X

U
QQ

U
XXQU 




 （8）

分析式（5）-（8）和图 4 可知，若 C 1为串联补

偿电容器，C 2 为并联补偿电容器时，补偿电压 UV计

算所得结果值最大，也就是当 C 1 位于 C 2 下游时，

UV 可以达到最好的状态。此外，单一串联电路中使

用的补偿技术可以进行自适应，使用混合补偿技术可

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3.2 计算串、并联电路混合补偿电容器容量值

上文中提到，虽然补偿效果与电容器的容抗成正

比关系，但是并不是容抗高就适合所有的电机容量，

因此，要达到最佳的补偿效果，需要精确计算串、并

联补偿电容器的容量，在计算时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

则：

1）当线路负荷处于高峰期时，补偿要实现全线

电压达到要求。

2）当线路负荷处于低谷时，在确保全线电压达

到要求的基础上，不过量补偿。

3）减少甚至避免并联电容器投切。

在保证以上原则实现后，使用以下几个步骤对串、

并联混合电路进行补偿电容器容量计算，具体情况如

下：

1）初步规定 10 kV 配电线路的总无功功率的

90%就是并联电路中的补偿电容器容量，当线路的总

体负荷处于低谷状况时计算出总无功功率。

2）确定串联电路中补偿电容器的位置，并计算

出电容量，具体计算方法参照文献[2]。

3）当线路的总体负载处于低谷状况时，利用原

则 2）进行计算，如果计算结果不满足，需要把并联

电路中的补偿电容器的电容量减少，然后重复进行计

算，直到符合要求。

3.3 实际线路仿真计算

取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渭南供电分公司某 10

kV 配电线路：线路全长 14 km，导线型号 LGJ-240，，

最大负荷 3678 kW，最大无功功率 2213 kvar（功率因

数 0.87），在 6 ~14 km 之间分布较为均匀；高峰期

负荷比低谷期负荷高 55%左右，其中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分别为 618 kW 和 976 kW。通过计算发现：如果

线路总负荷处于最高状态时，其末端电压是 9 kV；

线损量为 246 kW（线损率 6.69%），可以判断整条

线路处于低电压状态，线损量比较高。通过本文 3.2

节进行补偿电容量计算可得：串联补偿电容器容抗

为 4.2 Ω（串补度 1.26%）；并联补偿电容器容量为

600 kvar。安装位置在线路末端 5.7 km 处。设串联

补偿电容器为 C3,并联补偿电容器为 C4，C3位于 C4

下游的补偿效果如图 5 所示，C3 位于 C4 上游的补偿

效果如图 6 所示。当整条线路负载处于低谷状态时，

C3位于C4下游时的电容器补偿效果具体如图 7 所示。

为了验证串并联电路电容器位置和补偿效果，使用

计算机对整体配电线路进行仿真计算，主要分为以

下 4 个方面：

（1）当线路处于高峰负荷时，如果只有串联补偿

电容器，线路大部分区域电压达标，仅 0.3km 区域

（离末端 5.7~6km）电压低于 9.3 kV，不达标；线

路有功功率损耗 229 kW，较无任何补偿的 246 kW

下降了 17kW（6.9%）；线路始端功率因数：0.91，

较无任何补偿的 0.87 提升了 0.04（4.6%），具体情

况如图 5 所示。

（2）当线路处于高峰负荷状况时，如果同时使用

串、并联电路中的补偿电容器并采取串联形式，电

容器位于并联电容器的下游，全线电压均达标；线

路有功功率损耗为 198 kW（线损率 5.38%），较仅

有串联补偿时的 229 kW 下降了 31kW（13.5%）；线

路始端功率因数为 0.97（感性），较无任何补偿的

0.87 提升了 0.10（11.5%），具体情况如图 5 所示。

如果每年的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按照 3000h 计算，使

用这种混合补偿装置后，每年至少可以节约 14.4 万

度[ (246-198) ×3000=144 000 kWh]，降低了线损率。

（3）当线路处于高峰负荷状况时，如果同时使用

串、并联电路中的补偿电容器并采取并联形式，电

容器位于串联电容器的下游，整条线路的电压都达

到相应标准；有功损耗为 183 kW（线损率 4.97%），

较仅有串联补偿时的 229 kW 下降了 46kW

（20.1%）；线路始端功率因数为 0.97（感性），较

无任何补偿的 0.87 提升了 0.10（11.5%），具体状

况如图 5 所示。通过对比图 5 和图 6 发现：当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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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电容器位于并联电容器的下游时，整体的电压补偿

效果可以达到最佳效果。

（4）当线路处于低谷负荷状况时，如果同时使用

串、并联电路中的补偿电容器并采取串联形式，，电

容器位于并联电容器的下游，全线电压均达标；线路

始端功率因数为 0.99（感性），较无任何补偿的 0.87

提升了 0.12（13.8%），未出现过补偿。

图 5 串联补偿位于并联补偿下游的补偿效果

图 6 串联补偿位于并联补偿上游的补偿效果

图 7 低谷负荷时的补偿效果

4 工程实例

陕西渭南某 10 kV 配电线路为用户专用线路，

配备感应式高压电动机两台，其主要问题如下：1）

当负荷高峰期时，末端电压偏低，部分设备不能正

常运转。2）一旦启动高压电机，容易出现过负荷保

护操作。所以，一般配电线路线路适合采用串、并

联混合电容器补偿技术。

（1）该 10kV 线路设计线路供电半径为 8km，导

线型号 LGJ-185，可以承受的功率最大为为 4.33MW，

其中，始端功率因数和负荷功率因数分别为 0.85 和

0.89，有功损耗大约为 239.97kW。

（2）经上文 3.2 串、并联补偿电容器的容量计算

原则计算后，串联补偿电容器位置确定在主要负荷

之前，串补度 0.9%，电容器容抗 2.26Ω，额定电压

为 0.95kV，额定容量为 1.19 Mvar；并联补偿电容器

设置在串联补偿电容器上游，单台并联电容器容量

为 334 kvar。

串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在柜体中的现场安装

相对位置如图 8 所示，其中下 1 层为并联电容器，

上 3 层为串联电容器。

图 8 装置现场

（3）计算和实测数据对比。

为了验证仿真计算与实际数据是否相符，特根

据计算结果设置在线路中进行实测数据统计，仿真

计算结果如图 9 所示。运行后实测数据如表 1 所示，

通过分析可知，其实测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数据相差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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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串并补投入前后沿线电压分布曲线的仿真计算

表 1 3月 16日数据

时刻

出线

电流

/A

母线

电压

/kV

负荷点

电压

/kV

出线

功率

因数

装置

状态

3.16

11:13
279 10.4 8.2 0.85 退出

3.16

11:18
274 10.3 9.2 0.93

仅串补

投入

3.16

11:23
272 10.2 9.6 0.96

串、并补

投入

5 结语

无功补偿应用串联或并联装置都能够实现无功

补偿，单独应用串联补偿在高容量电机中效果较弱。

而单独应用并联补偿存在的延迟响应、反复投切会影

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本文针对电机负荷较重的

10 kV 配电线路，将两者优势互补，结合应用，进而

实现提高补偿效果，降低甚至避免反复投切，经实测

数据和仿真结果对比基本一致。说明了：

（1）该技术在重电机负载 10kV 线路中应用能够很

好的解决低电压、高损耗的问题。

（2）经实测数据和仿真，可以检验电容量计算原

则和整个计算的科学合理性。

（3）经理论分析和实际证明，把串联电路补偿电

容器放在并联电路补偿电容器的下游时具有更好的

效果。

（4）该技术保持了串联补偿技术的“自适应”和

“实时”性能，同时解决了高电机容量串联补偿谐

振和并联补偿反复投切的问题，提升了补偿效果，

降低设备损耗，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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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较大容量并联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选型

解 冲，郭 燕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200）

摘要：10kV 较大容量（6Mvar~10Mvar）并联电容器装置在国南网电力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其电容器组

的不平衡保护方式目前有三种之多，对电容器厂家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本文对常用

的三种不平衡保护方式结合电容器组的实际技术参数及应用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选择建议方案。

关键词：较大容量；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整定。

Selection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for 10kV Large Capacity Capacitor Bank

XIE Chong，GUO Yan

(Herong Electric Co. Ltd,Xi’an Shaanxi 710200,China)

Abstract: 10kV large capacity(6Mvar~10Mvar)capacitor installation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power system of State Grid and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methods for capacitor banks at present,which causes some confusion i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to capacitors manufacturer. In this paper,three kinds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method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technical parameter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apacitor banks，and the selection proposal is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large capacity;capacitor bank;unbalanced protection; setting.

0 引言

10kV 并联电容器装置大量应用于国南网的电

力系统中，为电网系统提供无功功率。长期以来，

受到电容器的发展历史、技术水平、生产制造工

艺、地理环境、使用经验和习惯等因素影响，10kV

较大容量（6Mvar~10Mvar）并联电容器组的不平

衡保护方式就有三种形式，不但给电容器厂家在

产品设计、生产和标准化方面带来了混乱和困扰，

而且给使用者也造成了一定不便。诸多电网用户、

设计单位、生产厂家各执一词，要求不统一，可

谓“众说纷纭”。

随着电容器产品技术的发展，在电气原理、

方案设计、生产工艺、制造水平等多方面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其所展现出的产品技术参数和性能

与以往的认知相比也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本文就

结合作者所在单位的产品技术参数对电容器组的

不平衡保护方式进行分析。

1 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方式

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方式主要有 4 种：开

口三角电压保护，相电压差动保护（简称差压保

护），双星型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和桥式差电流

保护（简称桥差保护）。它们的保护原理见下图：

图 1 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原理接线图

Fig.1 Wiring diagram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principle for capacitor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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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整定计算分析

在国南网电力系统中，10kV 电压等级单组容

量为 6Mvar~10Mvar 的并联电容器组，其经常采用

的保护方式有开口三角电压保护，相电压差动保

护和双星型不平衡电流保护。

2.1 电容器组采用不同型式不平衡保护的整定计

算

以 10kV-6Mvar（配套电抗器的电抗率为 5%）

的电容器组为例分析不同保护方式的差异和优劣

性。表 1 列举出了不同的保护方式下，电容器组

在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时，不平衡保护整定的数

值。

表 1 10kV-6Mvar 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整定计算

Table 1 Setting calculation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for 10kV-6Mvar capacitor bank

装置型号 TBB10-6012/334-AK
TBB10-6012/334-A

C
TBB10-6012/334-BL

电容器组三相容量 Q（kvar） 6012 6012 6012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UEX（kV） 6.35 6.35 6.35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IEX（A） 315.59 315.59 315.59

电容器组额定相容压 CEX（uF） 158.20 158.20 158.20

电容器组接线方式 单星型 单星型 双星型

电容器单元是否有内熔丝 是 是 是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6* 3 3 6* 3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1* 2 2 1* 2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3* 2 2 3* 2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12* 19 19 12* 19

放电线圈变比 NU 63.5 63.5 31.8 /

电流互感器变比 NI / / 30

完好元件允许过电压倍数 Kv 1.3 1.3 1.3

整定时允许一个串联段中切除元件数 k 4.04 7.17 7.17 4.04 6.31

允许切除元件数取整数后 k* 4 7 7 4 6

一次不平衡电压 UCH（V）/电流 I0（A） 152.4 251.6 251.6 3.787 5.319

二次不平衡电压 U2CH（V）/电流 I20（A） 2.4 3.96 7.91 0.126 0.177

保护灵敏度系数 KLM 1.1 1.1 1.1

保护整定值 UDZ（V）/IDZ（A） 2.18 3.6 7.19 0.115 0.161

注：1、保护整定值的计算前提是假设损坏切除的元件均位于同一电容器单元的同一串段上；2、表格中

带*号的电容器组及单元设计方案为该类别保护形式中常见并优先采用的方案；3、表格中带下划线的数

值为电流值；4、表中相关数值的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 3（下同）

2.2不同型式不平衡保护的整定优劣性分析

在该类产品的实际工程应用中，国网经常采

用相电压差动保护方案，此时电容器组每相电容

器单元采用 3 并 2 串的布置形式，使用的电容器

单元型号为 BAM11/2√3-334-1，内部元件采用 2

串 19 并的形式。当电容器组的技术参数完全一致

时，开口三角电压保护和相电压差动保护的允许

切除元件数均为 7，但此时的保护整定值，开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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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电压保护为 3.6V，相电压差动保护为 7.19V，也

就是说当保护整定时切除相同的元件数，相电压

差动保护整定输出值是开口三角电压的 2 倍，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相电压差动保护比开口三角电压

保护灵敏度高（一倍）的原因，但这是有个前提

的，即电容器组设计方案和技术参数完全保持一

致。

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当 10kV 的电容器组采

用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时，一般设计为单个串段的

形式，此时电容器组每相电容器单元采用 6 并 1

串的布置形式，使用的电容器单元型号为 BAM11/

√3-334-1，内部元件采用 3 串 12 并的形式。此时

保护整定允许切除的元件数为 4，保护整定值为

2.18V。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该型号电容器组，采用

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时，当电容器单元内部损坏 4

个元件时（电容器单元容量损失 11.1%），保护就

动作，而采用相电压差动保护时，电容器单元内

部损坏至7个元件时（电容器单元容量损失18.4%），

保护才动作。由此看来，对于不考虑电网运行环

境引发的恶劣状况（譬如短时过电压或单相接地

可能引起的熔丝群爆、产品爆炸等）时，即元件

缓态过程逐个损坏，开口三角电压的保护灵敏性

是要高于相电压差动保护的。

而在南网，电容器组经常采用双星型不平衡

电流保护的形式，一般设计为单个串段的形式，

此时电容器组每相电容器单元采用 6 并 1 串的布

置形式，使用的电容器单元型号为 BAM11/√

3-334-1，内部元件采用 3 串 12 并的形式。此时保

护整定允许切除的元件数为 4，保护整定值为

115mA。从上述计算表也可看出，当电容器组采用

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时，保护整定的切除元件

数与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方式一致，比相电压差动

保护方式少，灵敏性要高。与开口三角电压保护

方式的整定值（2.18V）相比，采用中性点不平衡

电流保护方式时更易于计量，动作可靠性会更好

一些。

综上所述，在整定分析方面双星型中性点不

平衡电流保护方式最优，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次之，

相电压差动保护最差。

2.3其它常见容量电容器组的整定计算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再以

10kV-8Mvar（配套电抗器的电抗率为 12%）和

10kV-10Mvar（配套电抗器的电抗率为 5%）的电

容器组分别进行保护整定计算，见表 2 和表 3。

表 2 10kV-8Mvar 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整定计算

Table 2 Setting calculation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for 10kV-8Mvar capacitor bank

装置型号 TBB10-8016/334-AK TBB10-8016/334-AC TBB10-8016/334-BL

电容器组三相容量 Q（kvar） 8016 8016 8016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UEX（kV） 6.93 6.93 6.93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IEX（A） 385.57 385.57 385.57

电容器组额定相容压 CEX（uF） 177.10 177.10 177.10

电容器组接线方式 单星型 单星型 双星型

电容器单元是否有内熔丝 是 是 是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8* 4 4 8* 4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1* 2 2 1* 2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4* 2 2 4* 2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9* 19 19 9* 19

放电线圈变比 NU 69.3 69.3 34.7 /

电流互感器变比 NI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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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元件允许过电压倍数 Kv 1.3 1.3 1.3

整定时允许一个串联段中切除元件数 k 2.73 7.52 7.52 2.73 6.79

允许切除元件数取整数后 k* 4 7 7 2 6

一次不平衡电压 UCH（V）/电流 I0（A） 57.91 203.25 203.25 1.611 4.78

二次不平衡电压 U2CH（V）/电流 I20（A） 0.84 2.93 5.86 0.269 0.797

保护灵敏度系数 KLM 1.1 1.1 1.1

保护整定值 UDZ（V）/IDZ（A） 0.76 2.66 5.33 0.245 0.725

表 3 10kV-10Mvar 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整定计算

Table 3 Setting calculation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for 10kV-10Mvar capacitor bank

装置型号 TBB10-10008/417-AK TBB10-10008/417-AC TBB10-10008/417-BL

电容器组三相容量 Q（kvar） 10008 10008 10008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UEX（kV） 6.35 6.35 6.35

电容器组额定相电压 IEX（A） 525.35 525.35 525.35

电容器组额定相容压 CEX（uF） 263.35 263.35 263.35

电容器组接线方式 单星型 单星型 双星型

电容器单元是否有内熔丝 是 是 是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8* 4 4 8* 4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1* 2 2 1* 2

电容器组并联单元数 m 3* 2 2 3* 2

电容器组串联单元数 n 14* 24 24 14* 24

放电线圈变比 NU 63.5 63.5 31.8 /

电流互感器变比 NI / / 6

完好元件允许过电压倍数 Kv 1.3 1.3 1.3

整定时允许一个串联段中切除元件

数 k
4.75 9.49 9.49 4.75 8.58

允许切除元件数取整数后 k* 4 9 9 4 8

一次不平衡电压 UCH（V）/电流 I0（A） 93.84 190.50 190.50 3.882 6.794

二次不平衡电压 U2CH（V）/电流 I20（A） 1.48 3.0 5.99 0.647 1.162

保护灵敏度系数 KLM 1.1 1.1 1.1

保护整定值 UDZ（V）/IDZ（A） 1.35 2.73 5.45 0.588 1.056

从表 2 和表 3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其呈现的规律和 10kV-6Mvar 电容器组基本一致。

3 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配套组器件

根据不同的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方式，须装设不同的配套保护组器件，具体设备差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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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形式不平衡保护的配套组器件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of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forms of unbalanced protection

组器件/保护方式 开口三角电压保护 相电压差动保护 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

放电线圈 3台，双端子型，价格较低 3台，三端子型，价格较高 3 台，双端子型，价格较低

电流互感器 无 无 1 台，双端子型，价格较低

保护继电器 1 组 3组 1组

根据上述组器件配置，并考虑到实际价格，综合而言开口三角电压保护的配套组器件设备最简单、

成本最低，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设备最复杂，相电压差动保护成本最高。

4 其它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还需要考虑电容器（组）

生产工艺所造成的误差、系统电压（电源）的不

对称性、产品实际运行损坏过程等带来的影响。

目前随着多年来电容器原材料、生产工艺和

设备、技术设计水平等的优化和提高，电容器（组）

的容差控制已达到了很好的水平，其中单台电容

器可达到±2%，电容器组可达到±1%，相间偏差

可达到±0.1%，这大大削弱了制造误差对不平衡

保护的影响。再者电网的建设、系统运行和谐波

治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之十几年前电网

系统也有了大幅提升。但这些对于特别容易受影

响的开口三角电压保护而言，仍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容易造成误动作。

前文已经说明过，所有的不平衡保护整定计

算，均是建立在损坏的元件均位于同一台电容器

单元的同一串段上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与产品的

实际损坏现象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每种不平衡

保护均存在着一定的盲区，即对称式地发生电容

器损坏故障，但这在工程实际中是极少出现的。

抛开极少数特殊情况（譬如环境温度过高、熔丝

群爆、产品爆炸等等）不言，对于产品运行时的

换台损坏过程而言，上述整定保护计算分析和方

案是可行，能防止设备故障进一步扩大为事故。

对于 35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容器组，其电

容器单元一般至少采用 2 串，这时开口三角电压

保护基本无任何优势可言，大都采用相电压差动

保护、双星型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对于大容

量电容器组（30Mvar 及以上）会采用桥式差电流

保护，这些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5 结语

对于 10kV 较大容量（6Mvar~10Mvar）并联电

容器组，双星型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方式灵敏

度高、整定值易于计量，应当优先选用。随着电

网系统和产品技术性能的提升，开口三角电压保

护相比于相电压差动保护结构更简单，宜摒弃过

去的缺点和偏见，加以大量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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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音棉在吸收交流滤波电容器振动噪声应用上的研究

李瑾，胡炜，陈娜，朱晓彤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710082）

摘 要：电容器被广泛应用于高压直流系统中，是高压换流站的主要噪音源之一，而电容器塔又由许多单台电容器组成，

单台电容器表面为钢外壳，配有套管，每一台电容器都充满油，内部由许多电容器元件串并联组成，电容器元件的可听

噪声通常是从其底部和顶部发出的，因此本文采用在其底部增加带有吸音棉的隔音罩，以降低电容器的噪音。并对吸音

棉的特性及当吸音棉受潮后对降低噪音的影响进行了试验验证。

关键词：降噪；吸音棉；交流滤波电容器

Research on the Vibration Noise Application of the Absorptive AC Filter Capacitor
LI Jin，HU Wei，CHEN Na，ZHU Xian-dan

( Xi 'an Electric Power Capacitor Co., LTD., xi 'an, shaanxi, 710082 )

Abstract: capacitor is widely used in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noise source of high

voltage converter station, and capacitor tower is composed of many single capacitor, a single capacitor surface as the

steel casing, casing, each a capacitor filled with oil, inside is composed of many components series parallel capacitor,

the capacitor element of audible noise usually coming from the bottom and top, so this article adoption at the bottom

increase with sound-absorbing cotton enclosur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oise of the capacit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sorbent cott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noise reduction after the absorption of the absorbent cotton were tested.

Keywords: reduce noise；sound-absorbing cotton；AC filter capacitor

0 引言

众所周知，噪音主要来源于电应力（电压或

电流）引起的设备机械振动，一般情况电容器的

机械结构有几个固有的谐振频率，如果电应力频

谱中有一个或几个与其一致，振动将会加剧，噪

声增大，另外，由于交/直流转换，会在高压直流

换流站的交流侧和直流侧出现电压或电流谐波，

使电容器产生不同频率和强度的噪音，因此对电

容器的降噪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1 电容器的发声机理

如图 1 所示，电容器元件的每侧均有铝箔，

带电电容器元件的大部分部位受力都是平衡的，

受力不平衡的部位仅是电容器元件的边缘处力 F1

和中间力 F2。由于电容器元件中间薄油层的强度

非常高，尽管中间受力处上下力之间有小的偏移，

但还可以相互抵消，所以电容器元件上的静力仅

为边缘上的力，因此电容器元件的大部分可听噪

声是从其顶部和底部发出的。

图 1 电容器元件的受力

电容器元件组的发声机理与电容器元件类似

它的机械响应由元件组中最初的轴向共振决定，

为一维空间的声辐射，且声辐射主要被限制在与

电容器元件组纵向垂直的平面上，电容器受力为：

dx
dWF 

式中，W—电容器你中储存的能量，单位为瓦（W）

X—电容器极板的距离，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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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容器的储存能量为：

2

2 CUW 


式中，U —施加在电容器上的电压方均根值，单

位为伏（V）；C —电容值，单位为法（F）。

因此，受力可以表示为：

x
CUF

2

2 


若U 为正弦电压，即

)sin(2)( tUtU 

此时，电容器的受力由一个静态力和一个振

荡力组成。如果电压频谱包括几种谐波，声波的

分量会明显增多。

假定电压频谱由基频 f和谐波次数为 n 的谐

波构成，图 2为交流滤波器电容器的简化电压频

谱图.

图 2 交流滤波器电容器的电压频谱示例

图 3 说明了交流滤波器电容器绕组上振动力

的组成，这个力由频率为 f2 、 )1( nf 、 )1( nf
和 nf2 的力组成。

在由电压产生力的过程中，频率发生了变化，

力频谱中的频率数量（ f =0 除外）等于电压频谱

中的频率数量的平方，电容器元件组中的力最终

图 3 交流滤波器电容器的力频谱示例

引起单台电容器钢外壳的振动，因此产生电容会

器可听噪声。

2 吸音棉的材料和吸音机理

吸音棉是一种人造无机纤维。采用石英砂、

石灰石、白云石等天然矿石为主要原料，配合一

些纯碱、硼砂等化工原料熔成玻璃。在融化状态

下，借助外力吹制式甩成絮状细纤维，纤维和纤

维之间为立体交叉，互相缠绕在一起，呈现出许

多细小的间隙。

吸声，是指声波通过媒质或入射到媒质分界

面上时声能减少的过程。

当媒质为空气，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由于

空气质点振动引起的声波随传播距离增加逐渐衰

减的现象，称之为空气吸收。当媒质分界面为材

料表面时，部分声能被吸收，称之为材料吸声。

任何材料由于它的多孔性，薄膜作用或共振

作用，对入射声能或多或少都有吸声能力，具有

较大吸声能力的材料，称为吸声材料（吸声系数

超过 0.2）。

吸声材料的吸声机理：

首先是粘滞性和内摩擦的作用，由于声波传

播时，质点振动速度各处不同，存在着速度梯度，

使相邻质点间产生相互作用的粘滞力或内摩擦力，

对质点运动起阻碍作用，从而使声能不断转化为

热能。

其次是热传导效应，由于声波传播时媒质质

点疏密程度不同，因而媒质温度也各处不同，存

在温度梯度，从而相邻质点间产生了热量传递，

使声能转化为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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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吸音棉的种类和特性

上述两种情况在两种媒质接触面处作用非常

强烈，两种作用中粘滞性是主要的，热传导也有

一定作用。

吸声与大多数其他吸收不同，吸声材料不能

把声音吸出来，声音是一种能量形式，只有它主

动进入耗散的媒质，即吸声材料，他才能起吸收

作用。

3 吸音棉遇潮后对吸音性能的影响

提到吸音棉，它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孔

隙率。孔隙率指多孔材料中孔所占体积与多孔材

料的体积之比。

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吸音棉。单

一材料的固体纤维组成的吸音棉，可以通过称出

样品在空气中的质量 M1，然后浸入液体中，等饱

和后取出样品称重 M2，两质量相减得到液体质量，

进而可以估算出液体体积占样品体积之比，得到

孔隙率。

孔隙率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出，即如果知道

我们所使用的吸音棉的体积，质量，以及吸音棉

所使用的聚酯纤维的固体密度，也可由下式计算

得出：

V
m

P  1

式中，m—样品总质量（kg）；V—样品总体积（m3）；

δ—固体密度（kg/m3）。

现取一块总重量为 3.6kg，整体尺寸为

1220mm×2440mm×8.5mm 的吸音棉，其聚酯纤

维的密度为 1.2g/cm3，根据孔隙率的计算公式，我

们得出现在的孔隙率为 89%。

然后，来做个实验。我们选用的两块此规格

的聚酯纤维吸音棉，按照国家标准 GB/T

20247-2006，采用混响室法测量其吸声系数。①混

响室容积 268m3，地面面积 54m2；②测试仪器：

丹麦 BK4417 型建筑声学分析仪，BK4166 型传声

器，美国 KNG 功率放大器，测试专用扬声器

BK4166，KNG 功率放大器，测试专用扬声器；

③样品面积 2.44m×4.88m=11.91m2；④吸声系数

计算公式：

αs=55.3v(1/Tm-1/T0) /CS

式中，αs：混响室法吸声系数；V：混响室容积 m3；

S：样品面积 m2；Tm：混响室内放入样品的实测

混响时间 s；T0：混响室内未放入样品的实测混响

时间 s；C：空气中的声速 m/s。

C=331.5+0.5t（t 为空气温度）

其在不同频率下的吸声系数如图 4 所示。

项目 聚酯纤维棉 玻璃纤维棉 矿物棉 聚氨酯棉

环保性

便于再利用及焚烧，

不产生微粒子，利于

环保

对人体有害，难以进

行再利用和烧毁处

理，造成环境污染

对人体有害，难以进

行再利用和烧毁处

理，造成环境污染

对人体有害，难以进

行再利用和烧毁处

理，造成环境污染

使用的

简易性

搬运及使用时，不易

破损，便于施工，不

需要保护装备

搬运及使用时，必需

使用保护装备

搬运及使用时，必需

使用保护装备
施工容易

对人体的有害性 对人体无害
长时间使用对身体

有害

长时间使用对身体

有害

燃烧时产生有毒气

体

防水性
易干，材料稳定性

好，保温性能好

遇水不易干，并发生

形变，降低了吸音和

隔热性能

遇水不易干，并发生

形变，降低了吸音和

隔热性能

闭合性结构

耐热性
有机纤维，不产生

火花
不燃性无机材料 不燃性无机材料 对热耐受性弱

耐久性
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不会发生风化现象

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会引起风化现象

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会引起风化现象

外形几乎不发生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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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频率下的吸声系数

其次，从整块吸音棉中剪裁一小块以方便我们

加湿试验。剪裁尺寸为 378mm×185mm×8.5mm，

称重质量为 81.84g，其孔隙率与原来相等，为 89%。

现对该块吸音棉进行加湿处理，用加湿器对

其进行均匀加湿，12 小时后，称重重量为 188.35g，
根据孔隙率的计算公式，我们得出其现在的孔隙

率为 70%。再对其进行吸声系数测量，其结果如

表 1 所示。

图 5 不同频率下的吸声系数

同理，再次对该块吸音棉进行加湿处理， 16
小时后，称重重量为 366.67g，根据孔隙率的计算

公式，得出其现在的孔隙率为 50%，并对其进行

频率和吸声系数的测试，得到以下数据：

图 6 不同频率下的吸声系数

由此可以看出，吸音棉受潮，究其根本，是

对孔隙率的影响，而孔隙率对吸声系数也有很大

影响。

在做孔隙率和吸声系数的关系试验的同时，

分别用同样的吸音棉对电容器 BAM/ 3 -134-

1W 进行降噪试验。即在电容器底部增加一个嵌有

此规格吸音棉的隔音罩，吸音棉与隔音罩紧密接

触，再与电容器底部紧密接触，对电容器施加单

频 1000Hz 加载电压，测试此时距离电容器 0.5m
和 1m 处共 8 个点的 A 计权声压级，将其结果按

照公式进行计算：

LpA=10 lg（1/N∑100.1LPAi）

得到一个此孔隙率吸音棉下的电容器平均声

压级。为此我们得到三个孔隙率吸音棉的电容器

声压级。

在孔隙率影响因素下，孔隙率越高，对应的

吸声系数曲线就会相应提高，高孔隙率的材料更

有利于声波能力的吸收

4 结束语

综合上述试验，得出以下结论：

（1）在 20Hz 到 2000Hz 频率范围内，随着频

率增加，材料的吸声系数呈不断提高的趋势。同

时可以看出，在 500Hz 低频阶段以下，即使孔隙

率不一样，对材料的吸声性能影响不大；

（2）在 500Hz 中高频阶段以上，随着孔隙率

的增加，材料的吸声系数有所提高，影响较大，

这是因为材料的孔隙率主要影响高频声波的吸收，

一般来说，孔隙率越大，材料在高频阶段的吸声

系数就越大，声波被吸收的越多；

（3）对工程而言，需要吸收高频率的声波，

则需要增加材料的孔隙率，如果吸收较低频率的

声波，并保持一定的强度，可以尽量降低材料的

孔隙率。

（4）湿度对吸音棉的吸声性能也有十分明显

的影响。随着孔隙率内含水量的增大，孔隙被堵

塞，吸声材料中的空气不再连通，孔隙率下降，

吸声性能下降，牺牲频率特性也将改变。因此在

做电容器降噪工作时，应注意对装吸音棉的隔音

罩进行良好的密封。

参考文献：

[1]梁小光. 基于Virtual.lab的多孔材料吸声性能仿

真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5.5.
[2]马大猷. 噪声与振动控制手册.［M］. 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2.9.
[3]GB/T 22075-2008. 高压直流换流站可听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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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FC 混合补偿装置在钢模板企业的应用

芦 锋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710082）

摘要：通过对生产钢模板企业的负载进行测试和分析，采用 SVG+FC 进行混合补偿，解决了企

业功率因数低造成长期罚款的问题，通过一个多月的跟踪运行，取得了很好的补偿效果。

关键词：混合补偿、智能混补控制器、SVG

0 引言

无功补偿是改善电能质量的重要手段，如电

网无功供给不足，会使电压损失增大、设备利用

率降低等。乌鲁木齐某生产钢模板的企业，主要

设备为两套钢筋桁架焊接生产线和一套钢模板焊

接生产线，并安装有一套 0.4kV 低压电容补偿柜，

安装容量为 200kvar，采用接触器投切；

钢筋桁架焊接生产线，焊机主要是加工桁架

焊接，主要结构有：上料机构、矫直机构、主机

（包括焊接部分）、下料装置、液压系统、冷却系

统、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钢模板焊接生产线设

备，由输送辊道、电阻焊机（含冷却系统）、控制

系统等部分组成。

桁架机和模板机工作时均为冲击性负载，而

接触器的响应速度跟不上负载的变化，无功供给

严重不足，企业每个月被供电部门罚款 2 万多元。

图 1 负载运行时电压波形

1 补偿原理

1.1 SVG 的基本原理

SVG 的基本原理是将三相桥式逆变电路通过

电抗器并联在电网上，适当调节桥式电路交流侧

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或者直接控制其交流侧电

流，就可以使该电路吸收或者发出满足要求的无

功电流，从而实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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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VG原理图

上图为 SVG 单相等效原理图，将系统看作一

个电压源，SVG 可以看作一个可控电压源，连接电

抗器可以等效成一个线形阻抗元件。下表给出了

SVG 三种运行模式的原理说明。

表 1 SVG 三种运行模式原理

运行模式 波形和相量图 说明

空载运行模式 UI = Us，Isvg = 0，SVG 不输出无功。

容性运行模式

UI > Us，Isvg 为超前的电流，其幅

值可以通过调节 UI 来连续控制，从而连续

调节 SVG 发出的容性无功。

感性运行模式

UI < Us，Isvg 为滞后的电流。此时

SVG 发出的感性无功可以连续控制。

1.2 混合补偿原理

通过智能混补控制器，控制电容器组与 SVG

设备配合，电容柜负责主要无功补偿，SVG 补偿电

容柜间隙，并进行调峰工作，当检测到系统无功

补偿需量时，利用 SVG 响应速度快的特性，SVG 首

先对系统进行无功支撑，同时智能混补控制器控

制电容器组投入补偿，当电容器投切完成后，此

时 SVG 补偿输出即可降低，仅对电容器组的间隙

进行补偿。

当系统无功补偿需量降低时，电容器组呈现

为过补偿状态，SVG 首先输出反向无功进行抵消，

再由智能混补控制器控制电容器组从系统中切除，

同时 SVG 输出反向无功容量逐步降低，通过对阈

值合理的设置，时刻保持系统功率因数最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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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系统无功功率变化而导致过补偿的出现。

2 补偿方案

2.1 补偿容量

根据现场设备工作时的测试数据，按照目标

功率因素 0.95 计算，SVG 设备容量为±225kvar，

单柜采用三个 SVG/75-0.4 模块。

2.2 一次原理图

2.3 并柜安装图

投运前 投运后

图 4 并柜安装图

3 应用效果

图 5 投运后 SVG 运行数据和电容器组运行状态

图 3 一次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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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补运行前功率因数 0.6左右 混补运行后功率因数 0.96-1

混补运行前系统无功功率约 180kvar 混补运行后系统无功功率约 4kvar

混补装置投运后，又对系统进行了测试，测

试数据如图 6 所示，功率因数始终保持在 0.96-1

之间，通过一个多月的跟踪运行，力调电费由罚

变奖，取得了很好的补偿效果。

4 结论

不同的工矿企业负载各不相同，采用各种单

一的补偿方式在运行时会出现各自的缺点和不足，

怎样对各种补偿方式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

消除各自的缺点，对企业安全运行和节能降耗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混补装置结合了 SVG 和常规电

容器组的优点，大大降低了成本，既能满足快速

无功要求，又能满足大容量无功的需求，采用模

块化设计，安装方便，便于维护，安装现场工作

量小，适应了现代配电网对无功补偿的更高要求，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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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心串联电抗器参数及噪音案例分析

郭庆文，侯一欣，韩建翔，高和祥

（西安 ABB 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西安 710021 ）

摘 要：高压并联或滤波电容器中用到的串联电抗器有干式空心电抗器和干式铁心电抗器，近年来电力负荷日

趋多样化，谐波源用户、新能源用户大量入网，电网的谐波状况也越来越严峻，提高电容器及其组件的耐受谐

波电流能力、降低由于谐波引起大的噪音越来越重要，串联电抗器作为电容器装置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电

容器串联起到限制涌流、抑制谐波或滤除谐波作用，其参数设计和试验验证尤显重要；本文主要针对干式铁心

电抗器耐受谐波电流能力参数设计和降低噪音做了研究，供电抗器制造商做产品设计参考；

关键词：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谐波源；串联电抗器；谐波电流；噪音

Case Study of Iron Core Series Reactor Parameters and Noise
（Xi'an ABB Power Capacitor Co., LTD,Xi'an 710021,China）

Abstract: Series reactor in High Voltage Shunt or Filter capacitor application has two types, dry air core and iron core

type. With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diversity power load of Grid, More and more consumers from harmonic

source and new energy enter to power grid，which makes power quality more and more critica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withstanding harmonic current for capacitor installation and their components and to reduce

the noise level. Series reactor is vital component in capacitor installation, which can limit the inrush current during

switch capacitor bank and detune or tune hormonic in power system. Design for reactor parameters and test

verification is significant. This paper is mainly aim at the design of the harmonic current capability of the dry iron core

reactor and noise reduction, which can be a product design reference for reactor manufacturer.

Keywords : High voltage shunt capacitor installation；Harmonic source；Series reactor；Harmonic current；Noise level

0 引言

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是国内电力系统应用最

多的性价比高的无功补偿装置，主要用来改善功

率因数和提高电压质量；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发

展，电力电子设备的大量应用，变压器铁磁性非

线性负载、电弧炉等非线性、冲击性负载谐波源

的用户增多，各类交、直流的换流设备，这些负

载在运行中都会给电网注入一定量的有害谐波，

风电和新能源的大量接入，对电网无功补偿装置

的安全可靠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理对于无

功补偿装置中的主要配件电容器和电抗器的参数

设计和质量控制尤为重要；

目前在电网中的并联电容器装置典型设计中

串联电抗器的电抗率有三种；

（1）只用来抑制合闸涌流者，宜选用额定感

抗为（0.1~1%）Xc的电抗器，Xc是并联电容器组额

定容抗，以下同；

（2）用来抑制五次及以上的谐波者，宜选用

额定感抗为（4.5~6%）Xc的电抗器；

（3）用来抑制三次及以上的谐波者，宜选用

额定感抗为（12~13%）Xc的电抗器；

各个标准对于电抗器的长期过载能力有不同

的规定，而现行执行标准也很多，如 DL 462 -1992,

JB/T 5346-2014, DL/T 604-1996, GB 1094.6, GB/T

50227-2008, GB/T 30841-2014 及国家电网公司输

变电设备技术管理规范的 10kV~66kV 干式电抗器

技术标准。这些标准中过载能力有 1.2 倍，1.3 倍

和 1.35 倍 RSS 电流等，用工频电流试验温升和噪

音或许是没有问题，符合标准要求；从允许倍数

的 RSS 电流可推断出电容器组和电抗器允许更大

范围的谐波电流，看似非常严格。在实际运行中

某些变电站存在谐波，按照国家公用电网的电压

畸变率并未超标，但铁心电抗器的噪音却偏大；

铁心电抗器的设计不同于干式空心电抗器，其噪

音有线包导体电场引起的振动、铁心电磁引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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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装配工艺引起的振动等，最近能源行业无功

补偿和谐波治理装置标委会正在起草《高压无功

补偿装置用铁心滤波电抗器技术规范》标准，本

文也是作者在参与起草标准起草讨论的心的体会，

并结合是正在执行的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电抗器噪

音偏大实际案例中分析研究得出建议。

1 案例分析

1.1 案例背景

某变电站一段母线装有两组 4800kvar 的并联

电容器装置，电抗器的电抗率为 1%，配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容器组配置

装置型号 TBBB10-4800/200AK 额定电流 A 264

单台型号 BAM10.5/√3-200-1 电抗器型号 CKSC-48/10-1

额定电容μF 138.58 额定电感 mH 0.73

额定容抗Ω 22.97 额定感抗Ω 0.23

1.2 现场电压电流实测情况

测量点在投切电容器开关柜处，测量结果如表 2，表 4及图 1 所示。

表 2 线电压有效值

A-B B-C C-A

最小值(KV) 10.46 10.46 10.46

最大值(KV) 10.58 10.58 10.56

表 3 线电流有效值

A 相 B 相 C 相

RMS 最小值(A) 266.5 270.9 269.6

RMS 最大值(A) 269.4 273.7 272.4

基波最小值(A) 265.4 269.9 268.9

基波最大值(A) 267.4 271.9 270.9

表 4 电容器装置电流

电流有效值：A 谐波电流/额定电流 264A

基波 271.9 =271.9/264=1.03 (3%的过流)

5 次谐波 13.9 =13.9/264=5.27%

7 次谐波 26.7 =26.7/264=10.11%

11 次谐波 9.4 =9.4/264=3.56%

13 次谐波 14.5 =14.5/2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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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容器装置电流频谱图

由于现场的管理要求，我们没有测到系统的背

景谐波，无法给出谐波畸变率。根据经验，从流

入电容器的电流频谱看，电压畸变率应该在国标

《公用电网质量》范围内，但 5,7,11,13 次的谐波

电流比较大，与 1%电抗器对 10 次以下的谐波放

大有关，与用户测负荷有关。

1.3 测量噪音情况

1.3.1 电容器组平面布置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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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噪音测量

图 3，图 4 是在现场测得噪音截屏，这里实测

的数据可作为定性分析，供参考，不作为绝对数

值使用，因为现场环境不是非常安静的背景，地

面和墙壁也会都有声音的反射。从噪音表计的自

动分频功能看到结果，见图 3 和图 4，最大噪音的

频率为 630Hz，电抗器处的噪音已高达 82.6dBA，

可在高次谐波电流下（频率 f），电抗器或电容器

电场力（噪声）频率成分有 2f、2n1f、2n2f、（n1±

1）f、（n2 ± 1）f 、（n2 ± n1 ）f 等，可以判断最

大噪音由 5-7 次谐波电流造成；

当噪音声压级超过 70dBA，人的耳膜很难承，客

户要求解决电抗器噪音大问题，在同一个房间还

有一组其他厂家在 2006 年提供的 1%电抗器的

2400kvar 柜式并联电容器装置，此电容器柜安装

在另外一台变压器下面，系统条件不一样，其噪

音比 1%电抗器 4800kvar 的敞开式电容器装置噪

音小；

调查了三家铁心电抗器厂家的设计参数，导

体电流密度和铁心磁场密度设计值接近，因批量

招标中的价格下滑大，制造商都存在成本压力，

图 2 电容器组平面布置图

Figure 2 Layout of capacitor bank

图 3 电抗器正前方围栏处噪音

Table 3 Noise in front of the reactor

图 4 电容器组正前方噪音

Table 4 Noise in front of the capacitor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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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按照国家电网规范和机械行业标准

JB/T5346-2014 要求值选取，如长期运行满足 1.35

倍额定电流 ，1.8 倍额定电流下电感值不小于 95%

额定电感值要求，损耗是折算到 75
o
C 国家电网规

定值，出厂报告中大多数厂家不提供损耗具体数

值；多数厂家电抗器铁心材料采用成本低的无取

向的硅钢片，按照饱和临界拐点磁密约 1.68T，在

额定电流下厂家设计选取磁密约 0.9~0.93T 左右；

1.3.3 电抗器参数设计改进

现场产品的原设计在额定电流 264A 下磁密

0.82T， 按照上述实测谐波频谱，基波和各次谐波

算术和峰值

A

I peak

476

2)5.144.97.269.139.271(





8.12644761 II peak

表面上看谐波含量并没有超过国家标准要求，

而且基波和各次谐波电流的均方根和没有超过电

抗器 1.35 倍的额定电流的过负荷运行条件，当各

次谐波电流和基波峰值在同一相位叠加在一起时，

铁心的磁密已接近铁心饱和临界拐点，此时铁心

的噪音也会增加很多。

铁心电抗器噪音是和导线的载流密度、铁心

磁密、整个产品的装配工艺相关；作为设备集成

商，需对各设备的噪音现状需要改进。首先采用

降低铁心磁密设计，供应商重新设计在额定电流

264A 下的磁密取 0.49T，新设计产品投入运行后，

现场实测噪音取得大幅改善，最大噪音由原来

82.6dBA 将为 68.3dBA，噪音降低 14dBA，噪音主

频率为 400Hz, 主要噪音还是由谐波电流引起的，

如图 5 所示，该并联电容器组接入点处有富士康

工厂，会有少量的谐波流入系统；同时测量了邻

居 1%电抗器的 2400kvar 电容器柜（电抗器柜处）

噪音为 72.3dBA, 最大噪音主频率为 100Hz，该电

容器柜接在另外一台变压器下面，该变压器所带

的负荷没有发现有谐波电流源，噪音主要是工频

电流引起的，如图 6 所示。

1%电抗率电抗器对有谐波源的回路具有放大作用，

分析如下：该变压器下面的负荷有谐波源（富士

康用户），系统的等效电路图如图 7 所示。

图 5 改进后电抗器噪音

Table 5 Noise for improved reacto

图 6 电容器柜电抗器噪音

Table 6 Reactor noise for capacitor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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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谐波电流源为 hI ，并联电容器组的阻抗为

)( CLf XXjZ  ，系统阻抗 SSS XRZ  ,

假设 10kV 系统短路容量 100MVA 时基波下感抗为

1jX S  ，这里忽略阻抗 SR 影响。流经电容器组

的电流 h
fS

S
f I

ZZ
Z

I


 ，设
fS

S
f ZZ

Z
k


 为

电流放大系数，当谐波电流源的中的 5，7,11,13

次流入并联电容器装置，谐波电流的放大倍数如

表 5 下，可以看到 5 次和 7 次谐波分别被放大了

3.3 倍和 1.3 倍，并联电容器组对 11 次和 13 次呈

现低阻抗回路，90%的 11 次和 13 次均流入并联电

容器组。这些谐波使并联电容器装置运行时噪音

增大，且对设备寿命也有一定危害。

2 结论

2.1 各厂家根据自己选取的硅钢片材质实测铁心

饱和临界拐点磁密，然后确定铁心磁密的设计值；

2.2根据标准要求1.8倍额定电流下的电感实测值

不得低于 95%的额定电感值要求，结合干式变压器

设计的经验系数，建议额定电流下的铁心磁密按

照式（1）计算。

0.5)~(0.3
8.1

临界拐点磁密－B  （1）

式中， (0.3~0.5) 是从干式变压器设计经验中得

到，针对电抗器于变压器运行工矿不一样，可以

再讨论。

2.3 对于铁心滤波电抗器或可提供流过谐波电流

频谱的电抗器，设计铁心磁密宜按照基波电流和

各次谐波电流的算术和考虑,且考虑系统电压波

动和电容器组的电容偏差引起的电流增加，建议

在额定电流（工频电流）下的磁密用式（2）计算。

0.5)~(0.3
kkk

临界拐点磁密

311

－B


 （2）

式中，k1 是系统电压波动，取 1.05~1.1 倍，具体

值取决于电容器装置设计时是否考虑一定系统波

动。k2 是电容器组的偏差，取 1.02~1.05， 根据

技术规范要求 k3 是基波电流及各次谐波电流绝对

值和峰值与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RSS 值的比值。




n
n

n
n

I

I
k

1

1
3

2

2.4 对于并联电容器组接入点有谐波源的负荷，应

选用可以滤除谐波或者抑制谐波的滤波电抗器，

可以参照国家标准GB选取4.5%及以上电抗率电抗

器；

2.5 流经大谐波电流的电抗器的铁心宜采用质量

优良的磁密临界饱和高、损耗低的取向型硅钢片。

频次 电容器装置阻抗 Zf(Ω) 假设系统感抗 Zs(Ω) 放大系数 kf

5 -3.48 5.00 3.29

7 -1.69 7.00 1.32

11 0.44 11.00 0.96

13 1.23 13.00 0.91

图 7 系统的等效电路图

Table 7 The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system

表 5 谐波电流的放大倍数

Table 5 Amplification factor of harmonic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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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交流工程用 110kV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研究

刘文 1，李萍 1，秦小荣 1，倪学峰 2，林浩 2 李晓妮 3

（1.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 710200；2.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武汉 430074；

3.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710049）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特高压交流工程的概况，110kV 侧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参数和配置情况，以及电容器

组的安装布置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用 110kV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装置来满足 10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用的并联

补偿装置。阐明该装置在占地面积有限和抗震要求较高地区的优越性，并重点介绍了 110kV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

的研究情况。

关键词：特高压交流工程；110kV 集合式；紧凑化；一体式结构。

Study on 110 kV Collective Shunt Capacitor for UHVAC Engineering

Liu Wen 1, Li Ping 1, Qin Xiao-rong 1, Ni Xue-feng 2, Lin Hao 2 Li Xiao-ni 3

（1. Shaanx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430074, China; 2 Herong Electric Group Co.，Ltd，
Xi’an 710200，China 3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UHV AC project in China, the parameters and

configuration of 110kV side shunt capacitor device, as well as the install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capacitor bank.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presents a 110kV shunt [1] shunt capacitor device to meet the parallel compensation of

1000kV UHV AC proje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device in the area of limited area and high

seismic requirements，an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110kV shunt capacitor is introduced in detail.

Keywords: UHV AC engineering; 110kV collection; compact; integrated structure.

0引言

晋东南-南阳-荆门 1000kV 特高压交流试验

示范工程[1]是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10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全长 640

公里，纵跨晋豫鄂三省，其中还包含黄河和汉江

两个大跨越段。线路起自山西 1000kV 晋东南变电

站，经河南 1000kV 南阳开关站，止于湖北 1000kV

荆门变电站。于 2009 年 1 月 6日正式投入商业运

行，是国家电网公司投运的第一条特高压线路。

2013 年 9 月 25 日，皖电东送 1000kV 特高压

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投运。2014 年 12 月 16 日，浙

北-福州 1000kV 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投运。

2016 年 7 月 30 日，锡盟-山东 1000kV 特高压交流

试验示范工程投运。后续开工的还有淮南-南京-

上海、蒙西-天津南、榆横-潍坊三个 1000kV 特高

压交流工程。

对于 10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用 110kV 并联

电容器装置，系统最高电压为 126kV，接线方式采

用单星型，电容器组采用双桥差不平衡电流保护[2]，

配套 5%和 12%两种电抗率，一般布置采用框架式

电容器成套装置。由于框架式电容器组接线复杂，

电容器塔的重心高，且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因此，

在用地面积有限、抗震要求较高的地区，采用紧

凑化集合式[3]电容器装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并联

电容器装置的抗震性能，解决一些地区征地难及

变电站选址困难等问题。

我国西部地区有些地方地震烈度高，如 1000

kV 雅安至武汉特高压输变电工程-雅安特高压变

电站，距 2013 年四川 4.20 芦山大地震地区比较

近，采用抗震性能好的集合式电容器能够大大提

高装置的安全可靠性。大容量集合式并联电容器

可直接落地安装，同框架式采用多层绝缘框架的

电容器组相比，设备的重心大大降低。并且，相

较框架式电容器装置而言，集合式电容器装置[4]

实现智能化监控相对容易，使特高压变电站无功

补偿场地布置更加优化。更适应电网智能化发展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20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79/52240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35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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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1 110kV框架式并联电容器装置简述

1.1 装置参数配置

根据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配置的需要，借鉴

前期成功经验，招标规定了电容器装置的安装容

量和保护方式，装置采用单星型双桥差电流保护，

满足系统对无功和电压综合控制的要求。在

1000kV 特高压交流变电站中，每台主变下配置 4

组 240Mvar 并联电容器装置（K=5% 2 套、K=12%

2 套）。两种电抗率下相电压和安装容量配置如下：

K=5% 时，相电压为 126.3/√3kV（72.92kV），

安装容量为 240Mvar；K=12% 时，相电压为

136.4/√3kV（78.75kV），安装容量为 240Mvar。单

相 80000kvar，接线为 12 并 12 串，单元电容器容

量一般为 556kvar。电容器组和单元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110kV240Mvar（电抗率 12%）框架式电容器基本参数

电容器组 电容器单元

型号 TBB110-240192/556-AQW BAM6.56-556-1

额定电压 110kV 6.56kV

额定容量（50Hz） 240Mvar 556kvar

额定电容 相电容 41.126μF 41.126μF

额定电流 相电流 1017.07A 84.76A

串联数 电容器单元 12 串 电容器单元内部元件 3 串

并联数 电容器单元 12 并 电容器单元内部元件 24 并

1.2 电容器组的布置方式

电容器组装置的 A、B、C 三相采用双塔结构，

按相分开布置，相间留有检修通道，两个互感器

置于电容器塔两侧，中性点单极接地。电容器周

围用围栏保护。避雷器置于电容器首端，电抗器

置于电容器电源侧，如图 1 所示。

1.3 绝缘台架设计

电容器组采用双塔等高布置，电容器塔由台

架、支柱绝缘子、电容器单元、连接导线、管母

线等组成。塔架底座安装在 126kV 防污型支柱绝

缘子上，层间连接为 35kV 防污型支柱绝缘子。单

相电容器装置高压塔、低压塔均由 3 层台架组成，

每层 24 台电容器单元分两排侧卧布置在热镀锌型

钢台架上，三相共 432 台电容器单元。

绝缘设计采用双塔 6 个绝缘平台，每个绝缘

平台 2 串，2 串中间接固定电位和均压，装置整个

接线为 12 并 12 串，采用桥式差电流保护。110kV

电容器组串联段数多，电容器并联台数多，考虑

到爆破能量的要求，在适当位置断开均压线以予

以保证。

2 110kV集合式并联电容器装置简述

2.1 装置参数配置

借鉴框架式电容器组的成功经验，集合式[10-11]

电容器组按同样配置（K=5% 2 套、K=12% 2 套）

设计。两种电抗率下相电压和安装容量配置如下：

K=5% 时，相电压为 126.3/√3kV（72.93kV），

安装容量为 240Mvar；K=12% 时，相电压为

136.4/√3kV（78.75kV），安装容量为 240Mvar。单

相 80000kvar，接线采用 16 并 8 串，单元电容器

容量为 625kvar，电容器组和单元的参数如表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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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10kV框架式电容器组平面布置图

表 2 110kV 单相 80000 kvar集合式电容器基本参数

集合式电容器 电容器单元

型号 BAMH126.3/√3-80000-1W BAM9.11-625-1

额定电压 126.3/√3kV 9.11kV

额定容量（50Hz） 80Mvar 625kvar

额定电容 47.891μF 23.971μF

额定电流 1097.1A 68.61A

串联数 电容器单元 8串 电容器单元内部元件 4 串

并联数 电容器单元 16并 电容器单元内部元件 17并

2.2 电容器组的布置方式

集合式电容器的特点是占地面积小，抗震性

能好，接线简单，安装维护方便，而产品安全可

靠性的提高则为集合式电容器设计的重点。电容

器装置采用新型电容器单元、多平台分级绝缘电

容器装置与 GIS 管道化连接技术，实现特高压交

流工程用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紧凑型结构设计，电

容器组布置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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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10kV集合式电容器组平面布置图

装置由组合开关、油浸铁芯电抗器、集合式电

容器（内置互感器）、插拔式避雷器、GIS 管道组

成，占地面积较框架式电容器装置减少 50%左右，

抗震强度高，呈一体化、紧凑化布置。

2.3 电容器组的一次接线图

一次接线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一次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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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容器组的保护和耐爆

2.4.1保护计算

保护计算如表 3 所示。

表 3 保护计算单

故障电容

元件数（k）
故障段元件电压

y （%）

故障单元电压

d （%）

一次不平衡

电流值（mA）
二次不平衡

电流值（mA）
与固有不平衡

电流比值

1 104.78 100.16 132 66 1.6

2 110.04 100.33 277 139 3.37

3 115085 100.52 438 219 5.32

4 122.32 100.73 617 309 7.5

5 129.54 100.97 817 409 9.93

6 137.68 101.23 1042 521 12.66

7 146.90 101.54 1297 649 15.76

8 157.45 101.88 1588 794 19.30

9 169.64 102.28 1925 963 23.39

10 183.86 102.75 2318 1159 28017

11 200.69 103.30 2783 1392 33.82

12 220.91 103.96 3342 1671 40.61

13 245.67 104.77 4027 2014 48.94

14 276.67 105.79 4884 2442 59.35

15 316.62 107.09 5988 2994 72.76

16 370.07 108.84 7465 3733 90.71

17 445.22 111.30 9543 47725 115.96

从表 3 保护计算单中可以看出不同故障元件

数情况下，元件电压的变化值和不平衡电流值。

而在装置设计过程中电容器组的保护定值按表 4

保护整定的建议取值确定。当电容器组过电压为

1.16Un时，内部故障元件数 k 为 3，设备报警，保

护定值为 179mA，可靠系数为 4.366；当电容器组

过电压为 1.22Un 时，内部故障元件数 k 为 4，设备

跳闸，保护定值为 264mA，可靠系数为 6.439。

电容器组保护
[12]

可靠性较高，满足了装置的设计

要求。

表 4 保护整定单

保护

类型
延时（s）

元件过电压

倍数

故障

元件数

保护整定值

（mA）
初始不平衡

二次值
可靠系数

报警 10 1.1585 3 179

41

4.366

跳闸 0.2 1.2232 4 264 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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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耐爆计算单

耐爆计算单如表 5 所示。

表 5 耐爆计算单

一 装置型号及参数

型号：TBB110-240000／80000-AQW（5%）

接线方式 桥差保护

电容器单元串联台数／臂：N 4

电容器单元并联台数／相：M 16

电容器单元并联台数／接台架分支：M1 2

电容器单元并联台数／未接台架分支：M2 2

单台电容器容量（kvar） NQ 625.00

二 计算

击穿点能量最大值（kJ）：W 11.851

100
1

21
)21(21.1 




 NQ
MMMNM
NMMMW

三 结论

击穿点注入能量小于 15kJ，电容器的耐爆能量能满足要求。

从耐爆计算单可以看出，击穿点能量最大值

为 11.85kJ，小于标准规定的 15kJ，电容器组满

足装置的标准要求。

3 110kV单相 80000kvar集合式并联电容器

3.1 概述

110kV 单相 80000kvar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13-14]

型号为 BAMH126.3/√3-80000-1W（以 5%电抗为

例），电容器由芯体、变压器油、绝缘件、内置 CT、

外壳、出线套管、储油柜、二次接线、端子箱组

成，包括压力、温度、瓦斯继电器等非电量参数，

外形类似于变压器，外壳加装散热器利于散热，

并设计有爬梯，以方便维护检修，整体全绝缘落

地安装。外形图如图 4 所示。参数如表 6 所示。

表 6 BAMH126.3/√3-80000-1W 技术数据

型号 BAMH126.3/√3-80000-1W

额定电压 126.3/√3kV

额定容量（50Hz） 80 Mvar

额定电容 47.891μF

额定电流 109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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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AMH126.3/√3-80000-1W 集合式电容器外形图

3.2 电容器的特点

（1）安全可靠

①.单元电容器浸渍剂为苄基甲苯（M/DBT）

绝缘油，苄基甲苯是一种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抗氧化性和低凝点，有优异的电性能与电寿命等

特性的高温合成导热油。作为热载体应用于工业

生产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

②.单元电容器采用内熔丝保护和内置放电电

阻，以保证可以可靠开断、隔离故障元件。为了

消削电容器的最高电位的极板边缘的电场畸变，

器身设有屏蔽，以保证电容器的安全可靠运行[15-16]。

③.壳体结构及密封对接、芯子主体使用材料及

连接紧固都要经受温度和受力突变的模拟考验，

稳固牢靠。

（2）安装简单

集合式电容器采用全绝缘结构，外壳直接接

地，安装简单方便。

（3）维护方便

该产品属于全密封结构，不需要对油进行定期

检测。外绝缘采用加强防污型瓷套，爬电距离裕

度大，减少了日常的维护量。

3.3 芯体部分

3.3.1 芯子组成

芯子部分由电容器单元、框架、绝缘件、铜

连接线、内置 CT 组成。芯体共 4 个绝缘平台，每

个平台包括上下两个串段，串段由若干全密封的

小单元电容器电气连接组成，在两个串段中间固

定电位，绝缘平台底端设有绝缘垫块，作为电容

器主绝缘。芯体中电容器单元头对头侧卧布置，

芯体上、中、下绝缘垫块点式布置，增加油隙，

实现油循环畅通，利于芯体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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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10kV集合式电容器芯体部分

3.3.2 集合式电容器热的分析

温度对电容器的运行可靠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电容器的绝缘介质必须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能

保持良好的绝缘性能，通常温度超过80℃时，绝

缘薄膜和绝缘油的性能会显著下降，一方面导致

电容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降低了电容器的运行

可靠性。电容器寿命与温度大体表现为“8℃规则”，

即正常运行的最高温度为70℃，电容器内部最热

点温度每升高8℃，则电容器的寿命就缩短为原寿

命的一半。对于集合式电容器解决其散热问题尤

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对电容器在不同工况下的温

度场进行仿真及试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对于集

合式电容器的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应用流体力学有限元仿真软件 Fluent 建立其

三维温度场仿真模型，对其温度分布进行仿真，

为指导电容器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建立仿真

模型之前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些简化和基本假

设，集合式电容器结构复杂，内部器身由小单元、

框架、连接片、螺栓等组成。在仿真之前必须进

行一些简化，以减小计算量，缩短计算时间。根

据集合式电容器结构特点以及本文所关心的研究

内容对集合式电容器仿真模型做简化和假设。

在集合式的设计上，外壳通过侧壁折弯和加

装散热片后，通过仿真计算，集合式电容器散热

满足标准的要求。

3.4 外壳部分

电容器大外壳采用钟罩式设计，借鉴变压器

外壳设计。盖面、底板和壳体采用装配式，用橡

胶条密封；侧壁连续折弯，保证了散热和强度需

求；侧边装有可拆卸式散热片，尺寸满足运输和

起吊的要求。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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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10kV集合式电容器外壳部分

3.5 电容器的抗震仿真计算

计算方法依据 GB 50260-2013《电力设施抗震

设 计 规 范 》。 用 通 用 有 限 元 软 件

PATRAN/NASTRAN 对 110kV80000kvar 集合式电

容器装置结构建立了有限元模型，然后进行了静

力计算，抗震性能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该装

置结构在各种工况下的强度和变形情况进行了验

算。

3.5.1 电容器结构及简化后的模型

由集合式电容器结构设计图纸及相关参数，

采用 PATRAN 建立该电容器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有限元模型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图 7 集合式电容器结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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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芯子组件有限元模型

该有限元模型将绝缘垫块、外壳上下底板、

外壳法兰、电容器框架、横垫和绝缘油采用实体

单元表示，外壳壁、外壳底部支座、框架结构、

芯子底板、芯子底部支座、储油柜和散热片等采

用面单元表示，芯子底部支撑横梁、上部套管、

储油柜支撑架和散热片支撑结构采用梁单元表示。

忽略螺栓连接刚度和焊接刚度，将其均视为刚性

连接。

3.5.2 静力计算

3.5.2.1 静载荷作用下结构的变形

在重力、覆冰、活载荷和风载荷作用下结构

的变形如图 9 所示，计算表明：最大位移出现在

外壳壁和储油柜上，X 向来风最大位移为 2.58mm，

Y 向来风最大位移为 2.4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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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集合式电容器静力载荷作用下结构位移图：（上）X向风；（下）Y向风

3.5.2.2 集合式电容器结构静力作用验算结论

该电容器装置在自身重量、覆冰，活载荷、

风载荷、油压等载荷作用下，钢框架和芯子底座

最大应力值为 93.3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2.51；外

壳壁和法兰最大应力值为 93.2MPa，最小安全系数

为 2.52；外壳上下底板最大应力值为 27.3MPa，最

小安全系数为 8.61；储油柜支架最大应力值为

7.82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30.1；底部支座最大应

力值为 32.9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7.14。即上述结

构部件的安全系数均大于静力强度规定的许用安

全系数 2.5，因此，该集合式电容器结构在静力载

荷的作用下是安全的。

3.5.3 地震波时程激励计算的结论

在重力、风载荷、油压和地震波（最大加速

度，X 方向为 0.4g，Y 方向为 0.34g，Z 方向为 0.26g）

作用下，计算了电容器装置各部件的最大应力值，

得到以下结论：绝缘垫块最大应力值为 31.3MPa，

最小安全系数为 5.56；钢框架和芯子底座最大应

力值为 120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3.92；外壳壁和

法兰最大应力值为 125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3.76；

外壳上下底板最大应力值为 36.5MPa，最小安全系

数为 12.9；储油柜支架最大应力值为 71.9MPa，最

小安全系数为 6.53；底部支座最大应力值为

141MPa，最小安全系数为 3.33。上述部件的安全

系数均大于要求的安全系数 1.67，即绝缘垫块、

钢框架和芯子底座、外壳及其上下底板、储油柜

支架和底部支座满足抗震强度要求。因此，该集

合式电容器结构整体抗震强度性能满足要求。

3.6 运输和安装

集合式电容器本体除去散热片、出线套管和

储油柜等配件后进行整体运输，现场就位后，安

装附件，进行注油即可投入运行。

4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数字控制技术、

通信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内外

智能电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智能化变电站自动

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现智能化变电站全部的自

动化功能,还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攻关解决。智能

化变电站用电器设备向紧凑型、模块化、组合化

型式发展。智能化、集成化、网络化、可靠性、

可维性、环保性等成为智能电器发展的主流。大

容量集合式成套装置正是在智能电器发展基础上

开发出来的全新一代无功补偿装置。它革命性地

改变了传统无功补偿装置占地过大和抗震性能差

的结构模式，配套温控、压力释放、瓦斯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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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从设计源头降低产品运行噪音，选用性能

稳定的无污染材料加工生产，更好地满足智能化

系统的需求。使新一代特高压无功补偿设备具有

补偿效果更好、功耗更低、体积更小、节约成本

更多、使用更灵活、维护更方便、自动化水平更

高、抗震性能更好的特点，适应了现代电网对无

功补偿的更高要求。

110kV 集合式并联电容器装置是全新的设计

理论，适应 10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并联补偿的要

求。其配套电容器、电抗器、电流互感器、GIS 等

特高压设备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项技术还要

行业专家和广大技术人员进行商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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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容器的局部放电研究

姚妍君，王刚，孙晓凤，肖果，贾征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200）

摘 要：电容器的局部放电对其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运行经验证明，元件的损坏往往是由于局部放电的发展

而引起的。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产品的局部放电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简述局部放电的原理及在电容器工

艺制造中影响局放的主要工艺环节。

关键词：电容器；局部放电

Study on Partial Discharge of Power Capacitor

YAO Yan-jun，WANG Gang，SUN Xiao-feng，XIAO Guo，JIA Zheng

（Herong Electric Co., Ltd，Xi’an，710200，China）

Abstract:Partial discharge of capacitor has great influence on its service life. Operation experience proves that,damage

to the element is often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al dischar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partial

discharge of the produc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partial discharge and the main process

links affecting partial discharge in capacitor manufacturing are briefly described.

Keywords:capacitor；partial discharge

0 引言

高压并联电力电容器可以改善电压分布、提

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且安装简单、维护

方便，在电力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1]。随着科学技

术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电能的需

求日益增长，促使电力系统的规模不断扩大，电

压等级不断提高，对电力电容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其它电力设备相比，电力电容器的重要特

点是介质的工作场强特别高[2]（国内 50～60MV/m，

国外 65～70 MV/m），而局部放电特性是决定电

容器产品工作场强的重要因素[3]。

1 局部放电的概念

由于受到绝缘介质质量、工艺条件以及生产

环境等因素的限制，高电压电容器绝缘内部无法

避免的会存在电场分布不均与缺陷（如液体介质

中存有气泡、固体介质中存有气隙等）。而当局

部固体绝缘沿面上的场强或者气隙气泡达至一定

限值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局部放电”。一般而

言，局部放电不会立即引起绝缘的穿透性击穿，

不会马上就形成贯穿性通道；但长期积累下来，

将会逐步扩大绝缘的劣化损伤，最终导致整个绝

缘击穿或者沿面网络[4]。

虽然现在并联电容器大都采用平行板铝箔做

电极，聚丙烯薄膜做介质，极间电场强度基本上

是均匀的。但是在皱褶处、电极边缘、连接线、

套管等处以及制作工艺中不可避免地带入个别杂

质、气泡等的地方可能出现电场集中，特别是在

运行中的过电压作用下，局部放电都可能发生，

甚至进一步发展[5]。

2 极间局部放电原理

极间绝缘是电容器的主要工作部分，是串联

的所有元件的电极间介质的总和，承担着电容器

的工作电压，同时起着储存能量的作用[5]。

由于聚丙烯膜的透气性很差，薄而且柔软，

在静电场作用下，容易使内部紧贴，在真空抽注

过程中，仍难免会有气泡残存在膜与膜、膜与铝

箔之间。极板的折边处也因厚度增加而使油的浸

入及气体的排出更不容易[5]。还有压紧系数对气体

的排出和油的浸入也有一定影响。所以残留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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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场强下更容易畸变电场，容易发生局部放电。

由于局部放电脉冲的局部能量很高，会导致元件

局部发热，同时局部放电对电介质有较强的腐蚀

作用，使膜加速劣化，介电强度明显下降。运行

经验证明，元件的损坏往往是由于局部放电的发

展而引起的
[5]
。

3 极壳局放原理

极对壳绝缘主要由多层绝缘纸组成的外包封

和浸渍剂组合而成，与单元的外绝缘同是电容器

的绝缘支撑
[5]
。

由于极对壳的电场分布是不均匀的，电场集

中的部位易出现局部游离现象，使浸渍剂产生气

泡或浸渍剂中残余的水分汽化而形成气泡，加上

某些杂质具有较高的导电性，都将使气泡带有较

高的场强和较低的介电强度，外包封绝缘能有效

地阻止气泡游离与导电性强的杂质形成电极与外

壳之间的导电桥
[5]
。但是局部放电仍然会发生，也

会引起油温的局部上升。

4 影响局部放电的工艺环节及解决措施

4.1 元件卷绕

合理调节元件卷绕机的张力及速度，保证卷

制的元件平整、皱纹少，避免压扁后元件内部形

成 S 形、树形皱纹及死皱等。其次，聚丙烯薄膜

在制造及卷制过程中会存在静电，静电会吸附空

气中悬浮的质点，将其带入元件内部，在元件承

受电压时容易击穿[5]。另外元件卷绕完成后，员工

会将绝大部分元件最后几圈整理整齐，并放入托

盘，这样不可避免地将手中的杂质、汗渍带入元

件中，影响元件的质量，这些都是影响电容器极

间局放的重要因素，情况严重的会在元件耐压阶

段引起元件立即击穿。因此，卷绕车间的净化度、

温度及湿度必须满足工艺要求，卷绕工在操作时

必须佩戴专业手套，质检人员应加强检查。

内熔丝产品需套元件盒及粘熔丝，在套元件

盒时，操作人员应佩戴手套，保持元件盒干净卫

生，避免灰尘等杂质随着人手进入元件盒及元件

内部，同样，粘贴内熔丝工位也需保证干净卫生，

避免在粘贴过程中将杂质顺着元件盒底部进入元

件，影响芯子质量。

4.2 元件压装

元件经卷绕、套元件盒、粘熔丝后，进入压

装工序，压装时须保证绝缘纸板干净，在压装过

程中可能由人手或者其他附料件引入杂质，这些

杂质基本上大部分都会暂时留在元件的表面，到

了浸渍工序就会有一部分杂质随浸渍济进入元件

内部，但仍有部分杂质会留在元件表面。这样在

电容器工作时，若外表面杂质先放电就可能会在

元件表面形成由外向内的击穿点，如图 1 所示。

若内部杂质先放电就可能会在元件内部形成由内

向外的击穿点，如图 2 所示。

图 1 由外向内的击穿点 图 2 由内向外的击穿点

4.3 芯子引线 对芯子进行焊接时，助焊剂及金属焊料液滴

不可落入元件及芯子内部，锡焊完毕时，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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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金属焊料屑及残留的助焊剂，焊接完成后的

芯子，连接铜带应光滑平整，无毛刺。

4.4 电容器装配

芯子引线及检验合格后，会进行绝缘包封、

装壳及焊盖。引线完成后，应尽快检验并包绝缘

包封装壳，以免芯子长时间放置吸潮及积尘，影

响产品质量。

焊接套管尾线时，不可将锡渣掉入芯子内部，

应保证连接处光滑无毛刺，焊接完成后，应及时

擦除剩余松香。

焊盖时，注意遮挡注油孔，以免锡渣落入电

容器内部，影响产品质量。

4.5 真空浸渍

真空干燥浸渍处理是电容器生产中的关键工

艺，对产品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其目的就是排

除元件和箱壳中的水分和空气。然后用合格的浸

渍剂在真空状态下灌注浸渍，填充芯子及箱壳的

空隙，改善局部放电特性和散热条件，从而提高

电容器的电气性能[5]。

若制造过程中存在工艺上的缺陷如浸渍不充

分，存在杂质、气泡等，则运行中会发生局部放

电，导致绝缘老化，极大缩短其使用寿命，影响

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6]。例如：（1）低真空阶段

时间太短，没有分阶段逐渐提高真空度。这样过

快的提高真空度，会使芯子温度过快下降而影响

水分的蒸发[5]，从而影响电容器的电气强度，电容

器的局部放电电压下降。（2）注油温度对局放的

影响，若在高真空阶段后期温度没有降下来就注

油，温度较高，铝箔和薄膜会由于热膨胀导致它

们之间的缝隙变小，并且会加剧薄膜的溶胀，使

得浸渍剂进入层间的阻力增加，造成浸渍不良的

现象[5]。从而造成电容器的电气强度下降，电容器

的局部放电电压下降。

5 结论

对电容器单元采用合理的设计及完善的生产

工艺，可以有效地控制杂质及气泡的进入，改善

电容器局部区域电场过于集中的状态，降低局部

放电水平，并提高局部放电起始电压及熄灭电压。

在运行过程中，电容器会受到系统过电压的

冲击，此时元件会发生局部放电现象，但只要过

电压状态持续时间不长，电容器回到正常运行状

况时，局部放电消失，对电容器的绝缘损伤并不

大，不影响电容器长期运行，则局部放电是可以

允许的。即只要电容器的局部放电熄灭电压高于

允许的稳态过电压规定值时，电容器可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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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微电子技术和永磁真空开关的高压智能电容器

王济伦 1，鹿宇 1，刘坤 1，刘瑞多 2

（1.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200； 2.河北省电力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要：高压智能电容器是把过零投切的永磁真空开关、高压电容器、控制器、测电容电流的电流互感器、甚至

电压互感器紧促的置于电容器壳内与智能控制器结合为一体，俗称高压智能电容器。它结构紧凑，看起来和通

常的一台高压电容器一样，它使用无线电流互感器，根据线路负荷的无功功率大小自动过零投切电容，起到无

功补偿的作用，它具有完善的数据处理和 GPRS 上网“四遥”功能。它的体积小，无高压配电柜，重量轻，可

单杆室外安装，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无功补偿、智能电容、无线电流互感器、永磁机构、真空开关

High-voltage Intelligent Capacitor based on Modern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and Permanent Magnet Vacuum Switch

Abstract: Intelligent high-voltage capacitor is the zero switching permanent magnet vacuum switch, high voltage

capacitor, controller, measuring the capacitance current of current transformer, voltage transformer and compact in

capacitor shell and intelligent controller is integrated, commonly known as intelligent high-voltage capacitor.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mpact structure, looks like a high voltage capacitor usually, it uses wireless current transformer,

reactive power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load automatic zero capacitor, plays the role of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it has perfect data processing and GPRS access function of "four remote". Its small size, no high

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cabinet, light weight, can be a single pole outdoor installation, i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intelligent capacitor, wireless current transformer, permanent magnetic

mechanism, vacuum switch

1 高压智能电容的特点

高压智能电容不是简单的高压电容器和真空

接触器的集成组合，而是综合考虑各个部件的特

点，集成后的可靠性优于分散组装柜式的补偿装

置，寿命更长，故障率更低。就以“合容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在西安）监制，合阳电气制造有限公

司的生产的产品为例（国家专利 2015 2 0761711.0），

来加以分析。

原理示意图如图 1 所示，UA 、UB、 UC 为高

压进线；TA 为电容测量微型电流互感器，为计量

与过零分闸用；KM 为永磁真空接触器，三相是独

立的永磁操作机构，以适应过零投切电容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相控开关； C 为三相高压电容器，为

了保证电容器的寿命，它的耐压比普通电容器提

高了 30%；TV 是特制的电压互感器为控制器提供

电压数据和为过零合闸提供参数，并为永磁操作

机构储能电容器充电，由于开关操作并不频繁，

因此 TV 的容量很小。J 为密闭型航空插头座，是

二次电流和电压及合、分闸线圈的进出线端口，

五者皆放在电容器油箱内，使得接线容易，绝缘

问题得以很好解决。因为整体高压器件都放在油

箱内与外界隔绝。还由于采取了以上安全可靠措

施，它的使用寿命要比普通柱上高压补偿柜的还

要长，重量更轻。外观如图 2 所示。

2 永磁真空接触器 永磁真空接触器三相采用独立机构，水平传动结

构，尽量减少中间环节避免过多的连接造成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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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结构简单，机械精度高，可靠性好，框架

为高强度复合绝缘材料压铸成型，独特的调节方

式方便精准调节行程。

图 1 高压智能电容器原理示意图 图 2 高压智能电容器外观

永磁真空接触器的合分闸时间的稳定性，决

定了过零投切电容器的准确性，它的加工精度非

常重要。

有的公司使用油开关，或油转换开关是不行

的，虽然称永磁开关，但不一定是真空开关，否

则开关会使油分解出氢根瓦斯、爆炸造成安全隐

患，规程是不允许的。希望用户特别关注智能电

容器的开关。

3 智能控制器

智能控制器是智能高压电容器的控制核心，

它采集无功补偿需要的所有参数，诸如系统电压、

电流、功率因数等进行处理，完成无功功率计算

及各种电气参数记录，自动控制电容器过零投切，

还可通过 GPRS 无线上网进行远距离监测和控制。

原理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控制器原理框图

3.1 过零投入电容

过零投电容，由智能控制器软件控制，可避

免非过零产生的巨大的冲击电流（可达 100 倍工

作电流）对电网造成的不稳定影响。过零投切可

省略减低冲击而使用的笨重的电抗器。

投入条件为电容器放电接近 0，采用 AC 相电

压为“0”时，预测提前合闸时间，投 AC 相开关。经

过 90 度电角度合 B 相开关。原理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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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压过零合闸波形图

当 AC 电压过零前，Uac 压差为 0，预测开关

动作时间提前合闸，开关合好应是 AC 电压过零时

刻，电流无冲击。

当过 90°后，Ucb≈+0.866Um , Uab≈-0.866Um

如果此时 B 相合好闸，则 B 相电压对 X 轴为

零 ， Uac 中 点 对 X 轴 电 压 Uac 中

=Ucb+Uab=0.866Um+（ -0.866Um）=0，则 Ub 与

Uac 中之间的电压也为零，此时 B 相合上闸也无冲

击。在发出 AC 相合闸脉冲后 5ms（90°）再发 B

相合闸脉冲是合适的。据国外和国内的试验证明，

合闸误差不易超过 8 个电角度，即 0.45ms 冲击是

不大的。

3.2 电流过零切除电容

根据二次电流过零，预测提前时间分闸，采用

特别控制手段，防止分闸时重燃。

3.3 过零合闸和分闸的自适应控制

合分闸时间会受外界温度、开关老化的诸多因

素的影响，因此控制软件具有自动校正误差并记

忆，是自适应控制过程。高压无功补偿合分闸间

隔时间一般要大于 5 分钟，电容器放电电压基本

为 0。基于电容器放完电，才能根据上述原则过零

合闸。

3.4 合闸和分闸储能电压稳定控制

合闸和分闸使用电容储能电源，它直接影响

合分闸时间的精度，它的稳定很重要。合闸和分

闸储能电源是分立的，以便保证万一合闸后保护

动作可以迅速分闸。储能电源用电阻分压反馈给

单片机，随时快速调节储能电压。

3.5 完善的保护功能

电压保护：保证在系统电压高于电容器的允

许值时，切除电容器退出运行，当电压低于开关

的动作值时不操作，免得开关不正常工作。

过流保护：当电容器故障电流超过定值时，

迅速切除电容器，具有反时限功能。

断相保护：当系统或开关断相时，退出运行。

掉电保护：当系统停电，依靠储能电容器的

能量马上切除已投入的电容器。

谐波保护：当系统出现超过定值的谐波电压

时，退出运行，以免对电容器造成危害。

防投切震荡措施：按无功电压投切，不按功

率因数，延时定值可以设定（5-275 分）。

3.6 GPRS 无线上网远距离监控

通信采用 GPRS 无线上网的方式（备有光纤通

信接口），可以用个人电脑或手机远方监测智能电

容器的运行情况。包括遥测、遥信、遥控、设置

参数，俗称“四遥”。观看当前运行情况，三个月的

滚动历史整点记录， 150 条随机发生的滚动事件

记录（包括合分闸操作、保护动作情况、系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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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电时间等）。

4 无线电流互感器

线路电流采样，使用开启式无线电流互感器，

（国家专利 2016 2 0506821.7），安装方便，不用

往下引二次接线。它使用的载波频率为 433（315）

MHz 工业频段，不用申请频点，编码调制发送电

流数字信号，并同时传送相位信息。无线 TA为自

供电方式，唤醒电流小于 5A，由于限制了无线电

发、收部件的功率和灵敏度，采取了严格的编码

校验措施，因此在 100 米之外，不会干扰其他设

备和被干扰。无线电流互感器的关键技术是相位

5 优化补偿容量及安装位置选择

5.1 高压线路柱上无功补偿智能电容器组选择

由于目前柜式高压补偿不仅体积大，而且很

重，都采样双杆架构，一个安装点多为多组电容

器，安装复杂。这样不符合“分散补偿”的原则，造

成无功电流不能正常流动，节能效果差。

高压智能电容器体积小、重量轻、集成度高，

采用单杆三脚架架构，安装像原先安装固定电容

一样十分简单，虽然一个安装点具备安装多组电

容的功能，但建议采用一个安装点安装最多两组

动补和一台静补，多点分布方式，这样补偿效果

好，安装成本在相同容量的情况下不会提高。

的检测形成功率因数及低功耗设计，这涉及到专

利内容，不便论述。实体图如图 5 所示。

5.2 补偿容量及安装位置最佳选择

如果一条线路负荷均匀分布，只安装 1 组电

容器，则无功补偿度“2/3”、且安装于“2/3”线路处，

即所谓双 2/3 原则，其造价和补偿效果均佳。无功

补偿的是指安装的电容器容量与实际的整个线路

所缺的感性无功容量之比，无功补偿度应小于 1，

否则会出现过补。现将不同安装组数时，电容器

的最佳安装位置的效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智能电容器不同安装组数及安装位置的效果

电容器

组数

电容器安装位置 最佳

补偿度

降低损耗

百分数（%）第 1组 第 2组 第 3 组

1 2/3 - - 2/3 88.9

2 4/5 2/5 - 2X2/5 96.0

3 6/7 4/7 2/7 3X2/7 98.0

注：（1）这里的损耗是指线路损耗，不是线损；

（2）这个表格适用于线路负荷分布比较均等

的情况下，如果线路负荷分布严重不平衡，要在

每个负荷集中的前面安装智能电容，要灵活掌握；

（3）安装位置指从变电站到安装点的距离与

整条线路的比值。

5.3 整体安装示意图

图 6为具有两组高压智能电容器整体安装图，

两组之间的连结包括通信线和储能电压线。通过

航空插头座及电缆完成。联结十分简单方便。

图 5 开启式无线电流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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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智能电容器整体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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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

胡凌涛，田阳阳，董红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200)
摘 要：描述了静止型无功补偿器的基本原理，对其系统组成及相互作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组成、基本原理、控制保护系统

Talking about Static Dynamic var Compensator
Hu Ling-tao, Tian Yang-yang, Dong Hong 1

（Herong Electric Co.,Ltd. Xi’an 710200,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 describes static type wattles compensator.The system composition and interaction are

described。

Keywords: constitute、basic principle、Control and protection system。

0 引言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和用电负荷的不断

增长，电力系统中的非线性负荷越来越多，尤其

是大型电弧炉、大型风机、重型提升设备、电力

机车等不断接入电网对电网电压、功率因数、电

网谐波等关系电能质量方面的指标产生负面的影

响，从而使电力系统中的电能质量问题日益突出。

静止型无功补偿器广泛应用于电压调整、改

善电压水平、减少电压波动、改善功率因数、抑

制电压闪变、平衡不对称负荷，配套使用的滤波

器能吸收谐波，减少谐波干扰。

1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基本原理

FC+TCR 型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主

要由三部分构成：FC 滤波器、TCR 晶闸管控制电

抗器和控制保护系统。FC 滤波器用于提供容性无

功功率补偿及谐波滤波，TCR 晶闸管控制电抗器

用于平衡系统中由于负载的波动所产生的感性无

功功率。通过调节晶闸管触发角的大小，控制流

过电抗器的电流达到控制无功功率的目的。高压

动态无功补偿 SVC 装置根据负荷无功功率的变化

情况，改变电抗器的无功功率(感性无功功率)。即

不管负载的无功功率如何变化，总要使二者之和

为常数，这个常数等于电容器组发出的容性无功

功率的数值，使取自电网的无功功率为常数或为 0，
即：等于常数（或为 0）。最终使得电网的功率因

数保持在设定值，电压几乎不波动，从而达到无

功补偿的目的，以抑制负载波动所造成的系统电

压波动和闪变。

2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系统组成

图 1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系统组成

（1）静止型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高 压晶体管阀装置：接受来自控制系统的信号，改

滤波器滤波器滤波器///固定电容器固定电容器固定电容器

空心电抗器空心电抗器空心电抗器

阀冷却系统阀冷却系统阀冷却系统

晶闸管阀组晶闸管阀组晶闸管阀组

接入接入接入变压器变压器变压器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系统

断路器断路器断路器

http://dict.baidu.com/s?wd=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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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晶闸管触发角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无功补偿电

流。先进的阀体压制技术、卧式安装结构紧凑、

运行可靠维护工作量少。

（2）静止型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全

数字智能控制系统：实时计算电网无功，控制晶

闸管触发角的大小，进而控制补偿无功功率的大

小。采用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的控制系统，

可靠性高、实用性强。

（3）静止型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电

容器及滤波装置：向系统提供容性无功，并抑制

流经系统的谐波，提高功率因数。电力电容器为

组架式安装，自然冷却。滤波电抗器为空芯干式，

自然冷却。

（4）静止型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补

偿电抗器：提供系统所需要的感性无功功率，稳

定负载冲击所产生的电压波动。空芯干式，上下

双线圈，自然冷却。

（5）采用密闭纯水循环冷却系统，PLC 控制

压力、湿度、温度等。

3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控制保护

系统

图 2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控制保护系统

3.1同步单元

（1）同步单元用于产生调节单元精确触发

TCR 晶闸管阀组所需的同步脉冲。

（2）同步单元测量 TCR 晶闸管阀组两端的电

压，并经过滤波电路和比较电路得到精确的同步

信号。

3.2调节单元

（1）执行预先设定好的控制策略，计算 TCR

晶闸管阀组的触发角度。

（2）执行 SVC 的顺序控制，完成 TCR 及滤

波器设备的投入或退出。 完成对 TCR 的保护，确

保 TCR 的安全运行。

（3）监控单元

监控单元包括主监控单元以及辅助保护两部

分。

主监控单元是整个 TCR 装置的核心，其主要

功能是：

 通过 CAN 总线巡检调节运算单元，就地

控制单元及站控单元，监视其工作情况；

 通过RS485总线与六个阀检测单元通讯，

巡检阀状态，并监视阀检测单元的工作情况；

 执行其它装置内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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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 SVC 各支路开关状态，并根据开关

状态判断跳合闸逻辑、联跳逻辑、合闸闭锁逻辑

等。各支路开关状态通过 CAN 总线发往就地工作

站和站控，并以之作为各种命令是否有效的判断

依据；

 采集 TCR 电流与 SVC 的母线电压，实现

TCR 之路过压、欠压、过载、过流、电流速断保

护；

 辅助保护作为主监控的保护后备，执行

以下功能：

 监视主监控 CPU 的状态，当主监控 CPU

停止工作时闭锁 TCR 主回路；

 监视 SVC 母线同步电压，当该电压异常

时闭锁 TCR 主回路；

 监视监控机箱电源，当该电压低于正常

时退出 TCR 装置；

 反应紧急退出按键，发出紧急时退出

TCR 装置命令。

（4） 阀基电子单元(VBE)

 接收调节单元输出的触发信号(对应晶闸

管触发相位) 编码成触发脉冲信号输出至 TE 板；

 接收 TE 板的回报脉冲信号，并读取其中

包含的

 BOD 和阀状态信息，以实时监测 BOD

动作情况和晶闸管元件的状态；

 BOD 频繁动作保护功能和阀故障保护功

能；

 向调节单元上报阀组的 BOD 和阀状态信

息；

（5）通讯管理单元

（6）TCR 支路保护装置

（7）滤波器支路保护装置

4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器（SVC）系统优点

（1）采用光电触发方式、高电位板高压取能、

晶闸管 BOD 保护，系统抗干扰能力强，保护可靠。

（2）可针对用户的需要，设计采用不同冷却

手段的阀体。

（3）晶闸管阀组采用卧式设计、设备紧凑、

运行可靠、维护工作量少。

（4）监控系统采用一体化工作站，提供友好

人机界面。

（5）控制方式灵活，可实现三相同时控制、

分相控制及三相平衡化等多种控制方式。

（6）多功能自动化接口，具备远方操作和自

动化系统接口功能，可以实现无人值守。

（7）模块化设计，对几兆至几百兆装置均可

提供一体化的构造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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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压自愈式并联电容器质量控制

马 峰

（天津威斯康电能补偿系统有限公司 300380）

低压电力电容器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之中，

用于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功率因数等。其涉及供、

配电部门和几乎所有行业的工矿企业 ，因此面广

量大。低压电容器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质量得

到了很大提升，已经从第一代油浸式发展到了现

在的充气式无油化的小型电容器，外观也从单一

的方形电容器转向圆柱形铝外壳电容器，其质量

和国外的法兰克，西门子，施耐德等产品可以相

媲美。

我国电力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地区特

别在南方一些地区，电容器制造厂家如雨后春笋

般的发展起来，为我国的电容器发展和无功补偿

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近几年电容器在市

场方面的低价格竞争，各个制造厂家为了生存不

得不在原材料选购和质量控制方面降低了要求，

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和发展空间。在农网改造过

程中，低价位的电容器被大量采购，很多农网改

造工程验收完毕后很少投入使用，出现的质量问

题并不突出，但在工矿企业和机车船舶，大型商

场，楼宇等场所出现的问题不少，加上多数地方

都有谐波治理，电容器，电抗器串并联搭配，谐

波治理没有做好，反而降低了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因此电容器各种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漏油，发热，

鼓肚失效，功率因数提不上去，甚至因防护不利，

出现燃烧的严重问题，其形势令人担忧。

众所周知，影响电容器使用寿命的外部因素

主要有温度、电压、谐波、涌流等。并联电容器

与大多数电容器不同，一旦投入就连续在满负荷

下运行，仅在电压和频率变化时，其负荷才有所

变化。首先并联电容器易造成从电源到产品安装

处电压升高，谐波的存在会使电压升高，在轻负

荷时，电容器端子上的电压可能特别高，因此，

电容器是在比额定电压高得多的电压下运行。其

次对电容器的运行温度应予以注意，因为这对电

容器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相关文献指出，

电压升高 10%，寿命降低一半。金属化交流电容

器具有自愈功能，当电容器运行时，由于绝缘介

质中存在杂质、气隙等弱点，在电场作用下被击

穿形成短路释放能量的瞬间，使其周围的金属层

达到很高的温度而蒸发，又恢复了绝缘介质的绝

缘性能，电容器仍可继续运行。但是，自愈不充

分、过度自愈或瞬间的连续放电过程，轻者会使

其电容量大大下降，严重的能使电容器失效。因

此，电容器的安装应便于以对流和辐射来散发由

产品损耗所产生的热量，并且要根据使用环境来

选用不同温度类别的电容器。

由于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电容器在使用过

程中才出现各种投切方式和保护措施，目的就是

避免涌流，过电压，过电流，谐波和温度等影响

其使用寿命的不利因素的产生，更好的改善电网

质量。同时，电容器生产厂家不应该为了在市场

中的商业低价竞争而放松了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下面结合现在低电压自愈式电容器的生产工艺，

谈谈在设计和制造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首先是金属化膜工作场强的选择和元件设计。

常规电容器的工作场强一般选择在 50VAC/µm 左

右，滤波电容器的工作场强还要更低。现在国内

所产聚丙烯薄膜的击穿场强一般在 300 VAC/µm

左 右 ， 而 聚 丙 烯 金 属 化 膜 的 击 穿 场 强 在

250VAC/µm 左右，并且适合选择渐进方阻金属化

膜，不但可以提高金属化膜的耐压，而且从电容

器容量 C＝ε×ε0×S/d 公式可知，在介电常数ε（ε0

为真空介电常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相同容量

和耐压值的电容器，达到减小产品体积和降低成

本的目的。边缘加厚，有助于金属极板和喷基层

有效接触，提高抗涌流的能力，内部方阻的提高，

提高了金属化膜的自愈性能。有些厂家为了降低

成本，工作场强都高于 75 VAC/µm，而选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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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小厂的聚丙烯薄膜，使用后果大家可想而知。

现在大多数厂家都使用的是Φ9mm 的芯轴，元件

直径一般在 55mm 左右，这样有利于因损耗产生

的热量及时散掉，减少老化击穿的机率，前几年

刚刚发展起来圆柱形电容器时，有些厂家的元件

直径达到了 100mm，结果没有考虑散热问题，导

致电容器热击穿而早期失效，带来了很大损失，

所以在散热不利或防爆机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宜

采用多元件设计。

元件卷绕机过程要保持恒定张力，否则膜层

间容易产生空气隙，导致局部放电或击穿。经验

可知，当膜上施加张力较小时，膜的伸长率很小，

而且弹性伸长，当张力大于 1.4g/µm 时，PP 膜产

生不可逆的伸长，若继续加大张力，膜的伸长将

造成金属化层的破坏，甚至拉断，因此每µm 厚，

每 mm 宽 PP 膜的卷绕张力为 0.6g～1.4g,一般取

1g/µm*㎜。

其次要控制好喷金的质量。喷金的主要目的

是焊接导线将极板电流引出，它的主要特点是涂

层是层状结构，物理性能有方向性。微粒淬冷时

会产生收缩，因而有一定内应力，一般采用多次

喷涂，每次喷涂厚度不超过 0.2 mm。涂层化学成

份不均匀，往往含有氧化物。涂层是撞扁的微粒

互相镶嵌、叠积而成，所以喷金层是多孔结构。

喷金层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电容器的质量。通过

解剖失效的产品来看，很多是因为焊接导线不合

格，造成焊点脱落。还有因为喷金层不牢固，产

生翘边，喷金层从元件上脱落，电容器金属部分

损耗多产生于此。

喷金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①调好

气体流量、送丝速度、电弧电压、电流、喷枪、

喷件移动速度，使这些参数保持恒定。②元件上

端面到喷枪喷嘴距离为 20～40cm，过近易烫伤元

件，过远易氧化，附着力差。③喷枪应垂直于元

件表面。④注意严格控制压缩空气中的水份、油

份。⑤喷金温度不可以过高。⑥采用纯锌丝或锡

铅合金喷涂。⑦控制喷金层厚度。⑧控制好元件

卷绕时错变量和端面平整度。检查喷金层好坏的

主要方法是进行元件充放电试验，900VDC 充电，

然后短路放掉，若 tgδ变化明显，则喷金层有问题。

图 1 喷金层脱落

第三，在整个制造过程中要注意元件和半成

品在热定型、真空处理的工艺和露空时间。严格

控制电容器的真浸工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介质

损耗和金属部分、局部放电等损耗的存在不可避

免的产生热量造成电容器的损坏。热定型、真浸、

导线焊接等工艺的严格执行，就能减少各种损耗

的产生，避免电容器自身损耗过大，造成热击穿

失效。现在因为全自动卷绕机的使用，在张力控

制、错边、端面平整等方面控制的比较好。重点

控制放在了热处理、真浸和焊接几个工序。主要

目的是在真空和加热状态下最大限度地排除电容

器元件及外包绝缘材料等部分的水份和气体，并

且在高真空下让真空浸渍剂填充外壳内的空隙，

以提高电容器的电气性能，保证喷金层和导线焊

接良好，减少金属部分损耗。

由于元件卷绕很紧，油、蜡等不可能进入内

部，只能从两个喷金层面进入较浅一段距离，因

此容量没有多大变化，只起到了防潮和增加介质

边缘抗电强度的作用。不要选择溶涨作用大的液

体浸剂料，如电容器油、十二烷基苯、二芳基乙

烷等，若浸剂料对聚丙烯膜的溶涨作用大，则造

成喷金层的连接松驰、接触电阻变大、tgδ增加、

发热损坏。注意真浸温度、时间和真空度。电容

器生产工艺流程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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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容器生产工艺流程表

电容器在长期的电压作用下，介质内部发生

不可逆的物理、化学等一系列变化，导致介质性

能逐渐恶化。击穿电场强度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

降低，这种过程称为电容器老化。由于其介质的

老化现象引起电容器的热击穿或电击穿都称为电

容器的老化击穿。如液体介质中含有水分，水是

介电常数ε很大的极性液体，它所承受的场强比周

围液体低。在强电场作用下极性分子取向排列，

从一极向另一极延伸时，在两极板之间形成“小

桥”，如图 2 所示。缩短了极板之间的距离，当“小

桥”连通两极板时，沿“小桥”通过的漏电流大，

附近液体发热生成较多的气泡发生碰撞游离，这

时击穿将在较低电压下发生。

图 2 液体介质中气泡形成的气泡链

介质中的尘埃杂质，有导体或半导体性质，

在外加电场作用下，发热产生气泡，当气泡形成

气泡链时即导致介质击穿。因此除去介质中的水

分和空气至关重要。

电力电容器因为容量大或工艺要求等，多数

元件需要焊接用导线连接起来，所以焊接导线工

图 3 液体介质中水分形成的导电链

艺非常关键，焊接不好，往往导致电容器金属部

分损耗增大，发热严重而造成热击穿。所以对焊

接工艺必须要求严格。

（1）.焊点表面平整、光滑，焊点位置应落在元

件中心距边缘的 1/2 处；

（2）元件的焊点根据产品元件容量的大小，焊

点的面积不小于 5mm2，元件容量过大时，可以增

加焊点的面积（或数量），在同一焊点不能重复进

行焊接，若第一次焊接不良，允许另选点焊接。

（3）每个焊点的时间不得超过 3 秒钟，焊接元

件时特别注意手法，铬铁与元件之间的夹角为

400～350，焊接时焊锡丝充分熔化，有一定的流动

性，焊接不能堆焊，禁止虚焊、假焊。

（4）焊点应能承受沿引线方向 49N 拉力。

第四防爆系统的设计和要求。电容器在运行

中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元件自愈不成功而发

热击穿，会产生大量气体，造成电容器壳体膨胀

鼓肚，如果不及时把电容器从电网中切除，很容

易造成电容器爆炸，引发火灾，所以电容器本身

都带有防爆功能。椭圆形及方壳等老式产品的防

爆技术基本成熟，现在圆柱形产品在防爆上沿袭

了 CBB 电容器的一些防爆做法，结果不是十分理

想，技术有待提高。在选择防爆导线时，选的过

细不耐大电流，太粗拉不断，起不到防爆作用。

现在有的厂家使用电焊机焊接导电防爆杆，由于

焊接点的牢固程度和焊接质量不一样，防爆效果

也不理想。无奈之下都提高了灵敏程度，但导致

误动作发生，给客户增加了使用成本。

工艺阶段 真空度 Pa 温度℃ 保持时间

预热 大气压 常温

加温 大气压 85±2℃

抽真空 ≤20Pa 80～85℃ 2h

注蜡 ≤20Pa 82～87℃ ≥0.5h

抽真空 ≤20Pa 82～87℃ 1h

回蜡出罐 大气压 0.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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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圆柱形产品防爆示意图

国外有些电容器生产厂家在防爆设计上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例如，有的是顶盖防爆和壳体拉

伸结合，有的在防爆拉线杆上加上了 V 型切口，

还有的串联上热熔丝等。再者为了让防爆结构起

到作用，顶盖封口一定要合格。通过解剖部分厂

家制造的电容器来看，封口达不到要求，电容器

出现故障时，防爆线没断开，顶盖已经裂开，出

现漏油爆炸现象。

图 5 电容器顶盖翻边大小和材质厚度都可以影响防爆效果。

图 6

现在，随着电力电容器的广泛应用，电容器

的投切、过电压、过电流抑制谐波等都采用了过

零投切，增加了过电流继电保护器等，避免了外

部因素对电容器的影响。各个电容器制造厂商应

该努力提升电容器自身质量，不能一味的降低成

本而忽视工艺控制。低价位竞争毕竟是短期效益，

未来的发展需求一定是要走上中国制造之路，高

质量高技术的电容器产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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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并联电容器外壳爆破能量试验用样机制作方法探讨

赵 洋 1，魏乾坤 1，刘小平 2 李银虎 1，杨冬 1，李新民 1，薄明亮 1，薛亚娟 1，张晓艳 1

（1.陕西正泰电容器技术有限公司，咸阳 712000；2.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 201614 ）

摘 要：本文对高压并联电容器外壳爆破能量试验进行探讨，介绍外壳爆破能量要求和样机设计生产，特别是

针对元件的电击穿方式进行了重点阐述，进行分析不同厂家聚丙烯薄膜耐电强度及不同刺穿方式导致的元件形

态，供有关人员探讨。

关键词：并联电容器；外壳爆破能量试验；元件；电击穿；耐电强度

Temperature Class Test for High Voltage Shunt Capacitors Used in The Egyptian Market

ZHAO Yang，WEI Qiankui，LI Xinmin，BAOMingliang，XUE Yajuan，ZHANG Xiaoyan

(Shaanxi Chint Capacitor Technology Co.,Ltd.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Whole film of high voltage parallel capacitor shel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st of blasting energy, introduces

the shell blasting energy requirements, design and prototype production, mainly elaborated, especially the way electric

breakdown, and analyses different manufacturer polypropylene film caused by electric strength and different ways of

piercing element form, for the relevant personnel.

Keywords:shunt capacitor; shell burst energy test; element; electric breakdown; electric strength

0 引言

高压并联电容器是一种高效的节能电器，通

常不需要太多维护。但是近年来正在运行的高压

并联电容器突然发生箱壳爆裂，从而引发严重二

次事故的事例仍有发生。这就不得不引起广大高

压并联电容器使用用户及研究、设计、制造、运

行等部门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关切（1）。在 IEC

60871-1:2014附录C中C.4.2电容器外壳的型式

试验在考虑之中（2）；在 DL/T 840-2016 第 6.3.4

条特殊试验项目中列出外壳爆破能量试验，且在

第 5.16 条中提出全膜电容器外壳所能承受的爆

破能量应不小于 15kW·s。第 6.2.22 条中规定试

验方法：即选 3台电容器进行试验，用测量波形

的方法实测注入故障电容器内部的能量，试验后

电容器套管、箱体应无破坏、无开裂、无渗漏油
（3

）；在新修订的 GB/T 11024.1-2019 中也明确特

殊试验项目包含外壳爆破能量试验，且全膜电容

器外壳所能承受的爆破能量应不小于 15kW·s，

试验方法按 DL/T 840-2016 中的规定（4）；在 DL/T

1774-2017 标准中明确了定义、试验等事宜，包

括试样要求、试样数量、试验方法、试验回路及

要求、试验测量系统要求、注入能量计算方法、

放电参数及能量调整、试验的判据以及试验报告

应包含的内容（5）。为验证公司生产的高压并联电

容器是否可承受不小于 15kW·s 的爆破能量，

因此进行样机试制，并送往国家电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进行试验。

1 样机要求

样机结构要求：除故障电容器元件极间绝缘

预置破坏外，试样结构、材料、工艺等均应按正

常产品生产备置。对内熔丝电容器，试样内熔丝

应去除或金属短接（5）。

故障预埋方式：故障电容器元件应采用电击穿

方式备置，一个串联段内的并联元件只允许预置一

个故障电容器元件。对串联数在3串联段及以下的

电容器，每个串联段应各预置1个故障电容器元件；

对串联数在4串联段及以上的电容器，靠近套管第

一个串联段应完好，不放置故障电容器元件，其他

串联段各预置1个故障电容器元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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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数量：试验数量为3台，由于需要一台样

品兼作放电参数调整用，试样数量不宜少于4台
（5

）。

2 样机设计

因外壳耐爆能量试验为特殊试验，可采用替

代单元进行，试样单元与替代单元的外壳尺寸间

偏差应满足：1）长度、宽度：-10%～+10%；2）

高度：-20%～+20%（3）。结合公司市场所需确定

选择型号 BAM11/√3-334-1W 进行样机设计，生

产数量 4 台。

BAM11/√3-334-1W 样机设计时选择 4 串 13

并结构，靠近套管的第一个串联段完好，不放置

故障电容器元件，其他三个串联段各预置 1 个故

障电容器元件。无熔丝、无电阻。如图 1 所示。

且故障电容器元件采用电击穿方式备置。除以上

特殊点外，其他生产所用材料、工艺等均同正常

产品。

图 1 BAM11/√3-334-1W 样机设计选择 4串 13 并结构

其中故障电容器元件电击穿方式备置过程中

试验人员采用不同方式所得元件状态不同，另一

方面检测了不同厂家膜的耐电强度，为供应商选

择提供依据。在 IEC 60871-4:2014 附录 A 中以及

GB/T 11024.4-2019 附录 A 中分别提到电击穿元件

的三种方法，其中第三种方法是将单元中一个元

件的小部分去掉并用耐电较弱的介质替代，例如：

将膜-纸-膜介质割下 10cm2～20 cm2,用两层薄纸代

替。借此试验人员在进行电击穿元件时分别采用

以下方法。

根据图纸要求使用厚度为 13μm 聚丙烯薄膜，

介质层数为两层；按照设计图纸要求调整好其他

参数，当元件卷绕一半时停止卷制，分别采取 1-

切口法，2-针孔法，3-划痕法三种方法进行元件破

坏，如图 2 所示，继续卷制剩余的圈数。卷制后

的元件进行耐压测试。其中切口法是指将聚丙烯

薄膜去掉 4cm×4cm；针孔法是指将聚丙烯薄膜用

直径 0.5mm 针戳孔；划痕法是指将聚丙烯薄膜进

行 3-4cm 左右的划痕。

图 2 切口法，针孔法，划痕法三种方法进行元件破坏

（1）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在单层聚丙烯薄膜上进行，所得元件耐压值见表 1。

（2）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在双层聚丙烯薄膜的叠加位置同时进行，所得元件直接短路，通过耐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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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元件松软自动剔除。

（3）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在双层聚丙烯薄膜上

错开位置进行，所得元件耐压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元件耐压值

膜层数

破坏方法

单层膜 双层膜

切口法 6kV 7kV

针孔法 8kV 8kV

划痕法 8kV 7kV

从表 1 中可看出，三种不同的方法单层与双

层针孔法、划痕法，元件击穿强度平均在 8kV，内

部绝缘介质破坏越小，元件的耐压强度越高，针

孔破坏击穿点释放的能量越大。单层切口法元件

耐压强度低，且易击穿。

采用三个不同厂家的聚丙烯薄膜，且采用切

口法在单层聚丙烯薄膜上进行，所得元件耐压值

如表 2 所示。

表 2 元件耐压值

从表 2 中可看出，三个厂家薄膜均使用单层切口

法，A，B 厂家薄膜耐压强度均在 6-7kV，C 厂家薄

膜耐压强度在 9kV，C 厂家薄膜耐压强度高于 A，B
厂家，说明 C 厂家薄膜耐压强度高。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压并联电容器外壳爆破能量试

验样机设计生产以及元件的电击穿方式的不同方

式选取，确定了在单层聚丙烯薄膜上采用切口法

获得元件的电击穿比较准确，并以此制作样机，

在国家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了外壳爆

破能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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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厂家 耐压值（kV）

1 A 6

2 B 7

3 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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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电容器组抗震性能的仿真和试验验证

许伟，姚一峰，许盛琰，薛冠军

（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司，无锡 214112）

摘 要：本文以一种结构的换流站塔式电容器组为例，介绍了使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来进行抗震仿真分析

的方法，以及采用模拟地震波频谱振动平台进行真型振动试验的事例。

关键词： 塔式电容器组抗震；ANSYS 仿真分析；真型振动试验

0 引言

换流站的塔式电容器组采用由绝缘子支撑

的多层塔架式结构，高度达到 9～15m 左右，与

其它电力设备相比抗震性能要求比较高。因此

换流站电容器组的抗震设计是装置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进行抗震性能的验证是抗震设计的

重要环节。能够方便、快速、有效的对塔架结

构的抗震性能进行验证，有助于缩短设计周期,

把电容器组的设计成本控制在最有效和经济的

水平。

早期由于很多电容器厂家不具备相关能力，

需委托第三方院校或科研单位进行抗震性能验

证，费时、费力、费钱。近些年随着国家特高

压建设项目的发展，企业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和

人才培养的投入，目前已经具备自主进行抗震

性能验证的能力。

一般进行构架的抗震性能验证方法主要有

理论计算、软件仿真和真型实振试验三种。在

某项工程的电容器组抗震设计中，可结合其构

架特点、以往设计经验，选择其中的若干方法

进行抗震性能的验证。

本文介绍了我公司采用 ANSYS 有限元分析

软件对电容器组进行抗震仿真分析验证，与在

模拟地震波振动平台进行真型振动试验取得的

数据比对的事例，说明了采用 ANSYS 有限元分

析软件中仿真建模、各参数选择上，与电容器

组实际达到的抗震性能的符合性，希望与广大

读者进行探讨和交流。

1 验证的对象和涉及的工具介绍

本文抗震性能验证的对象为某换流站项目

用 TBB500-576288/667-AQW 型电容器组中的电

压等级 252kV 电容器塔式结构。该结构含底柱

为 7层结构，底层以上每层 24 个电容器单元（每

个电容器重 125kg）螺栓固定于槽钢框架上。塔

底层为 8 根双节瓷绝缘子支柱，层间瓷绝缘子

均为 4 个。塔式结构的高度为 9.386m，平面尺

寸为 2.5mx3.7m，重约 35t。通过抗震设计能够

耐受水平加速度峰值为 0.4g 的地震影响。接下

来通过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来仿真和真

型振动试验来验证其抗震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

求。

仿真使用的是一款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方

便的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软件 ANSYS。它

是一款有限元分析(FEA)软件，可以用来求解结

构、流体、电力、电磁场及碰撞等问题。目前

ANSYS 与 AutoCAD、SolidWorks 等 CAD 软件

实现了数据的共享和交换，使得采用 ANSYS 用

于电容器塔抗震设计越来越简单和便捷。

真型振动试验系统采用重庆大学振动台实

验室 MTS6.1m×6.1m 地震模拟振动台。其主要

性能指标为：工作频率 0.1~50Hz，标准负荷 60t，

最大倾覆力矩 1800kN·m ，最大偏心力矩

600kN·m，台面最大加速度：X 方向±1.5g（标

准负荷），Y 方向±1.5g（标准负荷），Z 方向±1.0g

（标准负荷）。试品的试验数据采集系统为 NI

公司高速动态采集仪，其通道数 128，采样频率

100Hz-100kHz。加速度传感器为 Endevco 加速

度计（量程±10g）和 Lance 加速度计（量程±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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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验证过程

使用 ANSYS 进行建模和仿真主要包括三

个模块：前处理，分析计算和后处理。电容器

组抗震验证仿真的过程，就是依据已经基本完

成的电容器组的塔式结构和部件参数，在

ANSYS 中按顺序完成这三个模块的相关内容。

2.1 前处理

使用 ANSYS 对电容器塔式结构抗震性能

仿真的前处理步骤，就是结合对电容器塔塔式

结构的理解，通过实体单元、壳单元、梁单元

等单元来构建简化了的电容器塔式结构模型，

并对各结构的材料属性进行设置的过程。

图 1 为本次仿真的换流站电容器组的塔式结

构经前处理建模和网格化后的有限元模型图。

图 1 有限元模型图

其中：对于结构中的主要支撑部件——绝

缘子在建模的时候采用梁单元的代替，并设置

了相应截面的数据和梁单元的长度；绝缘子与

电容器框架连接用螺栓，采用布尔运算中的粘

接命令进行结合处理。为了接触关系的设定，

在梁单元与实体单元结合处采用刚性梁单元进

行配合关系的等效绑定，同时可以减少后续网

格划分时候网格的数量。

一般情况网格的划分采用实体单元→壳单

元→梁单元的顺序。之后根据抗震要求定义初

始边界条件，对相应位置进行固定。

2.2 分析计算

为了满足快速设计需求，一般认为电容器

组主要结构在震动过程中发生的形变是线性变

换，采用 ANSYS 可分别进行模态分析、地震反

应谱计算来研究电容器塔式结构的抗震性能。

（1）模态分析。

电容器塔式结构在地震过程中的反应是由

地震动态特性和结构动态特性两个方面决定的。

电容器组塔式结构的无阻尼自由振动频率和相

应振型是其重要的动力特性，也是反应谱分析

的基础。本文采用 ANSYS 中的 Block Lanczos

法进行求解，并尽可能提取出处于地震动卓越

频率段(1～10Hz)内的模型所有固有频率。

图 1 有限元模型图所示结构在 X、Y 方向的

基频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X方向基频 图 3 Y方向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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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反应谱计算。

按照经验，采用反应谱分析方法进行抗震

设计计算得到的结构，对地震的响应和实际地

震时候的反应更为近似。

进行地震反应谱计算时首先要设定阻尼比，

这对电容器组的抗震性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由于结构和材料阻尼机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不同结构和设备的阻尼比差异较大。通过研究

我们发现电容器组绝缘子的电瓷类设备的阻尼

比离散性比较大，试验结果表明多介于 1%～5%，

因此地震反应谱计算时参照 GB50260-2013《电

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的建议，阻尼比取值为

2%。接下来要确定计算所需要的水平地震影响

系 数 。 仿 真 的 电 容 器 组 塔 式 结 构 采 用

GB50260-2013《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的 0.4g

地震进行设防，计算地震作用的水平地震影响

系数可根据场地指数、场地特征周期和结构自

振周期按照下列①～④计算：

当 1.00  T 时， max
2 )

1.0
40.040.0()( 





t （1）

当 gTT 4.0 时， max2)(  t （2）

当 gg TTT 5 时， max2)()(  

T
T

t g （3）

当 65  TTg 时， max22 )](2.0[)(  
gTTt  （4）

式中： )(t 是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max 水

平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T 是结构的自振周

期； gT 是特征周期，根据现行《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设定电气设施所在地反应谱特征周

期为 0.35s，在此基础上延长 0.05s， gT 取 0.40s。

通过上式计算，仿真采用的反应谱的曲线

如图4所示。

图 4 反应谱曲线图

2.3 后处理

通过后处理中的操作项可提取出电容器组

塔式结构塔固有频率、各部位等效应力，可用

于确认抗震设计结果、指导电容器组抗震设计。

本次仿真的电容器组在水平加速度 0.4g 的

振动过程中，承受应力最大的位置在电容组底

层绝缘子根部，承受的最大应力大约 30MPa。

根据绝缘子可承受的破坏应力为 65MPa 计算，

安全系数为 2.13，大于规范中安全系数 1.67 的

要求。经仿真验证该电容器组的抗震设计满足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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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验证过程

将真型电容器组安装在可以真实地制造各

种形式地震波的模拟振动台上进行振动试验，

能够直观的了解电容器组在地震作用下的破坏

机理，验证电容器组的抗震性能，所以是目前

研究电容器组抗震性能最直接也是较准确的试

验方法。

为了验证 ANSYS 仿真仿真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制造了与仿真对象完全相同的电容器组实

物，并组装在地震模拟振动台上进行了真型抗

震试验。实振的电容器组和电容器组上安装的

（a）加速度和位移测点、（b）应变测点如图 5

所示。

图 5 真型抗震试验电容器组和安装的测点

试验过程分别采用人工加速度时程波和白

噪声波对电容器塔进行振动和测试动力特性。

其中：标准时程波采用规程推荐的标准反应谱

所生成的标准人工加速度时程，并作为台面的

振动输入波；白噪声波为频率 0.5~50Hz，加速

度峰值 0.075g，持续时间为 70sXYZ 三向白噪声

扫频。

通过真型振动测试，电容塔式结构（采用

MA7 的测点数据）X 向和 Y 向的基本频率 f1

和 f2 如表 1 所示。

表 1 结构MA7点 X向和 Y向的基本频率

工况 f1(Hz) f2(Hz)

振动前 2.625 2.875

加速度 0.1g 的时程波振动后 2.625 2.875

加速度 0.4g 的时程波振动后 2.375 2.875

ANSYS 仿真结果 3.0846 3.2598

通过真型振动测试同时验证，0.4g 人工加

速度时程波振动过程中的最大应变位于电容器

组最下底部绝缘子支柱的根部，最大应力值和

安全系数与 ANSYS 仿真结果比较接近，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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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容器组最大应力分析

工况 台面加速度峰值/g 试验折算最大应力/MPa 破坏应力/MPa 安全系数

0.4g -0.32/0.38 34.12 65 1.90

仿真值 0.4g（仿真值） 30.43 65 2.13

4 结语

（1）通过 ANSYS 仿真与真型实振试验，

较好验证了电容器组抗震性能能够满足设

计要求；

（2）通过对比发现，ANSYS 仿真与真型

实振试验测试的结果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但仿真的结果对电容器组抗震性能设

计的优化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

还可以通过提高建模精度、用实振数据优化

建模参数等方式来提高仿真效果。

（3）使用 ANSYS 进行仿真的优势就在

于，所创建的“虚拟电容组抗震试验”可在很

大程度上接近或者替代实际抗震试验过程，

提高实振试验一次成功的概率，减少实振试

验的次数，有效降低企业的试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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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电容薄膜可卷绕性研究

储松潮，束长青，潘毓娴，黄云锴，吴建章，胡志坤，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 244000）

摘要：结合电容薄膜常规性能测试，测试了 BOPP 电容薄膜的粗糙度、摩擦系数和雾度等性

能参数，并与国内外不同产品进行了对比。提出改善 BOPP 电容薄膜的摩擦系数提升薄膜可

卷绕性控制参数和方法。

关键词：BOPP，电容薄膜；可卷绕性

Study on the Winding Property of BOPP Capacitor Films

CHU Songchao, SHU Changqing, WU Jianzhang, PAN Yuxian, HUANG Yunkai, HU Zhikun

(Anhui Tongfeng Electronics. Co., Ltd)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BOPP capacitor films, such as roughness,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Haze, were tes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erformance test

of capacitor film, and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fil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trol

parameters and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BOPP capacitor films

to improve the film windability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BOPP ; winding property; capacitor film

0 前言

BOPP 电容薄膜广泛应用于交流电机、家

用电器、电力电容器等电子领域，国内现有

40 余条生产线，年产能 15 万吨。由于生产

设备不同、生产工艺参数控制差异、薄膜厚

度不同，薄膜性能参数控制不一，薄膜的可

卷绕性差别很大，给薄膜的分切、金属化蒸

镀及电容器卷绕均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分切

的张力过大，造成薄膜拉伸变形；膜卷硬度

过大，薄膜粘结；蒸镀或分切薄膜跑偏打滑
[1]; 电容器卷绕心子松散等现象，不仅影响

生产效率，同时严重影响产品的性能。

1 原料

电容器薄膜的原料供应商主要有北欧

化工、大韩油化及 TPC 三家公司，主要常的

树脂的牌号有 HC318BF、HC300BF、5014LHPT，

5014LHPT-1、FS3030 等。不同牌号的树脂，

其熔融指数会略有差异。不同树脂粒子分普

温料和高温料两种，其主要区别是等规度，

高温料等规度至少 98.5%，普温料的等规度

一般在 96%左右。聚丙烯树脂等规度越高，

分子间排列越紧密，分子链应力越稳定，机

械、力学性能明显提高，结晶速率快，结晶

度高，材料的熔点较高，尺寸稳定性改善，

其薄膜的耐温性能也相应提高。

2 薄膜可卷绕性

国家标准 GB/T13542《电气绝缘用薄膜》

中明确薄膜可卷绕性定义。薄膜可卷绕性用

于评定成卷供货的薄膜的变形情况。薄膜的

变形可能有两种形式,它们会影响以后使用

时的绕包性。这两种变形是:a)偏移/弧形:

薄膜平整地展开时,其边缘不呈直线；b)凹

陷:薄膜的局部面积因受拉伸,从而会出现

低于总平面的凹陷部分。并规定了对应不同

宽度薄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测量变形（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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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或凹陷。但影响薄膜的卷绕性，实

际上不只有变形（偏移/弧形）或凹陷，薄

膜卷变硬、发粘，打滑[1]均会影响薄膜的

可卷绕性。镀膜、分切和电容器卷绕时，一

方面生产速度无法提高，另一方面，薄膜卷

会打滑、翘曲、跑偏、端面不齐等现象。为

了保证生产，就会提高薄膜张力，薄膜张力

过大，又会造成薄膜拉伸变形或擦伤，直接

劣化薄膜的电气性能。

图 1 不同薄膜卷的卷绕性图示

3 薄膜卷绕性影响因素分析[3]

3.1 厚薄不均引起的卷绕性差

薄膜厚薄不均引起的卷绕性差，比

较容易理解。薄膜卷厚度方面叠加出现

膜卷绕鼓包或凹陷造成薄膜偏移或弧形。

对于薄膜卷，除了直接测量薄膜的厚度之外，

也可以通过测量膜卷的横向硬度，发现薄

膜厚薄不均的累积程度。

3.2 薄膜收卷或卷绕时的张力控制不当

薄膜收卷或卷绕时的张力控制不当，张

1-1 正常膜卷 1-2 膜卷粘结翘边 1-3 厚薄不均膜卷翘边

1-4圆柱卷绕心子端面变化

1-6 压扁卷绕心子松散 1-7 压扁卷绕到平整心子

1-5 压扁卷绕到平整心子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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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小不合适，就会引起薄膜收卷或卷绕时

薄膜跑偏，薄膜在收卷过程中沿膜卷的轴向

产生的移动，导致膜卷端面不齐。另外卷芯

的同心度、收卷臂的同心度及其机械振动幅

度、镀膜、分切、收卷、卷绕的速度也会影

响薄膜的跑偏。

3.3 薄膜摩擦系数

薄膜的摩擦系数主要是由薄膜表面结

构状态决定的，影响薄膜表面结构状态主要

有薄膜表面粗糙度、粗化密度、表面浸润张

力、静电力等。

薄膜的摩擦系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

围，过大或过小的摩擦系数，会给薄膜的蒸

镀、分切、收卷、卷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3.4 镀膜工艺因素的影响

①主鼓冷却温度

铝的蒸发温度在 1200~1300℃之间，锌

的蒸发温度在 408~420℃之间。为减小薄膜

因受热，而导致的热变形，一般主鼓冷却温

度在 0~-20℃间。通常基膜越薄，受热辐射

影响越大，基膜温升越高，主鼓温度需要越

低。特别是蒸镀边缘加厚金属化膜，加厚区

金属锌的沉积量大，热量大，特别容易引起

薄膜局部的受热变形，影响薄膜分切后的可

卷绕性。

②偏压

偏压的稳定性是影响薄膜贴主鼓是否

紧密的关键因素，如薄膜贴鼓不紧，会导致

薄膜烫伤（热变形），薄膜的电性能会明显

下降。常见的影响偏压不稳的因素有：铝锅

与蒸发舟电极座短路，主鼓两侧集渣短路，

主鼓绝缘不良，小舟功率异常溅铝等。

3.5 金属化分切工艺因素的影响

薄膜镀膜之后，分切的速度和张力应严

格控制，有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应当会提

高分切速度。分切速度提高，肯定要加大分

切的张力，张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

薄膜的拉伸变形，若产生永久的拉伸变形，

在电容器卷绕时，则可能会产生如图 1-6 的

松散现象，图 1-4 的芯子端面的皱折现象。

4 工艺流程及关键工艺控制点

4.1、拉膜工艺流程图

图 2 薄膜生产工艺流程图

4.2 拉膜关键工艺控制点

①温度控制

根据不同的原料粒子的性能指标，并结

合我公司多年的拉膜经验，选择了合适的挤

出温度、激冷辊温度、MDO 温度、TDO 温度，

严格控制温度参数不能有较大的波动，对于

影响薄膜的摩擦系数的温度参数，关键取决

于激冷辊温度、MDO 预热和拉伸的温度。

②张力控制

薄膜的张力控制主要有两个部分，其

喂料 挤出 铸片 纵向拉伸 横向拉伸

牵引测厚、切边、电晕处理收卷大膜卷时效分切

小膜卷时效 包装入库

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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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膜卷收卷的张力控制，其二，分切膜

卷的张力控制。两个方面的张力过大，都会

造成薄膜拉伸变形，过小，会造成膜卷松弛，

均会影响薄膜的可卷绕性。因此，合适的收

卷和分切张力对薄膜的可卷绕性非常重要。

4.3 镀膜关键工艺控制点

为了解决镀膜造成薄膜可卷绕性的问

题，必须严格控制好镀膜主鼓的冷却温度，

保证主鼓的偏压功能正常，薄膜不会产生热

变形。图 1-6 的现象基本上产生镀膜或金属

化膜分切方面的原因。

5. 薄膜性能测试

5.1 薄膜常规性能测试

影响基膜的可卷绕性，除了薄膜的变

形，张力因素之外，重点评估的指标有薄膜

的表面粗糙度、摩擦系数、雾度指标等。Ra

值在 0.08-0.1μm 是比较合适的，太小，薄

膜发粘。薄膜雾度反应薄膜的粗化密度，结

晶环密又分布均匀，雾度太低，薄膜的摩擦

系数变大，薄膜也一样发粘，造成分切困难，

不仅影响薄膜的可卷绕性，薄膜发粘、打滑、

过度拉伸、粘结刮擦，甚至影响薄膜的电气

性能。部分厂商为了提高薄膜耐压，过多减

小 Ra 反而得不偿失。

表 1 薄膜性能测试表

型号 MPP03-7D MPP01-7D

卷号 1# 2# 3# 1# 2# 3#

厚度

层叠法

μm

6.90 7.00 6.84 6.98 6.96 7.03

重量法 6.73 6.75 6.70 6.74 6.72 6.75

极差 0.12 0.1 0.13 0.09 0.10 0.1

拉伸

强度

MD N/m

㎡

170.6 164.2 167.0 156.2 156.2 164.6

TD 336.2 324.3 340.2 319.4 319.4 305.3

断裂

伸长率

MD
%

156.0 158.5 175 152.5 152.5 150

TD 57.5 56.1 64.9 63.4 63.4 54.6

弹性

模量

MD N/m

㎡

1871.0 1725.0 1694.5 1581.0 1581.0 1688

TD 3365.5 3047.5 2792.5 2841.0 2841.0 3096.5

热收

缩率

MD
%

2.59 2.60 2.63 3.60 3.60 3.36

TD 0.39 0.36 0.41 0.15 0.15 0.29

粗糙

度 Ra

AK
μm

0.085 0.095 0.084 0.093 0.106 0.09

CR 0.100 0.099 0.085 0.091 0.098 0.098

雾度 % 2.48 3.19 2.44 2.79 2.74 2.89

摩擦系数
静态 0.77 0.68 0.71 0.75 0.75 0.72

动态 0.66 0.65 0.66 0.65 0.70 0.69

浸润张力

O

mN/m

37 38 37 37 37 37

C 37 38 37 37 37 38

D 37 37 37 37 37 37

介电强度

（DC）

Eb V/μ

m

563 569 587 571 580 557

最小值 483/415 486/416 522/482 502/450 519/466 47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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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薄膜表面电镜照片

图 3 薄膜表面电镜照片

5.3 粗糙度、雾度、摩擦系数测试

不同的工艺条件，粗糙度、雾度、摩擦系数测量的数据会有所不同，薄膜的表面结晶环

大小，密度也会有所不同，最终会影响薄膜的可卷绕性。

6、镀膜验证试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拉膜工艺及镀膜过程

对薄膜的卷绕性产生影响，我们抽取同一卷

薄膜，一部分加工成金属化膜，另外剩余的

光膜直接分切成同等规格的小膜卷，分别进

行电容器芯子卷绕。严格控制各项工艺参数，

无论是光膜还是金属化膜，卷绕时均未发现

膜卷松散的现象。

编号 规格 粗糙度 雾度 摩擦系数（静态/动态）
1 5D 0.10/0.09 1.53 0.84/0.82
2 6D 0.08/0.09 0.70 0.98/0.93
3 6D 0.10/0.09 1.70 0.85/0.80
4 7L 0.09/0.10 1.50 0.83/0.78
5 7D 0.07/0.08 2.27 0.75/0.7
6 7D 0.10/0.08 0.53 1.02/0.95
7 7D 0.11/0.11 1.10 0.93/0.90
8 7D 0.07/0.06 2.63 0.78/0.75

A K C R

AK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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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薄膜卷的卷绕性图示

7、结论

经过公司内部大量的电容器验证性试验，以

及市场上客户近几年大批量电容器应用实践，我

司开发的各个规格的 HC300BF 高温 BOPP 电容薄膜

的性能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完全可以替代

进口高温膜，可广泛应用于国内外耐高温电容器

领域。

参考文献

[1]GB/T 13542.2—2009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二

部分 试验方法

[2]GBT16276-1996 塑料薄膜粘连性试验方法扫描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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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薄膜对电容器元件性能的影响

李银虎，魏乾坤，李龙辉

（陕西正泰电容器技术有限公司，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主要针对不同厂家的聚丙烯薄膜与同一卷铝箔卷绕后，元件性能进行对比，试验主要项目有聚丙烯薄

膜的宽度、厚度偏差、介质损耗因素、相对电容率、体积电阻率、电气强度、空隙率、粗糙度、粗糙度分布情

况，卷制后元件耐压、损耗、电容测量。对所测量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本文各项试验旨在研究聚丙烯薄膜

介质性能指标对电容器元件性能的影响，为各厂家在聚丙烯薄膜选取上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聚丙烯薄膜；元件；性能检测；数据分析；显微镜观测

Polypropylene Film Membrane E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pacitor Element

LI Yinhu，WEI Qiankun，LI Longhui

(Shaanxi Chint Capacitor Technology Co.,Ltd.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Mainly aimed at the different manufacturer after the polypropylene film with the same volume of

aluminum foil winding, performance, test the width of the main projects are polypropylene film, thickness deviation,

dielectric loss factor, the relative permittivity, volume resistivity and dielectric strength, porosity, roughness,

roughness distribution of rolling element after compression, loss, capacitance measurement. All the measured data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olypropylene film dielectric

performance index on the performance of capacitor elements.

Keywords: Polypropylene film; Components; Performance testing; Data analysis;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0 引言

高压电力电容器生产过程中，介质材料由膜

纸复合介质转换为全膜介质，电容器的质量比特

率也随之提升，损耗随之降低，可见电容器极间

介质的重要性。聚丙烯薄膜作为高压电力电容器

单元的主要介质，其性能的优劣对电容器的各项

性能起着重要的影响。本实验对四个不同厂家 13

μm、15μm 膜及所生产元件进行性能检测对比，

旨在研究聚丙烯薄膜性能对电容器元件性能的

影响，从而对生产所使用原材料提供一定的指导

依据。

1 试验方法

1.1 聚丙烯薄膜试验步骤

（1）试验随机抽取四个厂家厚度 13µm、15µm

聚丙烯薄膜各一卷，并分别使用 A、B、C、D

代表四个厂家，两个膜卷分别使用 A-13、A-15

等标识，共计 8 卷；

（2）依次对各卷膜进行外观检查、记录；

（3）依次对各卷膜进行取样测量厚度、相对电

容率、介质损耗因数、电气强度、空隙率、并进

行数据记录；

（4）每个厂家每卷膜上取样，在显微镜下观察

膜表面粗化度情况，记录数据。

备注：从薄膜卷上取样时，应至少先剥去最外三

层，取样时的环境条件同试验条件，并按性能要

求进行制样。取样前样品薄膜卷应 23℃±2℃，

50%±5%的条件下至少放置 24h，且在环境洁净

度≤10000 级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1.2元件试验步骤

（1）将 1.1 中随机抽取的厂家聚丙烯薄膜按标

识统一放置；

（2）在同一环境下，使用同一卷铝箔与各厂

家膜在同一卷绕机进行元件卷绕；

（3）卷绕后各使用 a-1、a-2、a-3、a-4 标识，

共计 16 个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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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次将卷绕后元件统一经油桶放置真空

罐。（按电容器浸渍工艺处理）；

（5）依次对各元件进行外观、损耗因数、极

间耐压、电容进行测量，并记录数据。

1.3 聚丙烯薄膜及元件的检测项目及指标要求

（1）聚丙烯薄膜检测项目及指标如表 1 所示。

（2）元件检测项目及指标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1 聚丙烯薄膜检测项目及指标要求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表面状况
1.薄膜应表面光洁、无褶皱、裂纹、气泡、颗粒、外来杂质等缺陷。

2.薄膜应紧密卷绕不应出现脱筒现象，并且卷绕均匀一致

膜卷宽度偏差（mm） ±1mm

厚度允许偏差
批平均值 ±2.5%

批极值 ±5%

电气强度（电极法 DC）V/µm

平均值 ≥500V/µm

最低值

（40 点中）
≥450V/µm

介质损耗因数 50±2（Hz） ≤3.0×10
-4

相对电容率 50±2（Hz） 2.2±0.2

体积电阻率ρV(Ωm） ≥1.0×10
-15

空隙率

最高值≤15%

最低值≥5%

平均值 10±3.0

粗糙度 0.25～0.65µm

表 2 经真空罐浸渍后元件检测项目及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指标要求

外观检查 端面齐整，表面无褶皱

介质损耗因数 损耗小于 0.03%

电容值 元件设计额定电容值 5.90 µF

极间耐压 额定电压 1.73 kV

2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外观检测

各厂家薄膜端面平整洁净、无腐蚀孔洞

压褶开缝等缺陷，打开后无折叠、粘连撕裂。

薄膜端面整齐洁净、无毛刺错落、磕碰等缺

陷，将聚丙烯薄膜立放时层与层之间无滑脱

现象。

2.2 性能检测

聚丙烯薄膜宽度偏差、厚度偏差、电气

强度、介质损耗因数、相对电容率、体积电

阻率、空隙率、粗糙度测试数据如表 3 所示。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 2019-2020 年论文集

- 173 -

表 3 聚丙烯薄膜性能检测数据

A 厂家 B 厂家 C 厂家 D 厂家

13µm 15µm 13µm 15µm 13µm 15µm 13µm 15µm

宽度 325µm

厚度 ±0.32 ±0.37 ±0.15 ±0.15 ±0.13 ±0.15 ±0.13 ±0.15

介质损耗
因数

≤3.0×10-4 ≤2.0×10-4 ≤1.68×10-4 ≤2.0×10-4

相对电容率 2.1/2.3 2.0/2.3 2.2/2.3 2.2/2.2

体积电阻率 1.0×10-15 1.0×10-15 1.1×10-15 1.12×10-15

电
气
强
度

均值 ≥500 ≥500 ≥534 ≥500

最低值 ≥400 ≥400 ≥515 ≥450

空

隙

率

平均值 7.82 7.76 7.42 7.26 8.65 8.56 8.72 8.68

最大值 9.50 9.48 10.58 10.51 10.74 10.78 10.66 10.63

最小值 7.62 7.54 6.56 6.52 7.64 7.04 7.24 7.02

粗

糙

度

最大值 0.37 0.35 0.53 0.52 0.37 0.34 0.61 0.63

最小值 0.31 0.30 0.42 0.43 0.29 0.28 0.48 0.44

2.3 表面粗糙度

从图 1 可以直观的看出，四个厂家薄膜

在显微镜下的粗糙度对比，其中 D厂家的薄

膜表面粗糙度比较均匀

A 厂家

C 厂家

D 厂家

图 1 薄膜在显微镜下的粗糙度对比

B 厂家

规

格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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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真空罐浸渍后元件性能检测数据

对浸渍后 a-1、a-2、a-3、a-4……等 16 个元

件进行外观、损耗因数、极间耐压、电容进行测

量，测量数据如表 4 所示。

表 4 浸渍后元件性能检测数据

检测项目 指标要求
厂家

A B C D

外观检查
端面齐整

表面无褶皱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介质损耗因数
损耗小于

0.03%
0.0090% 0.0088% 0.0084% 0.0081%

电容值

元件设计

额定电容值

5.90 µF

5.86 5.88 5.92 5.91

极间耐压击穿

电压 kV

额定电压

1.73kV
4.30 4.31 4.68 5.20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厂家聚丙烯薄膜和卷制后元

件进行各项试验，经试验数据对比，可知 D 厂家

膜卷绕后元件端面较为齐整，元件电容值稳定且

较设计值偏差小，极间耐压击穿电压值最高，损

耗最小。C 厂家薄膜所卷元件损耗较小，A、B 厂

家薄膜均符合标准要求。膜的损耗因数、电气强

度、粗化程度、粗化均匀度、空隙率、体积电阻

率等对所卷绕元件损耗因数、极间耐压、电容值

起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薄膜试验方法 第二部分：厚度的测量重量法：

GB/T13542.2-2009[S].2009
[2]薄膜试验方式 第二部分：电气强度的检测：

GB/T13542.2-2009[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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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投切电容器中的中压接触器存在的问题和控制方法的改进

杨建宁

（北京飞能力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89）

摘 要：通过观测现有测量 10 千伏接触器的方法，发现有严重的 3 个问题，本文提出了满足投切电容器开关的

4 个技术指标和测量指标的方法，针对问题提出了修改的新电路，新电路实现了开关线圈的电强力磁闭合和保

持节能工作，开关打开线圈失电，磁能转化成电场能等功能，检测了新电路的效果。

关键词：中压接触器；问题；改进

10kV 单台电保持三极接触器，大量应用于

10kV 电网电容器的投切。我们采购了一台测试该

接触器的特性，通过测量发现了一些问题，进一

步检查了三家开关厂产品，都有不同的问题，主

要是所用的控制电路有严重的问题。

先来分析一下原电路的动作问题 电路图如

图 1 所示。

图 1 现有接触器的控制电路图

该电路的动作原理：电路有合闸线圈 KM1\KM2

和保持线圈 KM1’\KM2’，合闸线圈与保持线圈的

匝数比为 1:5 及辅助触点 KM，220V 交流电经全桥

整流给线圈供电，首先，由于常闭触点 KM 闭合，

给合闸线圈 KM1\KM2 供电，接触器闭合，电流大

约 5A，电磁力克服弹簧阻力，开关闭合，常闭辅

助触点 KM 打开，保持线圈 KM1’\KM2’也得电，

电流在 0.5A，接触器保持闭合，线圈断电，弹簧

的机械力打开接触器触点。

原线圈控制的电路有以下三个问题：①合闸

线圈和保持线圈是绕在同一个铁芯上的，合闸线

圈和保持线圈有变压器效益，在合闸线圈得电时，

保持线圈通过辅助触点 KM 短路，保持线圈也要产

生电流，此电流产生的电磁力是阻止合闸线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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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合力，使得合闸的时间加长。②在辅助触点 KM

打开时，由于线圈电感的电流突变，产生很大的

打开电压，此电压经测量有 2kV，靠两个压敏电阻

和电容器吸收，辅助触点 KM 打开时的巨大电流变

化，影响辅助触点 KM 的寿命，也就是说该辅助触

点是薄弱环节。③断电时接触器打开，合闸线圈

和保持线圈的电流通过整流桥放电，放电的时间

常数为 L/R，时间长，吸合接触器的电流逐渐减少，

电磁吸力逐渐减少，接触器打开动作慢。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现有电磁接触器控制电

路不甚理想。

●对于 10kV 的投切电容器的接触器开关，要

有很好的特性才能安全可靠的工作。现有的投切

电容器接触器的技术指标在国标中没有明显的规

定， 但是忽略下面我们提出的技术要求，运行中

要出现问题。我们提出的技术指标主要有四点，

闭合两点，打开两点。

一是接触器闭合要快，指触点的位移要快，

观察接触点闭合前 10ms 的位移占满位移的百分比，

有 40%就可以，百分比越大越好。

二是闭合弹跳要小，在 2ms 内最好。

三是接触器打开要快，指触点的位移要快，

观察接触点打开后 10ms 的位移占满位移的百分比，

有 50%就可以，百分比越大越好。

四是打开弹跳的百分比要小，在 20%以内。

技术指标的测量方法，用双踪示波器，一路

测量开关的位移，一路测量开关的闭合、打开点，

看看特性是否符合要求。

对于接触器国标还规定了许多指标，如三个

触点动作的一致性，老化实验等，凡是国标的要

求都要满足，不然就不是合格的产品。但是我们

认为对于投切电容器的接触器更值得关心的是以

上 4 点技术指标。

指标说明：观察在最高电压的运行触点间距%：

10kV 触点静态时要求耐压交流有效值 42kV，峰值

为 59.4kV，1 分钟。电网电压运行在高位 11.5kV

时，在闭合过程中，普通投切触点最高电压为电

网相电压的峰值：9.4kV，占耐压的 15.8%，预充

电投切开关的触点为电网线电压峰峰值的一半：

8.1kV，占耐压的 13.7%。在打开过程中两种开关

的电压大体一样，为峰峰值相电压：18.7kV，占

耐压的 31.6%，由于有打开触点的弹跳，弹跳过程

触点间的间距变小，触点耐压变小。电压峰值时

刻投切电流没有冲击，50HZ 电压两个峰值点的时

间为 10 ms，触点在打开后、闭合前的 10 ms 时承

受的电压最高。

● 测量现有的接触器的特性，线圈交流220V

供电的闭合打开特性参数。

表 1 第一组数据

交流 220V 供电 闭合 百分比 打开 百分比

触点动作时间 ms 53.9 21.2

满位移 1.258 1.225

10ms 位移 0.513 40.779 0.61 49.7959

得电到闭合、打开时间 ms 94.5 65.7

弹跳 ms

表 2 第二组数据

交流 220V 供电 闭合 百分比% 打开 百分比%

触点动作时间 ms 53.9 21.2

满位移 0.89 1.12

10ms 位移 0.3856 43 0.66 58.9286

得电到闭合、打开时间 ms 104 58.3

弹跳 ms 2.5 0.1759 15.7

测量结果显示： 闭合前 10ms 的位移在 40% 以上，打开在 50%以上，在要求的临界值上，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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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跳在 3ms 以内。打开弹跳 15.7%。 双踪示波器，测试波形如图 2～图 5 所示。

图 2 位移和触点闭合

图 3 触点闭合和线圈电流波形

图 4 触点打开和线圈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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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接触器的问题，我们研发出了新

的控制电路，将保持线圈打开不用，只用吸

合线圈。得到开关命令闭合，线圈强力磁将

开关吸合，然后线圈进入节能保持状态，线

圈一直工作在节能保持状态，得到开关命令

打开，线圈中的电磁能向电容器放电开关迅

速打开。测量接触器的动作特性，发现控制

平稳，没有冲击，运行的参数有显著提高。

新控制电路直流 220V 供电，测量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测量参数

直流 220V 闭合 百分比 可耐电压 打开 百分比 可耐电压

动作时间 38.3 21.1

满位移 0.95 1.25

10ms 位移 0.58 61.0526316 36.20421 0.8 64 37.952

5ms 位移 0.34 35.7894737 21.22316

得电到闭合 ms 52.6 21.5

弹跳 2.3A 3b 2.1c

图 6 新电路的闭合位移和触点闭

图 5 触点打开和位移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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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新电路的闭合供电电压和触点闭合波形

图 8 新电路的打开位移和触点打开波形

图 9 单片机逻辑控制新电路的原理图

新控制电路直流 220V 供电的效果：

1.反复动作得电到闭合和打开的时间不变，

准确性好。

2.同时动作速度快：得电到闭合时间由

96-104ms，减到 52.6ms。

3.失电到打开时间由 58.3-84.9ms 减到

21.5ms

4.位移的裕度增大：闭合点前 10ms 位移量占

全行程由 41-45%，升到 60%，不会预击穿。打开

点后 10ms 位移量占全行程由 50-60%，升到 64%，

不会重燃。

5.接触器放到木椅子上合闸弹跳在 3ms 内，

放在石板地上弹跳出现 7.1-9.4ms 现象，接触器

要放在 5mm 的橡胶垫上。起减震作用。

结论：新电路控制接触器，用在高、低压的准确

同步投切电容器上，满足了需要。

图 10 开关控制新电路的控制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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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钢厂电网故障测试和分析

杨建宁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100177）

1 现场实际情况及表现问题：

（1）钢厂有两路 220kV 的电网供电，每路有

一台三绕组变压器，容量 100MVA，电压比 220／

37／10.5kV。两台变压器的 35kV 侧分别给一段、

二段负载供电。二段负载有中板厂， 三钢中板

厂有上下辊 2 台 5500kW 的交交变频轧机，配备了

SVC 补偿系统，其中 TCR 容量 22Mvar， FC 容量

22Mvar，FC 由 3 次 4Mvar，5 次 7.014Mvar，7 次

4.8Mvar，11 次 5.2Mvar 组成。TCR 和 3、5 次滤波

器由一台开关控制，7、11 次滤波器由一台开关控

制。反应中板厂轧制时候，35kV 的二段母线所有

变压器有异常响声， 三相负载不平衡。

（2）某钢厂另有两台 63MVA，110／37／

10.5kV 的三绕组变压器工作，还有一台同样的变

压器预留。

中板厂准备新上 2 台 4000kW 轧机，鉴于现在

SVC 系统对电网的干扰，某钢铁集团担心新轧机是

否会像现有系统一样对电网产生很大干扰，需要

考虑新增加系统与所配 SVC 对电网的作用，它们

应该放置在何处，才对系统影响最小。

2008-4-23～2008-4-30 在某钢厂针对用户提

出的问题，对中板厂轧机系统和 220kV、110kV 变

电站进行了电网系统测试分析。

2 专业用语

（1）基波（FND）：频率为 50Hz 的正弦波

（2）谐波：频率为 50Hz 的整数倍的波形，一般

称为 2 次，3 次、4 次、5 次···谐波，用 H2、H3、

H4、H5···表示。

（3）特征谐波： N*6 次谐波，N＝1、2、3、

4、5···，谐波次数为 5、7、11、13、17、19、23、

25···的谐波，一般谐波量较大。

（4）奇次谐波(ODD)：3、5、7、9、11···奇数次

的谐波。

（5）偶次谐波(EVEN)：2、4、6、8、10···偶数次

的谐波。

（6）有功功率 P（kW）:基波和谐波的有功功率

的总和。基波有功功率是基波电压和基波电压同

相位的电流的乘积。

（7）无功功率 Q（kVAR）:基波的无功功率。基

波无功功率是基波电压和基波电压成垂直相位的

电流的乘积。

（8）视在功率 S（kVA）: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

积。

（9）功率因数 PF：有功功率 kW/视在功率 kVA,

为 0~1 之间的无量纲的数值。

（10）电压畸变率 VTHD：谐波电压的总和与基

波电压的％比值。谐波电压的总和

（11）电流畸变率 ITHD：谐波电流的总和与基波

电流的％比值。

（12）95％概率值：将实测值(不少于 30 个)按由

大到小次序排列，舍弃前面 5%的大值取剩余实测

值中的最大值对。

（13）电压波动率 %
V
dV

：电压方均根值一系列

的变动值与标称值的百分比，考核标准与电压变

动的频数有关。 %
V
dV

=dQ/S 短

（14）闪变：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

（15）短时间闪变值 PST：衡量短时间（若干分

钟）内闪变强弱的一个统计量值，PST＝1 为闪变

引起视感刺激性的通常限值。

（16）长时间闪变值 PLT：由短时间间变值 PST

推算出，反映长时间（若干小时）闪变强弱的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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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VC系统原理及主要考核指标

3.1 SVC 原理简介

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简称 SVC（Static Var

Compensator）已被广泛应用于负载的无功补偿及

谐波滤波，其典型代表是固定电容器组+晶闸管控

制电抗器——FC+TCR（ Fixed Capacitor+ Thyristor

Controlled Reactor）型。TCR 的重要特性是它能连

续调节补偿装置的无功功率，这种连续调节是依

靠调节 TCR 晶闸管的触发角α得以实现的。由于具

有连续调节的性能且响应迅速，因此 SVC 可以对

无功功率进行动态补偿，使补偿点的电压接近维

持不变。如将 FC 做成多回路滤波器，就可以补偿

无功功率又可以实现谐波滤波。在冶金行业的电

弧炉和轧钢供电的中压系统中，应用 FC+TCR 装置

可以有效的抑制了负载对电网的冲击影响，大大

改善了电网质量，降低能耗，是目前首选的补偿

方法之一。

FC+TCR 装置由 3 部分构成，如图 1 所示，FC

滤波器、TCR 相控电抗器和控制保护系统。FC 滤

波器用于无功补偿及谐波滤波，该滤波器应完

TCR 的基本结构就是由晶闸管构成的可控阀

体与电抗器串联，采用三角形连接。这样的电路

并联到电网上，就相当于电感负载的交流调压电

路的结构。吸收的谐波电流和无功功率随着控制

角α的增大而减小，实现调节无功功率的目的。负

载的变化正是由 TCR 所产生的变化无功功率加以

平衡使得两者之和总是维持为常数，此常数感性

无功功率被 FC 的容性无功功率相抵消，最终使得

电网电压恒定，功率因数保持在设定值如 0.95 附

近。

3.2 主要性能指标

TCR 动作的技术要求：跟随负载上升下降，响

应时间 20ms；跟随精度好，TCR 无功+负载无功略

大于 FC 容性无功；在轧机的平衡负载中，TCR 应

当是平衡的；TCR+FC 的功率损耗在允许的范围内，

不应当过大；补偿系统在出现不平衡状态时，应

该有灵敏的保护系统动作。

（1）SVC 响应特性

SVC 响应时间应为 20ms。SVC 系统在负载增

大与减小过程中的响应跟随时间应在 20ms，并且，

SVC系统也是可以达到的，如图 2、图 3 所示。

图 1 FC+TCR 补偿原理图

图 2 负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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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负载下降

（2）SVC 跟随系统的准确性和功率因数指标

在整个系统动态运行过程中，负载的感性无

功功率加上 TCR的感性无功功率应略大于 FC的容

性无功功率。

（3）SVC 对补偿电网的电压波动和畸变

电压波动应小于 2%，电压畸变小于 4%。

（4）SVC 的能耗和装置的发热状态

能耗指标应小于 3%。

（5）SVC 系统补偿的谐波电流指标

电网的谐波电流指标按国标要求衡量。

（6）在平衡系统当中 SVC 的不平衡度

（7）SVC 补偿效果对于电压闪变的指标

4 测试阶段总结

测试仪表：美国电力氏（dranetz）公司的 PX5

三相谐波分析仪和它的 DRAN-VIEW 软件进行的测

试和分析。

4.1 TCR+FC3,5 次运行状态测试

测试前，中板厂长期运行在只投入 3、5 次滤

波器，7、11 次滤波器没有运行。测试趋势图和数

据如图 4 (A)，图 4 (B)所示。

图 4 (A) 电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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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 电流冲击

负载上升阶段，负载与 SVC 响应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 5 负载上升阶段，负载与 SVC响应曲线

图 4，图 5 为测试前系统 SVC 运行状态波形，

从测试中发现，TCR 上升跟随速度响应慢，电压波

动率大，补偿无功量严重不足，建议投入 7，11

次滤波。随后，中板厂投入 7、11 次运行。

4.2 TCR+FC3,5,7,11 次滤波运行状态

（1）一个道次负载特性测试：用分析仪测试

电压电流为连续变化，功率 1s 检测一次，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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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负载电压电流连续变化

图 7 电网电压和负载电流

Timeplot chart

2008-04-25 11:08:28.00 - 2008-04-25 11:08:33.00

AV

AI

Event waveform/detail

Waveforms at 2008-04-25 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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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开一个道次单相电网（总进线）、负

载 2×5500kW、滤波的无功变化和电网电压变化。

为了分析 SVC 的运行状态，用三相谐波分析仪

的三个电压探头都测量电网电压的 C 相，电流探

头中的 A 电流探头测试下辊电流的 C 相，B 电流探

头测试 TCR 与 3、5 次电流的 C 相，C 电流探头测

量 7、11 次电流的 C 相。用电流涌流的方法连续

采集三个负载的电压、电流，采集数据半个周波

10ms 为 128 点，一个道次 20049 点，由采集的电

压、电流数据应用公式计算出有功、无功和视在

功率，电网进线下的负载只有上下辊轧机与 SVC，

因此，负载功率与补偿的和为电网的功率，这样

就展开了同一时刻一个道次单相的电网、负载 2

×5500kW、滤波的无功、电压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 由公式 %
V
dV

=dQ/S 短得出，在一定的

短路容量下，电压的波动正比于无功的波动，正

的感性无功引起电压降落，负的容性无功引起电

压升高。

图 8 无功电压变化规律

每相无功变化与电压波动的波形分析

（1）空转阶段

电机空转阶段，电机负载无功功率约有

0.47Mvar，但此时 SVC 产生滞后无功功率约

0.53Mvar，进线电网有约 1Mvar 无功功率，此时

SVC 不应产生滞后无功功率，应该产生一个超前的

无功。

（2）负载上升阶段

由图可见，负载上升，TCR 反应滞后，滞后时

间约 50ms，造成电网无功约 5Mvar，引起电网电

压下降 1.64％。从无功变化和电压波动计算出测

试点的短路容量：718.623。

（3）轧制阶段

轧制阶段负载无功的变化是按照 10Hz的频率

小幅震荡衰减，震荡的最大点为 11.4Mvar，最小

点约为 8Mvar，SVC 只是产生一个平稳恒定的容性

无功，容量约 7.7Mvar，没有跟随负载而产生一个

反向震荡的无功，使得进线电网产生一个与负载

无功频率与幅值一样的无功变化，引起电网电压

同样频率的波动。FC 的无功约为 8.6Mvar，此时

SVC 的无功为 7.7Mvar，两者相差约 0.9Mvar，

0.9Mvar 为 TCR 输出的无功功率，说明 TCR 没有退

到最小， 这是不应该的。

（4）负载下降阶段：

由图可见，负载下降，TCR 反应同样滞后，滞

后时间约 40ms，造成电网无功超前，容量约

2.2Mvar，引起电网电压上升 1.63％；

（5）轧制完成后抛钢阶段：

负载无功此时仍为感性无功，SVC 补偿装置出

现震荡，交替产生感性与容性无功，引起电网电

压震荡。

如上所述，一个道次的 5 个阶段，TCR 的动作

都有问题。但是，正常的 TCR 控制器是可以很好

的动作的。该系统 TCR 的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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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进线柜总电流、TCR 电流，电网电压信号，FC

的 L、C 是已知的，由电网电压可以算出 FC 的无功

功率 FCQ 。由进线柜总电流、TCR 电流，电网电压

信号可以算出进线总无功 zQ ，TCR 的无功功率

TCRQ ，粗算，TCR 的输出无功功率为 输出TCRQ ：

输出TCRQ TCRznzn QQQ 1 ,

式中： ：1znQ 上次采集的进线总无功， znQ ：本次

采集的进线总无功。

用进线柜总电流求出 TCR 的补偿无功，不如

直接从负载电流求出 TCR 的补偿无功快速直接，

但是还是可以算出的。

展开一个道次负载(5500kW)的单相有功、无功、

视在功率变化。（横坐标 10ms）如图 9 所示，作为

新上 2×4000kW 电机所配 SVC 参考。

5 TCR＋FC 的测试

表 1 TCR＋FC 容量检测

三相
无功

（Mvar)
有功

（MW）

有功

/无功%
TCR最大

（MVAR)
26.56 0.27 1.00

TCR最小

（MVAR)
3.71 0.05 1.48

3 次 -6.11 -0.03 0.56

5 次 -8.16 0.01 -0.07

7次 -5.49 -0.06 1.12

11 次 -6.06 -0.05 0.84

FC -25.83 -0.14 0.54

TCR-FC 0.73 0.13 17.18

由于电网电压高，TCR 和 FC 的运行容量都比

额定容量大。FC 运行三相平衡。检测 TCR 的工作

状态，发现 TCR 在小容量工作时三相不平衡，电

网电压和 TCR 的相电流如图 10 所示。

图 9 一个道次负载的单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变化

图 10 TCR电网电压和相电流

A 相电流大于 B、C 相电流。为分析这种 不平衡的原因，测试 TCR 三角形内电流。如图

AV

BV

CV

AI

BI

CI

Event waveform/detail

CV Misc at 2008-04-26 11:05:03
CV Phase: 120 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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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示。明显看出三相电流不平衡。平衡负载， TCR 应该平衡输出。

图 11 测试 TCR 三角形内电流

表 1 对应图 11 测试 TCR三角形内电压电流的数据

X CHA V

(Volts)

CHB V

(Volts)

CHC V

(Volts)

CHA A

(Amps)

CHB A

(Amps)

CHC A

(Amps)

THD 208 234 150 28.49 13.11 20.86

THD 37025 37093 36998 53.41 15.13 36.26

图 12 展示 SVC 运行时，偶尔不对称，产
生偶次谐波，使得电网电流产生偶次谐波。

图 12 SVC运行时电网电流产生偶次谐波

AV

BV

CV

AI

BI

CI

Event waveform/detail

Intermediate Waveform at 2008-04-26 16: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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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中板厂的 SVC 原先只运行 3、5 次滤波器，而

7、11 次没有投入，容性无功严重不足，电网电压

波动严重，中板厂不能运行在这种状态。

分析 TCR+FC3,5,7,11 次滤波运行状态，展开一

个道次单相的电网、负载 2＊5500KW、滤波的无

功、电压变化，发现在轧制的 5 个阶段，SVC 的运

行都有严重的不足。SVC 应该也是可以跟随进线电

网的无功功率的变化的，但是，跟随的太差，应

该改进。

TCR 小电流运行 A、B、C 相电流波形不平衡，

运行偶尔发生不对称产生严重偶次谐波。

6.1 220 kV 变电站测试

测试目的为分析中板厂挂在二段母线上后，

为何二段母线上所有变压器均有异响。

测试方法：

用三相谐波分析仪，电压探头的 A、B、C 三

相分别测试 220kV、35kV、10kV 的 A 相电压，电

流探头的 A、B、C 三相分别测试 220kV、35kV、

1kV 的 A 相电流，由此获得同一时刻三绕组变压器

的 A 相的电压、电流波形，由于负载为平衡负载，

测试一相即可看到三相负载变化的规律。应用上

述（二）.2：展开一个道次单相的电网、负载 2×

5500kW、滤波的无功、电压变化的方法，从采集

的电压、电流数据得到对应的无功的变化，画出

35kV无功和三绕组电压变化的图形，如图13所示，

画出 10kV 无功和三绕组电压变化的图形，如图 14

所示，看出二段母线的波动状态和波动产生的原

因。

图 13 35kV 无功和三绕组电压变化的图形

35kV 无功增大，引起电网电压下降；感性无

功的变化波形是电压变化波形的倒影，感性无功

增大，电压下降，感性无功减小，电压上升，35kV

的无功振动频率与中板进线无功振动频率相同，f

＝10Hz。由于变压器的效应，35kV 的电压波动传

给 220kV 与 10kV，使得 220kV、10kV 电网电压波

动的规律与 35KV 相同。

从图 13和图 14看出, 35kV的无功波动引起了

35kV 的电压波动、35kV 的电压波动引起了 220kV、

10kV 的电压波动；10kV 的电压波动，引起了 10kV

的无功波动。波动的频率同样为中板轧机的波动

频率 f=10Hz，10Hz 的波动引起了变压器的异响。

所有的波动来源 35kV 中板厂轧机和 SVC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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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0kV 无功和三绕组电压变化的图形

图 15 轧机轧制与空载运行阶段的电压电流波形

图 15 采集了轧机轧制与空载运行阶段的电压电流波形，可见，轧制时电压、电流在波动，空载运

行时电压、电流平稳。二段母线的波动完全是由于中板轧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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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记录数据计算所得 220kV、35kV、10kV 电网电压

由图 16 记录数据计算所得 220kV、35kV、10kV

电网电压波动率如表2所示。国标允许值2％。35kV

超标，10kV 邻近。

表 2 图 16 的电网电压波动率表

电网电压波动（％）

220kV 0.527
35kV 2.376
10kV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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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35kV 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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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应图 17 35kV 趋势图的测试表

从数据表看出 220kV 变电站的功率因数比较

高 0.96, 电压和电流畸变率不大, 说明了谐波电流

不大。长闪变和短闪变指标不好，超标。原因中

板厂的 SVC 工作不好。

6.2 110 kV 变电站测试

110kV 容量 64MVA, 1 段工作，2 段没有工作,

下面是 1 段的数据。

测试方法, 常规的分析仪测量方法有三个电

压，三个电流，对应的电压电流，分别测对应的

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下面的测量方法是非常规

的测量，分析仪的 A 探头测量 35kV 的 A 相, B 探头

测量 35KV 的 C 相, C 探头测量 10kV 的 A 相。图 18

是 110 kV 变电站测试趋势图。表 4 是 110kV 变电

站测试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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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110 kV 变电站测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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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应图 18 110 kV 变电站测试数据表

中板厂的辅传动放在 10KV 侧，从测试数据看,

10kV 过补偿, 10kV 电压畸变率超标， 短闪变指

标不好。110kV 变电站运行负荷率约 50%。新上轧

机可以放在此处。。

7 总结

中板厂运行很重，测试有功功率约等于电机

额定功率，最大无功功率约为电机额定功率的 3

倍。目前中板厂的 SVC 需要好好调试，如上所述

在轧制的 5 个阶段均达到快速、准确跟踪，达到

设计要求，使得电网电压波动达到国标要求。SVC

调好了，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新上轧机，某钢厂的电网容量应该可以承受，

注意选择好的 SVC 设备供应商，竣工后，仔细测

试 SVC 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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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原因引起的中压电压互感器故障综述

李志勇 1,2

（1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201614 ；2 陕西正泰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咸阳，712000）

摘要：中压电压互感器运行故障相对校多，其中大部分是由外部原因引起，本文着重就二次线圈短路或过载、

铁磁谐振、中性点悬浮等原因引起的中压电压互感器故障原因进行一些归纳，以便抛砖引玉。

关键词：电压互感器，故障，烧毁，综述

Review Of Medium Voltage Transformer Fault Caused By External Causes

Li Zhiyong

（CHINT Electric Co. Ltd，Shanghai，201614 ；Shaanxi CHINT Smart Electric Co.,Ltd.，Xianyang，China）

Abstract：The operation faults of medium voltage transformers are relatively large, and most of them are caused by

external cau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uses of medium voltage transformer faults caused by secondary coil

short circuit or overload, ferromagnetic resonance, neutral point suspension and other reasons. so as to discuss each

other.

Keywords: Voltage transformer, Failure, Burnout, Review

0 前言

相较电流互感器（简称 CT）而言，电压互感器（简

称 PT 或 VT）运行故障较多，尤其是中压电压互感

器。这是困扰用户和生产厂家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从用户角度出具的故障分析报告大都集中在互感

器本身的质量问题上，而且理由也貌似很充分，

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故障原因的真正本质。例

如：对于烧毁的电压互感器，用户角度的分析报

告只是从线圈烧毁的情况来简单判断是互感器线

圈的“匝间短路”或“绝缘损坏”引起，但报告常常忽

略了引起匝间短路和绝缘损坏的真正原因：线圈

发热致绝缘损坏。众所周知，中压电压互感器额

定匝间电压一般不会超过 3V，即便在过电压下，

也不会超过 15V。而互感器一、二次线圈绕制普遍

采用的是直径 0.12mm 及以上的 QZ-2 漆包线，其

耐压强度大于 2000V，漆包线的绝缘水平远比互感

器匝间电压要高出很多，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上，因此完全能够满足运行要求。除非绕制过程

中漆包线发生了刷伤的情况，而且两匝间刷伤部

位又刚好碰在了一起，才会发生匝间短路。即便

如此，电压互感器有两项出厂试验是可以检测到

匝间短路的，就是“感应耐压试验”和“励磁特性试

验”，感应耐试验的试验电压是额定电压的 3 倍以

上或更高，如果发生了匝间短路，感应耐压试验

将无法通过，而且其后的励磁特性试验也因过流

而无法通过。因此，匝间短路在出厂试验时就可

检测到，并被排除。另外还有工频耐压试验、局

部放电试验等，总之，对于正规的互感器厂家而

言，只要互感器有绝缘缺陷，是不可能通过出厂

试验的。但事实上，即便是国内互感器的标杆企

业，每年也难免遇到几起互感器烧毁事故。

如果已经通过了厂试验，而在运行中再发生匝间

短路和绝缘损坏，那只能推测是其绝缘遭受了新

的冲击。而中压电压互感器线圈大都是浇注固化

密封，或是由油-纸绝缘密封、高压 FS6 气体密封

成形的，因此机械外力和化学腐蚀的损害基本可

以排除，过电压的电的损害也已在出厂试验中排

除，剩下的就是热的损害了。只有互感器发生了

内部过热，才最有可能对互感器绝缘发生新的冲

击，产生损害。互感器二次短路和铁心饱和都有

可能发生线圈过流，产生大量的热能损坏绝缘，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多年经历的售后现场实践看，中压电压互感器

运行事故，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

但由于是买方市场，事故现场取证困难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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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原因引起的电压互感器故障问题常常被忽视

或隐瞒了，以下是一些故障分析及实例。

1 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或过载引起的故障

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或过载引起的互感器烧毁事

故至少占电压互感器烧毁事故的一半以上。据某

公司内部统计，2018 年度，公司一共接到 6 起电

压互感器烧毁事故反馈，全部是环氧树脂浇注绝

缘中压电压互感器。其中有 3 起已查明是互感器

二次接线错误导致烧毁，另有 1 起由客户主动购

买更换，也可确认不是互感器质量原因。剩下 2

起，其中 1 起派人去现场未能查明事故原因，主

要是现场数据资料不全，产品接线也已变动；另

一起未派人去现场，因时间紧急，直接发产品更

换。可见，中压电压互感器烧毁的最主要原因还

在于互感器二次接线这一外部原因。

电压互感器二次接线错误引起的短路或过载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V-V 接法电压互感器单相二次回路两点接地

致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

三相三线计量箱、计量柜中的电压互感器，或三

相三线组合互感器中的 PT 单元，一般是用两台单

相电压互感器采用 V-V 接法连接。见图 1 中的 VT

部分。由于两台电压互感器是完全相同的，一次

标识全都为“A、B”，二次标识全都为“a、b”，这样，

与 A、B 相连接的 PT1 一般没有问题，一、二次标

识都能对应，但与 B、C 相连接的 PT2，往往就会

出现问题。对于 PT2，一次 B 相是接互感器的 A 端

还是接 B 端，现场安装时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只要一次和二次接线完全对应，无论接互感

器的 A 端还是接 B 端都是可以的。如果 PT2 一次 A

端接系统 B 相，则相应的 PT2 的二次 a 端要与 PT1

的二次 b 端连接。反之，如果 PT2 一次 B 端接系

统 B 相，则相应的 PT2 的二次 b 端要与 PT1 的 b

端连接。但现场接线时，往往会将 PT2 的一次和

二次接成反极性，即一次端 A、B-A、B 首尾相接，

而二次两个 b 端作为公共端同时接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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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相三线电能表经互感器接入示意图

V-V 接法的计量 PT，其中一台 PT 反极性连接， 还会造成电能表转速变慢、反转或不转[1]，由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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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共端 b 是必须接地的，当互感器其中一相极

性接反后，如果互感器二次再无接地点，也不会

造成互感器二次短路，但如果互感器二次还有另

一个接地点，就很容易造成互感器二次因两点同

时接地而短路。

案例 1：某油田项目组合互感器 JLSZV77-10 运

行一个月烧毁，更换产品后运行不久再度烧毁，

如图 2 所示，派人去现场查看，发现 PT 单元 C 相

在试验接线盒部分错误接入电流回路端子中，并

因接线盒内电流回路短接片连接而发生短路，如

图 3 所示。

图 2 烧毁的组合互感器

图 3 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

图中 C 相 PT 短路原因：PT 二次线号 6（黑线）

通过接线盒接短接片连接蓝线后地，线号 7（黑色）

直接接地。其它还有多处 CT、PT 接线错误，此略。

该项目故障排除后，运行 3 年，无质量反馈。

案例2：某铁路项目计量柜电压互感器 JDZ9-10

开裂：同一个站发生两次，头一次是年检时发现，

更换一年后年检再次发现开裂。

图 4 电压互感器开裂

PT 在运行中发生开裂的故障都在同一个站，

查该站图纸，其进线-计量柜图纸有一个错误：BC

相 PT 二次两点接地如图 5，图 6 所示，这与现场

反馈的是 BC 相 PT 开裂的情况恰巧相符（图纸中

PT 标示型号为 JDZ10-10，实际采用的是 JDZ9-10，

线号 6(c)通过短接片连

接蓝线接地；线号 7(b)
直接接地。

线号顺序(二次端子标志)
2 (aS1) 1(a) 5(cS1)
4(aS2) 7(b) 3(cS2)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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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JDZ9-10 比 JDZ10-10 容量更大，绝缘 强度更好）。

图 5 BC 相 PT二次两点接地

图 6 BC 相 PT 二次两点接地

至于为什么都是运行一年后才烧毁，这个原

因值得分析。此铁路局本批共购买 96 台 JDZ9-10

电压互感器，分别安装在多个不同的变电站中，

已运行了两年，只有这个图纸错误的站先后发生

过两起 PT 开裂的事故，而且每次事故都是在电站

例行年检后发生。不排除实际接线未按图纸，而

年检时发现接线“错误”，按图纸更正接线后造成

PT 短路这一可能。

事实上，现场售后服务发现，重新更换新产

品后，PT 二次确实未按图纸接线，输出电压也正

常，第三次更换距今已运行近一年，再未有互感

器开裂的反馈。

1.2 YN-YnΔ接法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短路。

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短路造成三相电压互感

器同时烧毁的事故，占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烧毁

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方面的分析文章较多[2] [3] [4]。

由于三相平衡时，开口三角的电压接近为 0，因此

开口三角短路时其短路电流较小，并未超过 PT 的

极限输出，可以长期运行，故障可能潜伏较长的

时间不被发现，有的甚至超过两年以上。而一旦

系统接地故障出现，或系统三相出现严重不平衡，

就会造成剩余绕组短路电流超过互感器所能承受

的极限，使三台互感器线圈发热，绝缘损坏而烧

毁。这就给客户造成了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如果

PT 二次短路，应该运行不久就会烧毁，而如果运

行了很长时间才烧毁，就应该是产品质量的问题。

开口三角短路的形式不一而足，有引线破皮

短路的，有开口三角输出端同时接地的，有因柜

体绝缘检测时接了短路片，检测完成后忘记拆除

短路片的，有二次消谐器击穿短路的[5] [6]，还有并

此处 C611 接地错误 此处 B601 是 PT 公共地

此处 B601
是 PT 公共地

此处 C611 为

BC 相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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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运行时由于其中一组 PT 单相熔断器熔断，造成

开口三角形成短路电流的[7]。

案例 3：福建尤溪县某公司项目三台 JDZX9-10

型电压互感器烧毁事故。KYN28A-12（Z）型开关

柜，PT 柜手车三台 PT 同时烧毁，三支高压熔断器

也同时熔断，如图 7 所示。现场检测发现柜体端

子排处（已断开互感器）开口三角电阻几乎为 0，

如图 8 所示。往 PT 端检查发现 PT 二次引线已烧

结，如图 9 所示。

图 7 三支高压熔断器同时熔断

图 8 柜体端子排处（已断开互感器）开口三角电阻

几乎为 0

图 9 PT 二次引线已烧结

该项目故障排除后已经运行 8 年，再无质量反馈。

案例 4：陕西榆林某煤矿配电项目三台 PT 两

次烧毁。

开关柜（PT 柜）型号：KYN28A-12（Z）。第一

次烧毁，成套设备售后服务人员去现场检查，说

没有发现接线错误。换上三台新产品后，运行不

久，再次烧毁。不得已，互感器公司派出售后服

务人员。

图 10 高压熔管被烧断

故障现象： PT 三相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接

在三台互感器中性点的一次消谐器引线被烧断，

三个高压熔管也被烧断如图 10，图 11 所示。检测

发现实际接线与图纸不符：图纸要求端子排 XT：

36 引出线 L640 接入小母线 JM：11；端子排 XT：

37 引出线 N640 接入小母线 JM：10。而实际接线

恰好相反：XT：36 引出线 L640 接入了小母线 JM：

10（此为接地线）；XT：37 引出线 N640 接入了小

母线 JM：11。N640 已通过接入 XT：37 的另一根

接地线接地，如图 13 所示。这样 2 段 PT 的开口

三角实际已通过地连接，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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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高压熔管被烧断

图 12 2 段 PT的开口三角通过地连接

故障排除后，运行至今，已有 10 年，再未收

到过 PT 故障的反馈。

1.3 PT 二次回路过载致产品烧毁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 PT 用作小容量供电电源时。

由于开关柜中的断路器储能电机、加热器、照明

灯、自动化仪表等均需要 220V 电源，而用户又不

愿另外投入一台所用变作为电源，一些成套设备

的设计人员就创造性地采用了电压互感器作为供

电电源。这本无不可，电压互感器就是特殊的变

压器，只要不超过互感器的极限输出，PT 作

为临时或长期供电电源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

在电源负荷能力的匹配上。一般情况下，一个小

型的变电站配电房至少会有 10 个间隔的开关柜，

平均每个开关柜需要的电源功率在 150W～300W

之间。互感器的极限输出也在 300W～500W 左右，

如果仅作为一个开关柜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但

有些成套设备设计人员却忽视了互感器的极限输

出问题，常常用一台互感器作为电源对 10 个以上

的开关柜供电，同时，为了使供电能够持续，他

们在互感器与开关柜之间还加装了一个 2000W～

3000W，8h 的 UPS 不间断电源，想当然地认为，

可以用小容量的 PT 对 UPS 不间断地充电，然后由

UPS 对开关柜供电。这里面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原

理：能量守恒定律。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输出的

能量与输入的能量是要相等的。如果 PT 的极限输

出只有 500W，而 UPS 的输出有 2000W 以上，那

么 PT 的输出也应该要达到 2000W 以上，特别是在

设备运行的初期，开关柜需要电能进行启动，UPS

也需要电能进行充电，PT 的实际负荷几乎要翻倍。

仅用一个小容量的 PT 对设备供电，是不匹配的，

运行不久，PT 即会烧毁。案例 5 很好地说明了这

一个问题。

JM9 L640 XT:36

小母线排列：从里到外依次为

JM1～JM11

接地线

N640 XT:37

图 13 N640 已通过接入 XT

37的另一根接地线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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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辽宁领先国际城配电项目 PT 烧毁。

PT 型号：JDZ10-10B，电压比：10000V/220V；

额定输出及相应准确级：300VA，3 级；互感器极

限输出：500VA。

故障现象：两台互感器均从中部横向断裂，并从

裂缝中流出黑色胶状物，显然是环氧树脂在高温

熔化并炭化后形成，如图 14 所示。其中一台是送

电后 3 小时烧毁，另一台是送电 24 小时后烧毁。

检查互感器的二次接线及其回路，二次线圈

直接短路的现象不存在。

但每台故障互感器的二次输出都是分别接有

一个 2000VA 的 UPS 不间断电源，如图 15 所示。

图 15 2000VA的 UPS 不间断电源

两台互感器故障发生时间的长短不同，与实

际的分析也是相符合的。当 UPS 电源尚未充电即

投运时，因为互感器要同时为 UPS 充电，还要为

加热电源及储能电机等供电，两个大负荷使互感

器绕组不堪重负，在短期内（约 3 小时）即烧毁；

而当 UPS 通过其它电源充满电后，再接入原系统，

这时因为 UPS 已基本不需要互感器供电，所以互

感器还能在单个较大负荷下维持较长的时间（约

24 小时）。将 UPS 用外接电源供电后，再未发生互

烧毁事故。

通过多地出现同类事故后，现在成套设备设

计人员普遍认清了这个问题，将 PT 的极限输出提

高到 3000VA，此后再未发生此类事故。

1.4 PT 二次同期回路接线错误

这种情况发生很少，网上也有极个别的报道，

曾遇到过两次的 B 相 PT烧毁也比较符合这一状况。

这主要是由于安装不正确造成的。如图 16 所示，

电压互感器二次同期回路一般情况下是星形接法

中的 b 相通过熔断器 F2接后地，中性点通过击穿

保险 JRD 接地，正常运行时，击穿保险端是悬浮的，

不会造成 b 相两端都接地，如果击穿保险击穿时，

就会造成 b 相两端都接地，b 相通过地短路，此时

熔断器会熔断以切断短路回路。但如果安装时熔

断器 F2 没有安装在绕组端，而是安装在接地点之

后，如图 16 中 F2’的位置，b 相短路将不能切除，

最终会导致 B 相 PT 烧毁。

1.5 半绝缘 PT 中性点 N 端悬浮

半绝缘电压互感器是指一次绕组两个出线端

绝缘水平不同的互感器。其高压端 A 端绝缘水平

是正常的额定绝缘水平，中性点 N 端的绝缘水平

为 3kV 或 5kV，属降低绝缘水平。当 N 端悬浮时，

一方面使中性点电位偏移，影响相电压的测量[8]，

另一方面，其产生的高压有可能超过 N 端的耐压

承受能力，造成 N 端对地击穿和对二次线圈击穿。

击穿产生的局部过热，直接损伤二次线圈的绝缘，

使二次线圈发生匝间短路或对地短路，最终导致

互感器烧毁[9]。

图 14 环氧树脂在高温熔化并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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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熔断器 F2 安装在接地点之后

半绝缘电压互感器中性点悬浮多半是人为原

因造成的。有的是安装时连接中性点后没有安装

接地线；有的是把接地线的安装在防锈漆上面，

造成了中性点的悬浮；还有的是因中性点连接一

次消谐器选型不当，一次消谐器运行电压超过了 N

端的耐受电压。

案例 6：贵州毕节某电站项目 JDZXW-10C1 型

户外电压互感器 A、C 相烧毁，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型户外电压互感器 A、C相烧毁

现场检查发现 PT底板及一次末端 N端未接地，

其中三台 PT 的 N 端通过线连接后，接到了 A 相

PT 的底板上。但底板没有专门的接地线，如图 18

所示，支架有防锈漆。

图 18 PT 的连接线未接地

案例 7：内蒙古纳林希里某变电站两台 PT 烧
毁，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内蒙古纳林希里某变电站两台 PT烧毁

现场检查发现 PT 一次消谐器型号不匹配，型

号为 LXQ-II-35 不带放电管，只适用于全绝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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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正常型号应该为 LXQ(D)-II-35，这种消谐

器带放电管，如图 20 所示，可以适用于半绝缘电

压互感器。

图 20 带放电管的消谐器

2 铁磁谐振引起的 PT故障

铁磁谐振也是 PT 烧毁的重要原因，这方面的

分析文章比较多[10-16] 。如果 PT 接线没有错误，那

么烧毁的原因大多是铁磁谐振引起。

严格来说，铁磁谐振与 PT 本身的励磁性能是

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责任不在互感器本身。因

为互感器出厂试验报告都有励磁特性曲线，作为

电力系统的设计者应该考虑互感器的固有参数，

采取措施，选择适当的线路参数，选择合适的互

感器，以避免互感器与线路发生铁磁谐振。

铁磁谐振中对互感器损害最大的是分频谐振

[17-19]。因为分频谐振发生时，其频率会降至额定频

率的 1/2 或 1/3，此时铁心将严重饱和，励磁电流

急剧增加，线圈发热，绝缘损坏，最终致产品烧

毁。

案例 8：内蒙古巴彦淖尔某变电站两台

JDZXW9-35 烧毁，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内蒙古巴彦淖尔某变电站两台 JDZXW9-35 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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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收到现场反馈，B 相故障。更换新产品后。9 月 20 日，现场又反馈回来发现 A 相电阻异常。

从消谐记录看，8 月 7 日，系统多次发生了严重的低频谐振。特别是 8 月 7 日 18 时 2 分至 3 分间，25Hz

谐振过电压最高已经达到了 105V，如图 22 所示。

图 22 消谐记录

3 PT三相电压输出不平衡问题探讨

YN-YnΔ接法电压互感器三相电压输出不平衡

问题，是在 PT 一次中性点加装了一次消谐器或加

装一台消谐互感器之后发生的，这方面的分析文

章也较多。主流观点主要集中在电压互感器励磁

特性的一致性上面[20] [21]，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

是，因为铁心加工中的退火工艺并没有达到精细

化，所以 PT 成品铁心励磁特性的分散性还是比较

大的，要保证铁心励磁特性一致，自然会给 PT 制

造上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

PT 铁心励磁特性都完全一致，但一次回路中其它

元件参数并不一致，也不一定能保证 PT 二次输出

的电压是均衡的。文献[22]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促使

PT 三相输出平衡的方法，也是值得借鉴的。

笔者在售后实践中，也尝试了一些互感器之

外的方法，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案例 8：内蒙乌海某有机硅项目 JDZX10-10 三

相电压互感器不平衡。开口三角电压 3.2V，用户

以标准要求需 2V 以下，不愿通过检测。产品在手

车式 PT 柜中，PT 手车除了装有三台 PT 以外，还

装有三支熔断器和三支避雷器。考虑到避雷器是

容性负荷，与 PT 的感性负荷必会产生相互的影响，

因此将手车移出后，首先把 A、C 相避雷器进行了

对调，然后推入手车运行，此时开口三角电压已

降至 2.4V 左右，再移出手车，将 A、C 相 PT 再对

调后，开口三角电压已降至 1.9V，达到了客户的

要求。

从上述案例可见，影响 PT 二次输出的不仅仅

与 PT 的励磁特性有关，也与其它元器件的配置以

及主回路其它参数均有关。

4 结语

外部原因造成中压电压互感器故障情况很多，

另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二次短路由于只是业内传闻，

没有列入，如 PT 二次因进小动物而短路，因进水

而短路等。由于水平及条件所限，本综述也许难

免有些片面和偏颇，望行业技术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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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绝缘子污闪故障案例

王雪梅

（西安 ABB 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西安 710021）

摘要：基于一起反复发生的绝缘子对地污闪造成高压电容器单元炸裂的案例，指出电容器的安全运行涉及到设

备整体设计、参数选择、日常维护等多方面的因素。恶劣环境和特殊气象条件下的电容器组安全运行，应引起

电容器设计、运行维护人员的重视。

1 故障概述

2015年某钢厂 35kV母线 SVC装置 2次滤波电

容器支路 H2，在毛毛雨天气下，电容器底部支柱

绝缘子污闪引发单相接地故障，导致电容器单元

爆裂起火，后波及其它 2 相引起群爆，造成共有

18 台单元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18 台故障电容器

单元分布在 3 相。

事故发生后，钢厂重新采购了 18 台电容器单

元，用以替换损坏的单元。更换后的 H2 支路于

2016 年 8 月投入运行。

2017年 2月，此 H2支路再次在细雨天发生绝缘

子对地污闪事故，导致 21台电容器单元发生不同程

度的损坏，其中包含 2台更换的电容器单元。

2 2015 年 H2 支路故障

2.1 H2 支路参数

此钢厂 35kV 系统母线采用单母分段接线，每

段母线上各带一套 SVC 装置。每套 SVC 装置设有

TCR 一组，2 次、3 次、4 次和 5 次滤波电容器组

各一组。故障电容器组位于 35kV 母线Ⅱ段，此母

线所带负荷主要是中频炉，电炉，LF 精炼炉等。

H2 故障支路采用 C 型滤波电容器结构，电容

器单元立放，开口三角电压保护。C1、C2 采用同

样的电容器单元，AAM8.6-605-1W，内部元件串并

联数为 4S12P，电容器单元绝缘水平 50/125kV，温

度类别-40/B，内熔丝结构。C1 电容器 1S6P， C2

电容器 4S6P。滤波电抗器采用调距式、上下 2 个

绕组线圈的型式，额定电感 88.17mH，品质因数

179，电抗器实际连接在电感值为 88.34mH 的接线

端上。滤波电阻器电阻值 1500Ω，额定电流 6.32A，

额定功率 60kW。

2.2 故障原因分析

2.2.1 单元绝缘水平与电容器组实际接线不匹配

H2 故障电容器组实际接线见下方接线原理图

1。图 1 中，虚线框表示电容器支架。上方虚线框

中为 C1（1 串 6 并），下方虚线框中为 C2（3 串 6

并），放电线圈接在 C1进线端子和 C2出线端子间。

C1 和 C2 分别安装在 2 个独立的支架上，2 个支架

之间没有电气连接。支架 1 和 C1 电容器单元的出

线相连，支架 2和 C2末端电容器单元的出线相连，

也即支架 2 的电位即为 35kV 系统中性点电位。图

2为现场照片。

图 1 H2 支路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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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2支路现场照片

根据电力电容器单元绝缘水平的要求，按照

这样的接线及支架电位连接，C2 电容器单元的工

频绝缘水平应为 8.6kV*3*2.5=64.5kV。而现场安装

的电容器单元绝缘水平为 50/125kV，低于实际接

线的要求，存在故障情况下不能承受过电压的安

全隐患。

此套 SVC 装置设备旁边是炼钢厂高炉，污染

严重，设备表面极易积灰。C1 单元的出线和支架

1 相连，当支架 1 的绝缘子发生对地污闪时，C1

单元的极对壳即相当于发生了对地短路，此时 C1

单元相当于承受着系统电压，电容器单元内瞬时

流过很大的短路电流。短路电流使得电容器单元

内部的绝缘油分解、气化，产生很大的热量。这

些瞬时产生的气体和热量引发单元外壳鼓肚、绝

缘油的燃烧以及单元箱壳的爆裂。

2.2.2 电容器组开口三角电压保护设置值过高

现场H2故障电容器组的开口三角保护电压设

置值为 3V。实际计算得到的不平衡电压保护报警

值应为 0.6V、跳闸值为 0.9V。现场设定的不平衡

电压保护值远高于实际计算值。因而当电容器单

元内部个别元件发生故障时，因不平衡电压保护

设置值过高，保护设备不能及时发出报警或跳闸

信号，致使电容器组保护不能正常、正确动作，

从而扩大了故障元件的数量和故障范围，引发更

为严重的故障。

2.2.3 对地绝缘子绝缘水平和爬距

考虑到现场的实际运行环境，绝缘子的爬距

至少需要按最高要求，即 4 级污秽计算。按 38kV

系统电压、4 级污秽等级对应的 31mm/kV 爬电比

距，计算得到对地绝缘子的爬距至少应为 1178mm，

BIL 应为 80/200kV。而现场实际使用的底部支持绝

缘子 BIL 值未知，爬距 1015mm，低于 1178mm。

2.3 故障处理建议

针对 H2 支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支架电位点的问题，建议现场更改 C2

支路 3 串单元所在的支架电位点至第二个串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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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2）更换对地绝缘子，并增加其爬距最低至最

高污秽水平要求；

（3）重新核实、设置 H2 支路电容器组不平衡

电压保护整定值。

3 2017年 H2支路故障

2015 年故障后，该钢厂更换了故障电容器单

元，但未对电容器组存在的问题进行任何改造的

情况下，于 2016 年 8 月再次投运 H2 支路。2017

年 2 月，投运后的 H2 支路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

再次发生了绝缘子对地污闪事故。损坏的绝缘子

位置如图 3 所示，A 相 2 只、B 相 3 只、C 相 2

只。

图 3 H2 支路现场照片

炸裂或外观损坏的电容器单元共计 21 只，其

中 A 相 C1 支路 6 只单元全部不同程度的炸裂，B

相 C1 支路 6 只、C2 支路 1 只，C 相 C1 支路 6

只、C2 支路 2 只。C 相位于 C2 位置的 2 只故障

单元，单元套管炸裂、箱壳上方有烧灼孔，但无

漏油现象，电容值和绝缘电阻测试值合格，现场

耐压试验合格。由此判断这 2 只单元内部完好，

只是外观损伤。为了找出导致这 2 只电容器单元

外观损坏的原因，结合钢厂提供的故障信息和录

波图，如图 4 所示，进行了系统故障仿真。

图 4 H2支路故障录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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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此次故障，首先

是 H2 支路 A、B 两相支柱绝缘子在毛毛雨天气下，

发生对地污闪，形成 A、B 两相接地短路故障，引

起 C 相母线电压升高，最高电压 57kV 左右（此仿

真数据与故障录波图一致），是正常运行时母线电

压 36kV 的 1.5 倍。电压的升高导致位于 C 相电容

器单元上方的连接母排与 C2电容器单元外壳间的

空气击穿、产生电弧，电弧导致 2 台电容器单元

箱壳烧蚀、瓷瓶破裂。

4 建议

针对现场反复出现类似的故障，且均发生在

同一条支路上，建议：

（1）用户从系统设计、电容器接线以及运行上，

彻底分析和查找此故障产生的原因；

（2）针对 H2 支路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

的清查和改造；

（3）同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建议

对电容器装置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绝缘水平、更

换绝缘子、增加爬电距离、改变电容器组接线方

式、再次核实电容器组保护参数设置等；

（4）针对现场实际运行环境，建议用户定期或

不定期的清理电容器组、尤其是绝缘子表面的积

污；

（5）对故障电容器单元数据的记录，建议严格

按照电容器单元安装位置、按相记录，便于事故

原因的查找和分析。

5 结论

电容器的安全运行涉及到设备整体设计、参数选

择、日常维护等多方面的因素。恶劣环境和特殊

气象条件下的电容器组安全运行，应引起必要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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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试验方法研究

武红旗，崔江丽，贾征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200）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给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施加三相试验电源的工作原理及具体试验回路。

主要阐述了紧凑型集合式三相电容器装置在试验室进行试验时，利用电抗器与电容器组成并联谐振回路，在试

验电源不是很大(与变电站相比）的情况下对紧凑型集合式三相电容器装置施加三相试验电压，以满足紧凑型集

合式三相电容器装置温升试验[1]的目的。

关键词：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并联谐振；温升试验

Research on Test Method of Compact Collective Three-phase High Voltage Shunt Capacitor Device
WU Hong-Qi，CUI Jiang-li，JIA Zheng

（Herong Electric Group Co.，Ltd，Xi’an 7102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specific test circuit of a three-phase test power supply

applied to a compact three-phase high voltage shunt capacitor device.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at when the

compact assembling three-phase capacitor device is tested in the laboratory, the parallel resonant circuit is composed

of reactor and capacitor, and the three-phase test voltage is applied to the compact assembling three-phase capacitor

device when the test power supply is not very large (compared with the substation), so as to satisfy the compact

assembling three-phase capacitor device. The purpose of phase capacitor device temperature rise test [1].

Keywords: Compact assemblage; Capacitor device; Parallel resonance; Temperature rise test

0 前言

目前，随着电力电容器的不断发展以及用户的

高标准要求,传统的集合式电容器成套装置正在快

速的向“智能化、集成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2]
。

集合式紧凑型
[3]
并联电容器装置就是近两年发展的

产物，其可以大大减小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占地面积，

从而减小整个变电站的占地面积。一定程度上提高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抗震性能，解决了发达地区征地

难、对抗震要求较高地区变电站选址难等问题。

但是，在实验室进行集合式紧凑型高压并联电

容器装置的温升试验时，由于试验电源多为单相电

源，温升试验无法进行。因此，研究紧凑型集合式

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温升试验很有必要。

1 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简单介绍

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是指箱壳为地电位，

除进线端子外无其它裸露带电导体的高压集合式电

容器装置。由集合式并联电容器[4]、油浸式串联铁

心电抗器、油浸式放电线圈、储油柜、避雷器、隔

离开关、电缆进线箱等部件组合构成（图 1、图 2），

其中电容器、电抗器和放电线圈为一体式全密封结

构，构成小型化、一体化、模块化设备。

图 1 架空式进线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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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缆式进线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

由图 1 可知，架空式进线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

装置中电容器、电抗器为一体式全密封结构；由图

2 可知，电缆式紧凑型集合式电容器装置中电容器、

电抗器和放电线圈为一体式全密封结构，且电抗器

为三相油浸式铁心电抗器，无法整体进行温升试验，

所以，很有必要研究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

容器装置的温升试验方法。

2 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试

验试验回路搭建准备

本次试验主要对架空式进线紧凑型集合式电容

器装置进行不同方法的试验，从而得出最优的温升

试验方法。

试品型号：TBB10-5000/5000-AKW（12%）

试品电感（mH）及电容（ｕF）测试（见表 1）：

表 1 试品电感和电容测试数据

项目 A 相 B相 C相

电感 11.16 10.97 10.33

电容 115.65 114.86 114.69

试品为星型接法，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方式，所

以，试验时我们采用并联电抗器、试验变压器与试

品为相同的接线方式。测量试品各相对中性点电压

用电压互感器变比为 10000:100，测量开口三角不平

衡电压用放电线圈变比为 12/√3:100，测量相电流用

互感器变比为 300:1，在相同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试验

回路的搭建。

3 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试

验研究

在实验室进行了以下 8 种试验回路的搭建，并

形成了 8 种方案，具体如图 3～图 10 所示。

方案一：试品中性点、并联电抗器中性点、变压器

中性点并列接地，如图 3 所示。

图 3 O1、O2、O3 并列接地

方案二：试品中性点悬空，并联电抗器中性点、变

压器中性点并列接地，如图 4 所示。

图 4 O3悬空，O1、O2 并列接地

方案三：试品中性点、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并联电

抗器中性点悬空，如图 5 所示。

图 5 O2悬空，O1、O3 并列接地

方案四：试品中性点、并联电抗器中性点悬空，变

压器中性点接地，如图 6 所示。

方案五：试品中性点、并联电抗器中性点、变压器 中性点悬空，如图所示。图 6 O2、O3 悬空，O1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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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O1、O2、O3 悬空

方案六：试品中性点悬空，并联电抗器、变压器中

性点相连并悬空，如图 8 所示。

图 8 O1 悬空，O2、O3相连并悬空

方案七：并联电抗器中性点悬空，试品、变压器中

性点相连并悬空，如图 9 所示。

图 9 O2 悬空，O1、O3相连并悬空

方案八：试品、并联电抗器、变压器中性点相连并

悬空，如图 10 所示。

图 10 O1、O2、O3 相连并悬空

分别按以上 8 种方案的试验回路施加三相工频

试验电压：由 1kV（只测量变压器 B 相电压）起均

匀升压至 1.2UN(UN为装置额定电压)。在升压过程中，

每隔 0.5kV 记录一组数据，这里我们对过程不详细

描述，只在电源电压为 5.5kV 时，对这 8 种方案的

测试数据进行比较，具体参数如下表 2：

电源电压选择 5.5kV 进行说明：紧凑型集合式

电容器装置内部的串联的电抗器的电抗率为 12%，

当升高电源电压至 5.5kV 时试品的端电压就可达到

额定电压。

表 2 试品参数比较一览表

方

案

电源

电压

(kV)

试品

电压

峰值

(kV)

试品

B相

电流

(A)

中性点

对地

电压

(V)

试品

开口

三角

电压

(V)

1 5.5
A:12.3
B:9.63
C:9.84

246.5 0 1.06

2 5.5
A:9.69
B:9.69
C:9.69

246.0 71.6 2.38

3 5.5
A:9.53
B:9.36
C:9.36

245.3 0 0.81

4 5.5
A:8.91
B:8.75
C:8.75

230.5 413 10.9

5 5.5
A:9.69
B:9.38
C:9.53

244.8 76.9 2.34

6 5.5
A:9.69
B:9.38
C:9.38

243.5 21.5 0.14

7 5.5
A:9.53
B:9.38
C:9.69

243.5 21.5 0.88

8 4.5
A:9.22
B:7.97
C:5.78

211.8 655 5.00

备注：

（1）方案 8，在升压过程中发现试品中性点飘移

比较严重，已经达到测量电缆线的绝缘水平，所以

没有继续升高到相同电压。

（2）测量试品中性点电压使用数字万用表。

结合表 2，下面将 8 种方案的试品电压波形图[5]

及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5]一一进行展示对比 如图 11～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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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方案一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2 方案二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4 方案四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5 方案五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6 方案六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3 方案三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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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方案七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图 18 方案八试品试品、开口三角电压波形图

方案判断条件：

（1）试品三相电压波形的平衡度[6]。

（2）开口三角电压波形是否为标准正弦波。

由图 11 至 18 可知，

（1）方案一、八中试品三相电压波形不平衡，

不是最优方案；

（2）方案二、四、五、六开口三角电压波形

不是标准正弦波，不是最优方案；

（3）方案三、七中，方案三变压器输入电流

大于方案七的输入电流，需要变压器提供的电源

容量将会增大，所以方案三不是最优方案；

（4）通过一一排除，方案七为最优方案，且

此方案与紧凑型并联电容器装置在电网运行时的

接线方式相同。

4 结语

紧凑型集合式三相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相对

于构架式、集合式并联电容器来说起步较晚，所

以到目前为止对该产品的标准，尤其在试验方面

还在摸索阶段，笔者也只是按照现有标准的相关

要求，在试验室对其温升，包括母线之间连接处

及主回路各连接处的温升和装置各电气设备的温

升试验回路的接线方式进行对比，确定最佳接线

方式，没有真正的进行温升试验。试验方法、测

量设备、测量参数不够全面，期待进一步研究确

定更有效的、更专业的紧凑型集合式并联电容器

装置的试验方法，为进一步使紧凑型集合式并联

电容器装置在试验室的到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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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埃及市场所使用高电压并联电容器的温度类别试验

赵洋，李银虎，李龙辉，韩鹏，赵锋锋

（陕西正泰电容器技术有限公司，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埃及地跨亚、非两洲,与欧洲隔海相望,影响力辐射中东和非洲,在阿拉伯世界中拥有特殊的区位优势。

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开拓国际市场成为各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而埃及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又对产品提出新的要求，应公司发

展埃及市场需求，结合埃及提出的环境条件要求，针对环境温度-40/D 特在厂内先行进行热稳定性试验，以验

证产品性能。

关键词：埃及；一带一路；环境；温度类别；热稳定性试验

Temperature Class Test for High-voltage Shunt Capacitors used in the Egyptian Market
ZHAO Yang；LI Yinhu；LI Longhui；HAN Peng；ZHAO Fengfeng

(Shaanxi Chint Capacitor Technology Co.,Ltd.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Egypt, which straddles Asia and Africa, faces Europe across the sea, and its influence radiates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njoys speci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in the Arab world. It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opening up, more and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begin to go global, and 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become the only way for

each enterprise to grow. The particularity of Egypt'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market demand, combined with Egypt'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40/D in the factory first thermal stability tes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product performance.

Keywords: Egypt;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category; Thermal stability test

1 背景

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我国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阿拉伯国家。1956 年 5 月中埃建交后，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1）

。地跨亚、非两洲的埃

及,与欧洲隔海相望,影响力辐射中东和非洲,在

阿拉伯世界中拥有特殊的区位优势。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的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中国提出的 “一带

一路”倡议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埃及非常

重视与中国就此开展合作。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

非洲占据重要地位,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

量。埃及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拥有广阔

的投资前景,希望更多中国企业赴埃投资（2）。

根据埃及电力发展五年规划，2012～2017 年

间，埃及电力需求将达到 40000 兆瓦/时，而埃及

目前发电能力为 27000 兆瓦/时。未来几年内埃及

仍将面临电力短缺。埃及 84%的发电量靠天然气发

电，其余 16%主要靠水力发电。由于燃料短缺，埃

及目前发电能力降为 22000 兆瓦/时。同时，埃及

部分发电站设备老旧也大大影响了发电能力
（3）

。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越来

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成

为各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其中电力合作

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新亮点。

正泰立足海外市场，强化品牌推广，延伸重

点市场区域布局，为全球电力发展贡献智慧的力

量，全力演绎“让电尽其所能”的光荣使命。应

因地制宜的为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用户提供输配电

系统解决方案，确保提供高效的当地化服务，满

足市场动态，助力正泰进入海外市场，增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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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

2 试验项目

埃及全境干燥少雨，尼罗河三角洲和北部沿

海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其余大部分地区

属热带沙漠气候。开罗地区年降雨量约 18 毫米，

夏季平均气温最高为 34.2℃，最低 20.8℃，冬季

气温最高为 19.9℃，最低 9.7℃；地中海沿岸城

市亚历山大年平均降雨量约 200 毫米；南方地区

夏季平均气温最高为 42℃，最低气温 20.8℃，冬

季平均气温最高为 25.8℃，最低气温 9.6℃，早

晚温差较大。结合投标资料显示，对于单台电容

器来说，在符合 IEC 标准
（4）

的情况下，与国内电

容器相比特别提出温度类别需达到-5/D 或者 0/D，

即电容器可以投入运行的最低环境空气温度应为

-5℃或 0℃。“D”表明电容器可以投运的最高环境

温度为 55℃，24h 平均最高 45℃，年平均最高 35℃。

公司 2012 年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力电容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就高电压并联

电容器 BAM12-500-1W 做型式试验报告时，温度类

别为-40/B，试验合格。另外 2014 年在苏州国家

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就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NCW 型 12-500-1W 做型式试验报告时，温度类别也

为-40/B，因此可知电容器可以投入运行的最低环

境空气温度-40℃是可以达到的，继而满足埃及市

场-5℃或 0℃的要求。而最高环境温度并未包含，

公司已将高电压并联电容器环境温度-40/D 试验

项目纳入明年型式试验报告计划中，在此前公司

试验站有必要对此项目进行厂内试验，即热稳定

试验。

3 试验目的

通过对高电压并联电容器进行热稳定性试验，

模拟电容器在埃及环境条件使用工况，以便满足

在-40/D 环境条件下电容器性能要求，为公司进入

埃及市场奠定基础，为产品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公司试验站选取 BAM11-480-1W 三台进行热稳定性

试验。

4 试验设备及工器具

4.1 高温常温箱（100℃）

4.2 多路温度测试仪

4.3 高精密高压电容电桥

4.4 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试验装置

4.5 工频耐压试验装置

4.6 数字电容器表

4.7 卷尺

表 1 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BAM11-480-1W 出厂例行试验 温度 26 ℃ 湿度 35 %

序

号

产品

编号

压前电

容测量

（µF）

压前

电阻

测量

（M

Ω）

桥测电

容量

（µF）

介质损耗

角测量

(tan(%))

极间耐

压试验

（kV，

10s）

局部

放电

测量

(pC)

极间局

放熄灭

电压

（kV）

极对地

耐压试

验（kV，

10s）

内熔

丝放

电试

验

(kV)

压后电

容测量

（µF）

压后

电阻

测量

（M

Ω）

密封

性

1 1818011 12.82 6.0 12.80 0.0135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82 6.0 通过

2 1818009 12.81 6.0 12.79 0.0135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81 6.0 通过

3 1818023 12.79 6.0 12.76 0.0135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79 6.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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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热稳定试验记录表

时间

（h）

环境温度

（℃）

试验电压

（kV）

测温探头位置处温度

左陪试品 主试品 右陪试品

16﹟ 14﹟ 15﹟ 11﹟ 12﹟ 10﹟

19:00 48.2593 13.10 57.8513 59.4039 59.1614 57.0717 59.7655 57.7921

20:00 48.5795 12.99 58.8315 60.6716 59.9254 57.8839 60.9505 58.3666

21:00 48.3765 13.12 59.2795 61.0783 60.3748 58.3211 61.5789 59.6884

22:00 48.4455 13.20 59.9419 61.6664 60.7546 58.6186 61.9063 59.0416

23:00 48.5827 13.25 60.3021 62.0457 60.3092 59.1438 62.5015 59.5672

24:00 48.5118 13.40 60.4193 62.2009 61.3418 58.9658 62.6082 59.5663

01:00 48.5076 13.30 60.6304 62.3386 61.5818 59.2563 62.9114 59.7516

02:00 48.4852 13.25 60.7885 62.4994 61.8367 59.5522 63.0628 59.9525

03:00 48.3669 13.33 61.0004 62.6072 61.9288 59.5672 63.0522 59.9363

04:00 48.7371 13.06 61.0711 62.8388 62.1759 59.7115 63.3398 60.1219

05:00 48.3201 13.30 61.1584 62.8935 62.3644 59.8185 63.3192 60.3365

06:00 48.3874 13.42 61.0604 62.8906 62.1862 59.4756 63.3225 60.0771

07:00 48.6752 13.32 61.2983 63.0132 62.2156 59.8522 63.4088 60.2924

08:00 48.4832 13.12 61.1243 62.8898 62.2436 59.5151 63.2592 60.1165

09:00 48.0447 13.17 60.8174 62.4653 61.7486 59.1703 63.0039 60.8689

10:00 48.4203 13.11 61.0661 62.9846 62.2116 59.7836 63.4316 60.1718

11:00 48.2834 13.25 61.0844 62.8299 62.1209 59.4989 63.1184 59.8302

12:00 48.8627 13.30 60.5203 62.2977 61.5848 59.0113 62.7298 59.4415

13:00 48.6846 13.17 60.4748 62.0739 61.6799 59.0227 62.5355 59.4139

14:00 48.8138 13.28 60.0544 62.0679 61.4263 59.0941 62.7678 59.5945

15:00 48.7456 13.27 60.5173 62.4981 61.9187 59.6227 63.2588 59.6534

16:00 48.8652 13.18 60.2638 62.0896 61.3038 59.0287 62.5544 59.5966

17:00 48.5129 13.28 60.9538 62.0289 61.2965 59.2517 62.7407 59.8033

18:00 48.6866 13.35 60.6575 62.1554 61.5598 59.1927 62.8875 59.6802

19:00 48.4839 13.22 60.5117 62.3458 61.6558 59.3416 62.0995 59.9798

表 3 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BAM11-480-1W 出厂例行试验 温度 10 ℃ 湿度 36 %

序

号

产品

编号

压前电

容测量

（µF）

压前

电阻

测量

（M

Ω）

桥测电

容量

（µF）

介质损耗

角测量

(tan(%))

极间耐

压试验

（kV，

10s）

局部

放电

测量

(pC)

极间局

放熄灭

电压

（kV）

极对地

耐压试

验（kV，

10s）

内熔

丝放

电试

验

(kV)

压后电

容测量

（µF）

压后

电阻

测量

（M

Ω）

密封

性

1 1818011 12.66 6.0 12.70 0.0108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66 6.0 通过

2 1818009 12.65 6.0 12.69 0.0108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65 6.0 通过

3 1818023 12.66 6.0 12.69 0.0108 23.65 ＜50 ＞13.2 42 通过 12.66 6.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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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前进行高压并联电容器出厂例行试验，

试验项目及试验值如表 1 所示。

5.2 将三台电容器间距 50mm 直立放置于静止空气

的封闭箱中，其中最中间电容器为试验电容器，

两边电容器为陪试品，在 GB/T 30841-2014《高压

并联电容器装置通用技术要求》中表 7、表 8规定

户内外柜式、框架式电容器单元间距最小值为

70mm，鉴于埃及风沙大、雨水多的环境情况，我

们将电容器间距定为 50mm。如图 1、图 2所示。

5.3 在被试品两边大面距底部 2/3 处贴测温探头，

同时在陪试品相同部位贴测温探头，主试品顶部

粘贴测温探头。

5.4 封闭箱温度调至 55℃。

5.5 对被试电容器施加交流电压历时 48h，前 24h

施加额定电压 Un=11kV，后 24 小时调整电压值，

使得根据实测电容计算得到的容量至少为 1.44 倍

额定容量，即 Us=13.2kV。

5.6 在最后 6h 内，测量外壳距底部 2/3 处的温度

4次，在整个 6h 内温升的增加应不大于 1K。如果

观察到较大变化，则试验继续进行，直到连续 6h

内连续 4 次测量满足上述要求。试验过程中前 24h

额定电压下运行，温度不稳定，后 24h 在额定电

压的 1.2 倍下运行，温度趋于稳定，记录如表 2

所示。

5.7 热稳定试验后，再次进行高压并联电容器出

厂例行试验，试验项目及试验值如表 3 所示。

6 试验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电容器单元热稳定性能的试验，

基本确定了产品在环境温度 55℃下历经 48h 后，

外壳最热点温度约为 61℃，比环境温度高 6℃；

热稳定试验后，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值和损耗角正

切值，前期常温下的例行试验数据相比，温度升

高后，电容和损耗稍有减小，符合电容、损耗随

温升变化曲线；试验前后测量电容值只差小于相

当于一个元件击穿或一根熔丝动作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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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中的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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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子质谱分析仪进行电容器真浸终点判断的研究

乔保振 1， 于胜斌 2，于清明 2，张宝国 2，王英武 1，乔木 1

（1 沈阳诚桥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 110025；

2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 710018 ）

摘 要：电容器真浸处理过程的时间和成本，是各个电容器器生产厂家非常关注的问题。真浸过程的抽真空时

间因为没有效的判断方法，往往在无效地延长。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抽空时间，需要用客观的

测量数据，进行有效的判断。终点判断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电容器行业。本团队研制水质谱仪，可以测量和

计算出被抽气体水蒸气分子的个数，从分子级别，对真空终了进行判断。现将我们初步结果汇报如下。

关键词：电容器真浸，抽空终点判断，质谱技术，残余气体分析，水质谱仪

0 概述

（1）电容器真浸过程的时间确实很长，原因

很多。

（2）加热—抽真空—冷却—注油—浸渍几个

阶段中，抽真空时间最长。并且没有统一的规定。

各个厂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工艺经验确定的工艺参

数和时间。不少厂家往往无效地延长抽空时间。

极大地浪费时间和能源。

（3）之所以没有比较统一的规定，是因为抽

真空结束没有很好判断标准。传统的做法都是按

照冷凝器中停止出水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参数。但

是，电容器纸绝缘实在是太少了。高真空阶段出

水量根本就测不出或测不准。

（4）电容器行业一代一代的专家和工程师都

曾经为真空终了的判断做出过很多努力，但是到

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像样的终点判断的方法。

（5）在科技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感应、

传感、电子放大、计算机、大数据等等技术都高

速发展的今天，应该有条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

有足够的信心来攻破这个堡垒。下面将到目前为

止的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希望能对真正创新研究

的人士有所帮助。

1 方向和路线确定

图 1 水蒸气分压仪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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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笔者研究真空干燥终点判断技术数十年。变压

器干燥处理终点判断，最有效的方法，用五氧化

二磷（P2O5）吸附的办法，获得被抽气体的水蒸气

分压，进行计算，获得单位时间、单位绝缘重量

出水的参数。根据工艺试验参数，确定真空结束

的标准。

1.2 水蒸气分压测量技术，1960 年代，由瑞士

MICAFIL（现 MICAVAC 公司）发明
[10]

。一直使用至

今，效果良好。但是变压器的绝缘重量，一般都

是以吨位来计的。最大的变压器有 50 吨绝缘材料，

干燥处理一次出水达到 2 吨以上。也是登峰造极

的数字。抽真空阶段结束前，总是有一定量的出

水率。国网公司的变压器生产和监造条件中，明

确规定要以水蒸气分压仪测量的出水率≤n 克/

（小时·吨绝缘），来作为严格的判断标准。设

备制造厂家，已经将水蒸气分压测量过程和判断

标准，植入计算机控制程序。作为真空阶段结束

的一个重要参数。

1.3 目前水蒸气分压仪，已经发展到很精确的程

度。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我们曾经数次试图将

水蒸气分压仪，也用在电容器真浸设备上，来进

行终点判断，都以失败而告终。用在 500kV 互感

器的干燥处理过程中来判断出水率。也以失败而

告终。主要原因是，互感器的绝缘纸太少，而电

容器中绝缘纸更少。罗茨泵一启动，水分压曲线

立即变平。实际上是此时实际的被抽气体含水率，

已经早已低于仪器的下限值，专业术语是测量信

号早已被本底信号或者噪音信号所淹没。

1.4 可以明确得出结论：用宏观的办法来判断电容

器的真空过程，肯定不适用。

1.5 我们目前的研究的思路是，既然宏观的办法行

不通，那就向微观进军。将残余气体分析技术，

用在电容器的真空过程判断。

1.6 参与气体分析技术，在真空镀膜等等高真空技

术中，应用很普遍
[2]
，在宇航技术领域，也是很普

遍的应用。火星探测器上，就搭载有测量火星气

体成分的质谱仪
[3]
。将其用在真浸工艺过程，我们

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下面将有关理念和研究

中间结果汇报如下。

1.7 研究路线为：

（1）选择合适的残余气体分析仪；

（2）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3）开发专用的水质谱仪，组成测量系统；

（4）进行试验室测试验证；

（5）制造厂小系统试用；

（6）电容器厂系统实际测试；

（7）批量使用。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3）和第（4）步，在制

作测量系统和进行试验室试验。预计下半年能开

始在我们厂内的小真浸试验系统试用。

2残余气体分析仪简介

2.1真空状态的划分[2]

一般地讲，所谓真空，是指低于大气压力的

图 2 水蒸气分压仪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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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80°磁偏转质谱室原理图

稀薄气体空间。真空技术中，根据气体的稀薄程

度，从稠到稀，可分为粘滞流、粘滞—分子流和

分子流三种状态。并且按照如下方法来划分。可

根据气体的平均压力 p 和管道直径 d 的乘积来判

别其余三种流动状态
[3-4]

。

（1） pd＞0.67 Pa·m 为粘滞流 （1）

（2） pd＜0.02 Pa·m 为分子流 （2）

（3） 0.02 Pa·m＜pd＜0.67 Pa·m

为粘滞-分子流 （3）

式中，p—管道中平均压力[Pa]，即入口压力与出

口压力的平均值；d—管道直径[m]；

2.2气体压力宏观测量和微观测量的区别

（1）真空分子物理学中，定义气体压力测量的公

式为： nkTP  （4）

式中， P —压力[Pa]； n —分子的个数； k —波

尔茨曼常数；T —气体的绝对温度[k]。

（2）从真空测量方面，通俗地理解，粘滞流状态

是气体分子很多很稠密，n 足够大。在宏观上能用

压力的方式进行测定。

（3）而分子流是空间气体分子很少， n 很小，气

体分子在空间飞行。气体分子和容器壁面之间，

以及分子和分子之间，以碰撞次数的方式来表达。

分子与分子，或者分子与容器壁面之间，两次碰

撞飞过的距离，成为分子自由程。分子自由程可

以容器的尺度接近时，称为分子流。

（4）粘滞分子流，则是介于粘滞流与分子流之间

的状态。我们要处理的正是这个不上不下的状态。

（5）粘滞流状态的真空测量，可以用应力应变原

理的弹性真空表，膜盒真空计；压缩式的麦氏真

空计；热传导原理的电阻真空计，热偶真空计。

这些宏观原理的压力测量，都是测量总压，

（6）分子流状态，分子对器壁（感应元件）的作

用，已经没有力的表达。只能以分子的个数，碰

撞次数来表达。所以最常用的是将稀薄的气体分

子电离，加速，定向聚焦，再收集。通过离子流

电流的方式来进行度量。这就是电离真空计的基

本原理。

2.3电容器真空终点气体状态属性界定

（1）电容器真浸真空终了可以从10Pa开始测量，

一直到1Pa。我们以这两个数量级来作为研究对象。

管道以2500L/s罗茨泵的入口直径作为入口管道直

接，一般为DN250,

Pd =（10～1）Pa×0.25m =（2.5～0.25）Pa·m，

0.02 Pa·m＜（2.5～0.25）＜0.67 Pa·m
pd 值落在粘滞—分子流的位置。并且是靠近分子

流的部分。

（2）电容器真浸真空阶段结束之前，要测量和鉴

定的压力范围，和很多干燥、冶炼等真空技术要

处理的范围相同，必须面对现实。但是本分析可

以告诉我们，既然处于上下不靠的范围，就不能

武断地用粘滞流的仪器要求去测量分子流的参数。

更不能用理论上就不可靠的标准来控制设备和工

艺。

（3）干燥处理的真空系统，在高真空结束之

前，在接近分子流的状态，系统中的主要成分是

水分子。宏观上，表达为水蒸气分压。微观上，

用水分子数或质量数来表达。

2.4质谱仪的几种方式

（1）磁偏转质谱仪。图 3 给出了 180°磁偏

转型质谱检漏仪的质谱室原理图。在质谱室内，

由灯丝、离化室和加速极组成离子源；由外加均

匀磁场构成分析器；由出口缝隙、抑制栅和收集

极构成收集器。不同质荷比的离子，在磁场力的

作用下，以不同的半径轨迹运行。在不同的位置，

收集到不同的离子流。分辨出不同的物质离子。

（2）回转质谱仪。如图 4所示。具有特定质

荷比的离子，被加速后，飞入有一定磁场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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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射频质谱仪
图 8 双曲线形等位面和四极杆场半径

磁场中，在特定的交变电场作用下，使离子发谐

振。谐振的离子形成阿基米德螺旋线，不断的加

速，最终达到收集极。

（3）飞行时间质谱仪。如图 5 所示，离子电离后，

被加速飞到背板附近，被背板上的正弦电场作用，

继续飞往收集极。因为不同质荷比的离子，飞行

时间不同而被分离开来。用一定的电子手段测量

和记录，获得各种离子的质谱。

（4）射频质谱仪。如图 6 所示，在阴极 K 处

被电离和加速的离子，在特定的栅极 G1—G4 的作

用下进行反复震荡，到达收集极的前后次序，因

为质荷比不同而不同，通过电子仪器记录，对不

同的离子进行分辨，得出不同的质谱。

（5）四极杆质谱仪。在所有的质谱仪中，四极

杆质谱仪是应用最广泛、性能最稳定的一种。后

面专门对四极杆质谱仪进行深入理解。并将通用

的四极杆质谱仪，重新开发设计成水分子质谱仪。

像氦质谱仪只显示氦离子一样，水分子质谱仪，

自始至终就分辨和显示水分子的存在和量值的

变化。以期作为真空阶段结束前，对出水趋势变

化的掌握。满足要求及时停止抽空过程。这样，

电源参数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扫描，仅仅能覆盖水

分子附件的质量数即可。

3 通用四极质谱仪的深刻理解

3.1 四极质谱仪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1）之所以叫四极杆质谱仪，是因为基本结构是

有四个电极杆。电极的有效电场面是双曲线形面。

如图 7 图 8 所示。极杆每每相对两个，加上直流

和高频电压，形成滤质电场。

图 7 四极质谱仪的基本原理和结构

图 4 回转质谱仪

图 5 飞行时间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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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离子源室飞来的正离子，在高频电场作用

下作激烈震荡，但是目的是让离子总处于激活状

态。蹦蹦跳跳之中，让直流电场将正离子往中心

轴线聚焦。

（3）在收集极负性电场作用下，滤质器中正离子

逐渐被归拢至轴线周围。最终被收集极捕获。

（4）这种现象可以形象称之为立体聚焦。或者叫

三维聚焦，如图 9和图 10 所示。再概括一下，

（a）高频电场的作用让离子总在积极震荡，不允

许其轻易朝一个方向飞出滤质电场。

（b）直流双曲线横向电场，是将离子反复推向最

中性的轴线附近。

（c）在轴线长度方向上，离子跳跃半径越来越小，

最后聚焦到很小的区域被收集。

（5）通过仔细调节高频震荡电压和收集极电压，

可以获得正好最佳综合场效应，使得在收集极处，

将某一荷质比的离子聚焦到焦面上，被收集极捕

获。其他荷质比的离子则达不到收集极即发散掉。

3.2 离子总体运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1）滤质器结构的影响

结构尺寸，形状，加工精度，材质等影响。

但应该是滤质器长度越长，聚焦的焦面越小。

（2）最重要的核心技术

不同荷质比的离子，聚焦结果直接是所加直

流和高频电压的函数。只有符合马丢方程稳定解

平面的离子，可以稳定飞向收集极，并且焦面越

来越小。

（3）离子在滤质室内的运动，用数学描述，

非常复杂。只能定向地描述如下。

3.3 定向描述离子三维聚焦过程

（1）一般四极杆上加的直流和高频电压幅值为 1：

6。离子进入直流+高频的双曲线电场，如图 11 所

示。

图 11 三维聚焦过程示意图

（2）电场加的是 1 个单位的直流电压和 6 个单位

的高频电压。我们称之为是聚焦震荡电压。一个

离子在 6 单位正向半周高频电场和 1 单位直流正

向电场作用下，即等于 7 单位电场作用下，把离

子从-10 坐标点，往正向推 7 单位距离，到达-3 位

置。

高频电场翻转，电场叠加成-6+1=-5 反向，将该

离子推向-8 位置。

电场再翻转，正向 7 单位电场，将离子从-8 推到

-1 位置。

反向-5 单位电场，从-1 推到-6 位置。

正向 7 单位电场 -6 到 1

反向-5 单位电场 1 到-4

正向 7 单位电场 4 到 3

反向-5 单位电场 0 到-6

正向 7 单位电场 -6 到 1………………….

图 9 滤质器入口处的离子云

`
图 10 三维聚焦后收集极处的离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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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进 7 退 5”= 净“进 2 退 1”不断将

离子推着靠近轴线。

（3）但是过了 0 点之后，离子会继续发散。因此，

收集极的距离要调到正好目标离子沿着 Z 轴到达

聚焦到焦面之内，同时达到收集极附近，很容易

被收集极捕获。

（4）双曲线表面电极，具有良好的反向聚焦作用。

现代技术肯定如此发达，仔细加工，肯定能做出

完全符合相面要求的电极面。不应该简化成圆杆。

3.4 经过三维聚焦过程

离子就像被收集在一个漏斗里一样，最终将其“归

拢到”收集极附近。如图 12 所示。

图 12 三维聚焦漏斗效应示意图

4 水质谱仪的结构设计

4.1 通用四极质谱仪的有关特点

（1）通用的质谱仪都是用于高真空和超高真空领

域，或者是作为试验室研究用途。体积很小
[3]
。特

别是宇航工业用的，在飞船上搭在的自带电源的

质谱仪，对体积和重量的限制非常严格
[4]
。所以这

些仪器的研究和制造，都有庞大的团队，费用也

是动辄就是千万级别的。

（2）一个典型质谱仪的电气参数（比照电离真空

计）

四极场半径 r=3.5 mm；

灯丝 F W, φ0.14 mm；

阳极 A W 双螺旋状，φ0.2，D=8 L=28.2 mm；

收集极 C Ni, φ21 δ =0.1 L=28 mm；

加速极电压 VA= 200 V；

收集极电压 VC=-25 V；

灯丝电压 VF=-0 V（接地）；

灯丝发射电流 Ie=5 mA；

线性测量范围 1×10
-1
～1×10

-5
Pa；

规系数 K= 0.15/ Pa

（3）可见通用的四极杆质谱仪，都是小巧玲

珑的，精高精尖的仪器。如图 13 所示。而用于干

燥终点判断的条件，可以完全不同于这些环境。

我们属于工业现场使用，条件要宽松得多，测量

要求也不是非常地高，至少开始不会要求太高。

所以，应该用完全不同的思路来进行开发和研制。

图 13 通用质谱室照片

4.2水质谱分析仪的条件

（1）首先，“个头大小”基本不受限制。只

要原理和结构需要，可以做到 1 米的尺度都没有

关系。现在设计和试制如图 14 和 15 所示。和我

们的真空罐和设备比起来，还是显得微不足道。

也和现在使用的水蒸气分压仪差不多尺度。

图 14 水质谱仪的构想结构

图 15 水质谱仪的构想结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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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四极质谱仪的电气主回路原理图

（2）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用器件来代替必须制

造的零部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3）可以利用干燥系统的真空设备，作为前级泵。

4.3 水质谱分析仪的要求

（1）水分子 H2O 的分子量为

M = H2 —2 + O—16 = 18

是很明显的无机物分子，很确定。因此有可能用

残余气体分析仪鉴别出来。一般真空干燥系统，

真空结束前残余的气体分都是分子量在50μ（电

子单位）的物质，水分子附近的CH4, N2 ，都很容

易被分离开来。

（2）单电子的1H
+
离子，需要高频电压U=8 V，

直流电压V=1.35 V 可以稳定到达收集极。而水为

18分子量，需要的电压为18×8=144 V，直流电压

=24 V，就可以使得水分子稳定到达收集极。这样

的电压范围，都落在工业用电的电压范围，技术

上很容易解决。

4.4 根据上述条件和要求，我们现在设计和试验的

水质谱仪主要特点如下。参看图 16 和图 17。

（1）质谱室尺度比试验室用的大一个数量级。四

极杆场的半径 r=26 mm。

（2）离子室，滤质室（质谱分析室）玻璃外壳，

质谱室入口板（兼作安装板），阳极板，都是直

接购买的民用产品或者定制的玻璃制品。

（3）阴极灯丝直接采用电离真空计规管灯丝。直

接将电离真空计装置在离子室端部。

（4）电离室是一个拔火罐用的玻璃壳。端部打孔，

将电离真空计的阴极灯丝装在里面。

（5）栅极是自己做的。用不锈钢丝网制做的小网

片。固定在玻璃隔板的中间。玻璃板中间打比较

大的孔，作为离子进入滤质室的通路。玻璃片径

向打一个小孔，将栅极的电极引出。

（6）玻璃板兼作安装座。在背面打 4个孔，将四

极杆插在孔中，将四极杆固定好，并将电极在相

对应的径向孔中印出来。

（7）收集极是用镍片做的。在质谱室的右端打孔，

将电极引出。

（8）灯丝电源，栅极加速电源，收集极电源，都

是采用电离真空计的电源，进行改装，接到对应

的电极上。也就是上图中的 E1，E2，E3，都是电

离真空计的电源。进行适当的改造。第一步试验

成功后，可以按照修改的参数定做。

（9）四极杆的直流和高频电源，按照能覆盖水分

子附近的分子的要求，幅值等在 380 以内，直流

电源电压为＜380/6 取 60V 为要求来定做。当然要

找电源专家来做了。

4.5 最终确定的试验品的参数

这些参数试验后肯定要调整
[5]
。因为极间距离

拉大，要达到需要的电场强度，必须做必要的计

和调整。

（1）四极场半径 r=26 mm

（2）灯丝

灯丝 F W, φ0.14 mm

灯丝发射电流 Ie =5 mA

E1——灯丝电压 VF =-0 V（接地），

（3）阳极 A W φ0.1，有效面积 D40 的网

图 17 四极质谱仪的主回路电源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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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水质谱仪在真浸系统中的应用

E2——加速极电压 VA= 200V

（4）收集极 C Ni, δ =0.1 φ30 的镍片

E3——收集极电压 VC= －5V，

（5）V——直流电压 60V

U——电压幅值 380V，f=3MHz，角频率为 6

π×10
6
/s

（6）设想的测量结果

水分子的离子流范围 1μA～100 mA

水分子的质谱系数为 K= 0.15/Pa

水分压计算结果范围 10 ～1×10
-3
Pa.

（7）按照上述要求设计的水质谱仪如图 18 所示。

5 测量系统

5.1 测量系统原理

（1）水质谱仪和分子泵系统组成测量系统。测量

系统并联在罗茨入口的主真空管路上。

（2）通过入出口的针阀，自动调节流量或切断与

系统的连接。

（3）因为电离室和质谱室必须达到真正的分子流

高真空状态，所以必须采用分子泵将质谱室抽到

10-1～10-3Pa.的水平。同时，靠质谱室和主真空管

道之间的压差，使得被测气体进入测量支路。

（4）在高真空的后期，从主真空管路里的压力在

10Pa 开始测量，一直到压力降到 1Pa 以前。这样

的压力满足分子泵启动压力和前级压力，没有任

何问题。这就是一个简化系统设置的很好的条件。

5.2 测量过程

（1）在高真空的后期，在主真空管路里的压力达

到 10Pa 开始测。打开出口阀门。启动分子泵，将

质谱室抽到极限，准备测量。

（2）启动质谱仪控制程序，灯丝开始加热，发射

电子。栅极和收集极施加电压。

（3）打开质谱室入口针阀，主真空管路里的样气

缓慢进入离子室。四极杆先不加电压。开始测量

总的收集离子流。检查仪器状态。

（4）一切正常后，四极杆施加电压。检测分离离

子的效果。

（5）正常后，加大样气进入，使质谱室达到最大

允许的压力。开始测量实际有用的收集极离子流。

（6）计算机系统，自动调整各个电源的参数，并

进行安全保护。

（7）收集极测到的离子流，经过放大电流，在计

算机上显示和记录下来。水质谱仪在真浸系统中

的应用如图 19 所示。

6水分子数量或者比例获得后的计算和定标

6.1 测量出水分子的必然存在

（1）在测量系统调试时，或者在每一次测量开始，可以对水分子附近的几种常出现的分子进行扫描，

确认水分子的存在，并确定谱柱所在位置，如图20所示。

图 18 试验用的质谱室组成和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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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水分子附近的物质的质谱

（2）反复测量计算，确定水分子的质谱柱稳定时，

仪器的各个参数值。并固定下来。

6.2 连续测量水分子量的变化

（1）让仪器就单单连续显示水分子谱柱的图。其

实就是离子流的大小值。

（2）随着抽真空时间的延长，水分子会越来越少。

峰柱高度会越来越低的趋势。峰柱高度包络线，

就是出水趋势的明显显示。

（3）这就是和水蒸气分压仪比较的优势。宏观的

办法无法实现的痕量水分的测量，在水质谱仪上，

可以轻松地测量出来。

（4）通过工艺比对，可以确定一个绝对的指标，

作为真空终了的标准依据。

6.3 获得水分子比例

（1）根据四极杆不加电压测得的总压，和分离出

来水质谱柱后，获得的分压（其实也还是两种状

态时的离子流电流值），可以计算得到水分压在

总压中的比例。如图21所示。

（2）根据压力和分子数的关系，可以获得水分子

的个数（按照公式P=nKt）。

6.4水蒸气量的计算

（1）不管是得到水分压，或者得到水分子的个数，

都可以按照抽速，计算出单位时间抽出的水蒸气

量。

（2）但是这里，也需要知道当前的抽速。主真空

管道里的抽速，仍然用小孔测量抽速的办法获得。

如图20上的抽速测量仪是用来专门的量抽速的仪

器。会另外有文章介绍。

（3）获得抽速之后，就可以用下式计算单位时间

的出水率，或者分子的个数。

ePSk水W

式中，W水—单位时间抽出的水分量（g/h），出水

量比较大时，用出水量来计算。k —和单位有关

的系数；△P—测量和计算出来的水蒸气分压值；

Se—抽速测量仪测得的罗茨泵有效抽速；

或者 eknS水N

式中，N水—单位时间抽出的水分子个数；水分很

少时，用水分子个数来做计算。k —和单位有关

的系数；

n —质谱仪测得的当前管道内部被抽气体的水蒸

气分子含量；Se—抽速测量仪测得的罗茨泵有效抽

速。

6.5上述计算确认后，可以对电容器真浸过程的判

断标准这样来定标

（1）绝缘比较多时，用单位绝缘材料、单位

时间的出水率来定标；可以像变压器干燥处理一

样，定位每吨每小时出水率，小于20克，10克，5

克这样的指标来确定。

（2）绝缘材料很少时，就只能靠分子个数来图 21 用水质谱仪测得的总压和水分压的谱柱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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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标准。就是当单位时间抽出来的水分子量达

到多少个时，可以结束抽真空过程。

（3）经过工艺验证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标准

确定下来。

7 调试和试用大纲

（1）本仪器开发，已经完成试验品制作。正

在购买电离真空计准备改装。

（2）本公司的已经购买了罗茨泵和螺杆泵，

制作了试验真空系统。

（3）水质谱仪已经开始在该试验真空系统中

进行试验。

（4）先进行空载的功能试验。然后进行绝缘

材料干燥的模拟试验。

（5）试验完成之后，将选择合适的制造厂家，

在生产系统中，进行试生产试验。

8 讨论

（1）用水分子质谱仪测量真浸过程中，抽真

空终点的判断，是一个理念的创新。也许会遇到

各种难题，但是我们有信心将其开发成功。

（2）我们将立足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尽量

采用通用的元器件。尽量降低成本，让这个技术

和仪器各个厂家都能用得起。或者说，使用该仪

器后，节省的成本和获得的效益，很快能把购买

仪器的成本收回来。

（3）我们已经申报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欢迎有兴趣的单位和个人加盟合作。

9 结论

电容器真浸过程中，包括互感器和高压套管

的真空干燥过程中，真空结束的终点判断，是一

个一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水质谱仪的研制

和使用，必定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及时结束

抽真空。对保证质量，缩短真浸时间，降低成本

带来极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 乔保振. 变压器[J].1995(11).

[2] 刘玉岱，张世伟.等[J].真空测量与检漏.本文的

大部分内容，都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为基础，发

挥研究出来的。

[3] 达道安．真空设计手册（第3版）[M]．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4] 李新宇，闫荣鑫，韩琰，窦仁超. 用于空间探

测飞行时间质谱仪的真空系统和取样系统设计[J].

航天器环境工程，2106，33（6）.

[5] 王森．工业质谱仪的技术与应用（下）[J].世界

仪表与自动化，2008（7）: 61-64.
[6] 陈焕文，李明，金钦汉．质谱仪器及其发展[J].

大学化学，2004，19(3)：6-l5．
[7] 王欲知，陈旭．真空技术（第2版）[M]．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8] 张素平．多级差分真空系统设计、计算和调试

[D]．兰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007．
[9] 范茜，金伟，金钦汉. ESI离子阱质谱仪真空系

统设计[J].真空，2009,46（3）：73-76.
[10] 张正兵. 大型等离子处理设备真空系统设计

[J]. 电子机械工程,2014,30（4）:24-29.

[11] Shaffer S A，Tolmachev A， Prior D C． et

a1 ． Character—ization of an improved

electrodynamic ion funnel interface for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spectrometry[J] ． Analyti—cal

Chemistry，1999，71(15)：2957—2964．



陕西省电网节能与电能质量技术学会 2019-2020 年论文集

作者简介：黄利平（1968-），男，江西，主任工程师，主要从事产品设计质量方法的研究。

赵洋（1986-），女，陕西，工程师，主要从事高压电力电容器设计研发工作。

赵卫锋（1987-），男，河南，工程师，主要从事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装置技术管理工作。

- 229 -

浅议 FMEA 工具在输配电行业的应用

黄利平，赵洋，赵卫锋，胡飞，宋时雨，李银虎，魏乾坤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其中电力合作成为“一

带一路”合作新亮点。有效利用 FMEA（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即“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工

具进行电力产品质量分析，符合国外客户质量标准体系审查迫在眉睫。此文对 FMEA 在输配电行业的应用进行

简单介绍，希望输配电行业相关企业能够重视并运用此工具提升电力产品质量。进而助力输配电产品的“中国

制造”走向世界。

关键词：输配电；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FMEA

Discuss the Applications of FMEA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

HUANG Liping，ZHAO Yang，ZHAOWeifeng，HU Fei，SONG Shiyu，LI Yinhu，WEI Qiankun

(Chint Electric Co.,Ltd. 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opening up, more and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going global, among which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new highligh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operation. Effective use of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tool for power product quality Analysis, in

line with foreign customer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review is imminen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FMEA in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hopes that relevant enterprises in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 can pay attention to and use this too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wer products.

Then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oducts "made in China" to the world.

Key words: power distribution；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0 引言

FMEA 出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最早应用在

美国航空航天领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1974 年

被美国海军采用，再后来被通用汽车、福特和克

莱斯诺三大汽车公司采用，通过潜在失效挖掘和

消除，从而达到控制和提升产品质量的目的，并

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在国内，除了汽车行业以

外的多数行业尚未系统开展和运用 FMEA，国内电

力制造企业也较少采用此种工具。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

场成为各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其中电力

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新亮点。正泰公司立

足海内外市场，强化品牌推广，延伸重点市场区

域布局，为全球电力发展贡献智慧的力量，极力

演绎“让电尽其所能”的光荣使命。在今年英国

某重点项目用户来厂进行质量审核期间，提出

FMEA（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输出要求，在满足

该项要求的过程中，我们对 FMEA 有了一定认识和

较为深切的体会。

以下对 FMEA 进行简单介绍，希望电力制造企

业能够重视并充分运用此工具提升电力产品质量，

进而助力中国电力产品走向世界。

1 FMEA 概述

FMEA（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即“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和

过程设计阶段，对构成产品的子系统、零件，对

构成过程的各个工序逐一进行分析，找出所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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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失效模式，并分析其可能的后果，从而预先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的

一种系统化的活动。也可以说 FMEA 实际上是 FMA

（Failure Mode Analysis）即“故障模式分析”

和 FEA（Failure Effects Analysis）即“故障

影响分析”的组合。它对各种可能的风险进行评

价、分析，以便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消除这些风

险或将这些风险减小到可接受的水平。及时性是

成功实施 FMEA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事

前的行为”，而不是“事后的行为”。同时，FMEA

也可用于对现有产品的梳理，达到消除潜在失效

的目的。

FMEA 分为 DFMEA（Design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即“设计失效模式及后果分

析”和 PFMEA（Process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即“过程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其中

DFMEA 用于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的潜在失效识别和

分析以及风险消除； PFMEA 则主要用来分析和识

别工艺生产或产品制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失

效模式，以及这些失效模式发生后对产品质量的

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控制措施以有效地

减少工艺生产和产品制造过程中的风险，达到控

制和提升产品质量的目的。

2 PFMEA 开展背景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

成功实现从低压到高压、从电力产品制造、销售

到变电站 EPC 总包工程的跨越，同时注重国际市

场的开拓，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

来，正泰电气顺风扬帆，加大力度，专门组建了

国际工程公司，全力进军国际市场，并取得不俗

的业绩，获得越来越多电力用户的认可。

正泰高压电容器公司是正泰电气输配电产业

链中众多产品的一项重要分支，主打产品高压并

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等电能质量产品，产品

已安全生产并运行多年，早就分获国家 PCCC 认证

及欧盟 UL 等各类证书。近年来，陆续开发 SVC、

SVG 等智能补偿产品，发展事态良好。然而，国外

客户的综合考评还包括一项“额外”要求，即从

产品的设计、生产、检测到运行的全过程质量控

制方法，特别注重通过 FMEA 方法来消除产品潜在

缺陷，可谓击中我们的弱项。因为之前我们未针

对高压并联电容器及无功补偿装置产品专门开展

FMEA 工作，在顾客提出 FMEA 输出要求后，并未充

分认识其中利害关系，匆忙填写，仓促应对，折

腾了几个月，不仅未能通过验收，还给客户留下

了不好的印象，并被下达限期整改的最后通牒。

在此情况下，正泰高压电容器公司充分借用正泰

电气资源，由质量管控部 FMEA 工程师引导，组建

由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生产

主管、一线班组长、采购主管等在内的项目团队，

集中全力认真开展 PFMEA，致力于通过供应商审计

（Supplier Audit Form），并最终获得较高的评

分。期间，FMEA 工程师分两次对团队进行累计时

达 8h 的视频培训，以及提供包含详细案例的 FMEA

PPT 学习资料，使得项目团队成员充分认识 PFMEA

原理、流程及具体操作思路。在此基础上，项目

团队成员结合具体PFMEA项目层层推进，并与FMEA

工程师积极沟通，最终顺利完成 PFMEA 输出表单，

并获得客户最终认可。

3 PFMEA 介绍

3.1 PFMEA 分析的目的

是通过过程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评估这

种潜在失效风险程度（从问题的严重性、发生的

频率、探测发现的可能性这三个角度进行评价，

并由三者得分的乘积来确定风险系数）。针对各种

潜在风险，特别是高风险项、采取相应的预防和

纠正措施来降低风险系数、消除潜在失效，从而

使产品制造过程的质量能够保证，并作为给最终

用户产品质量能够得到保证的信任凭证。

3.2 PFMEA 的输出

PFMEA 的输出仅仅是一份表单（见表 1），只需

根据填写要求完成这个表单即可。但是具体怎么

填写是个学问，下面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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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MEA 表

3.3 PFMEA 表单填写说明

（1）序号：与产品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图中

各工序编号对应。如 1.2.3……等；

（2）零部件名称及代号/项目：与产品生产

过程工艺流程图中各工序名称对应。如元件卷制、

绝缘件制作……等；

（3）功能：工序实现的功能。如果该工序

有多种功能应把所有的功能单独列出。定义越明

确，就越容易识别潜在的失效模式；

（4）要求：工序的要求。如果该工序有多

种要求应把所有的要求单独列出。定义越明确，

就越容易识别潜在的失效模式；

（5）潜在失效模式：对每个工序，根据不

同功能及不同要求，应列出每一个潜在的失效模

式，此处描述需规范化、专业化；

（6）潜在失效后果：要根据顾客可能发现

或经历的来描述失效的后果。（此处顾客可以是

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下一道工序工人），如果影

响到安全性或法规性，要清楚地予以说明。应注

意失效后果与失效模式一一对应。一种失效模式

可能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失效后果；

（7）潜在失效机理/原因：尽可能地列出每

一个失效模式的每一个潜在失效机理/原因。应

注意失效机理/原因是针对某种失效模式而言的，

且一种失效模式的失效机理/原因不止一种，有

可能两种甚至多种；

（8）现行控制方法：防止失效的机理/原因

或失效模式出现，或降低其出现的频率而目前采

取的方法手段；

（9）严重度：某种失效模式会产生什么样

的后果，有多严重，尽量分别从失效对产品本身

和对用户的影响两个角度去衡量，评分表见表 2，

此表需结合具体产品进行修订，此处仅做举例；

（10）发生度：某种失效模式发生的频率。

评分表见表 3，此表需结合具体产品进行修订，

此处仅做举例；

FMEA 属性 产品类别 单位：

□SFMEA □DFMEA ■PFMEA □产品 □元件 ■部件□零件 □过程

FMEA
编号

版次

FMEA 对象名称 设计责任人
编
制

修订
日期

总页数

上一级部件/元件/项目 FMEA 组长/组员 初始编制日期

序

号

零部

件名

称及

代号/

项目

功

能

要

求

潜

在

失

效

模

式

潜

在

失

效

后

果

潜
在
失
效
机
理/
原
因

现存条件

建

议

措

施

责

任

者

及

目

标

完

成

日

期

实施结果 备

注
现

行

控

制

方

法

严

重

度

S

发

生

度

0

探

测

度

D

RPN

实

施

措

施

严

重

度

S

发

生

度

0

探

测

度

D

R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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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严重度评分准则

影响 严重度评分准则 等级

不符合安全或

者法规要求

影响了安全运行，或者不符合政府法规，失效发生时无预警 10

影响了安全运行，或者包含不符合政府法规的情形，失效发生时有预警 9

基本功能丧失

或功能降低

基本功能丧失（无法运行，不影响安全运行） 8

基本功能降低（可以运行，但是性能下降） 7

次要功能丧失

或功能降低

次要功能丧失（可以运行，但舒适/便捷功能不可实施） 6

次要功能降低（可以运行，但舒适/便捷功能下降） 5

干扰

外观、要听噪音、操作项目上的问题：被绝大多数顾客（＞75%）察觉到 4

外观、要听噪音、操作项目上的问题：被许多顾客（50%）察觉到 3

外观、要听噪音、操作项目上的问题：只被少数识别能力敏锐的顾客

（＜25%）察觉到
2

没有影响 没有可识别的影响 1

表 3 发生度评分准则

发生失效的概率 发生度评分准则 等级

很高（持续发生）
1/2＞发生度 10

1/2＞发生度＜1/10 9

高（经常发生）
1/10＞发生度＜1/20 8

1/20＞发生度＜1/100 7

中等（偶尔发生）
1/100＞发生度＜1/200 6

1/200＞发生度＜1/1000 5

低（很少发生）

1/1000＞发生度＜1/2000 4

1/2000＞发生度＜1/10000 3

1/10000＞发生度＜1/20000 2

极低（不大可能发生） 0 1

（11）探测度：被检测难度。

评分表如表 4 所示，此表需结合具体产品进行修订，此处仅做举例；

（12）RPN 值：风险顺序数，RPN = 严重度×发生度×探测度，其数值在 1 到 1000 之间。根据

RPN 值确定风险类别，并确定防范措施如表 5 所示，表 5 中数值须结合具体产品进行修订，此

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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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探测度评分准则

被检测难度 探测度评分准则 推荐的检测方法 级别

几乎不可能 无法探测 无法检测或无法检查 10

很微小 现行检测方法几乎不可能检测出 以间接的检查进行检测 9

微小 现行检测方法只有微小的机会检测出 以目视检查进行检测 8

很小 现行检测方法只有很小的机会检测出 以双重的目视检查进行检测 7

小 现行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 以现行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6

中等 现行检测方法基本上可以检测出 在产品离开工位后以量具进行检测 5

中上 现行检测方法很较多机会可以检测出
在后续的工序中实行误差检测，工序

前测定检测
4

高 现行检测方法很可能可以检测出 当场可以测出，后续工序中检测 3

很高 现行检测方法几乎肯定可以检测出 当场测出，缺陷零件不能通过 2

肯定 现行检测方法肯定可以检测出
过程/产品有防错措施，不会产生出有

缺陷的产品
1

表 5 风险措施表

RPN 指标 风险类别 防范措施

RPN≤64 微小的风险 要求评价，不需要采取改进措施

64＜RPN＜125 一般风险 如有好的建议可以依据具体情况采取改进措施

RPN≥125 主要风险 必须采取措施

RPN 相近时
应优先关注 S值更大的失效模式，当 S≥8时，不管 RPN

值多少，均需采取改进措施

不可降低的 RPN 项目 在控制计划中必须有明确的探测方法

（13）建议措施：建议采取降低 RPN 的具体

改进措施。一般从设计更改、过程更改、特

殊控制、标准、程序等方面考虑；

（14）责任者及目标完成日期：一般为项目

小组成员，项目小组应跟踪、保证所有改进

措施已按要求实施或妥善落实，并简要记载

具体的执行情况及生效日期；

（15）实施措施：一般与建议措施一致，若

最终实施措施与 PFMEA 中建议措施不同，在

实施前必须取得 PFMEA 小组认可；

（16）在确定和实施改进措施以后,应重新估

计发生度、严重度、探测度，计算 RPN 值；

应注意 PFMEA 文件是一个动态文件，应根据

产品信息、制造过程信息、售后服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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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产品的失效模式，分析后果，不断更新

PFMEA，并定期评估其有效性。PFMEA 更新必

须对应更改设计图纸或技术文件等。（注：更

多关于 PFMEA 的介绍可以参考相关书籍）

4 PFMEA 开展实例

下面以并联电容器生产工序中的“元件卷制”

为例来简要说明 PFMEA 开展过程及在工艺制造和

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首先，组建由质量科负责人牵头成立 PFMEA

核心小组。其中，质量科负责人郭工担任组长，

主要负责 PFMEA 项目目标的确定、团队组建与协

同；设计及工艺工程师负责产品工序及流程的确

定、产品制造过程中问题的分析及纠正措施的制

定；质量工程师重点关注故障数据的收集、分类

及最终质量改善的反馈总结；车间主任、班组长

及操作者负责提供本工序制造过程中质量问题统

计及个人经验，并参与问题讨论、分析；其他人

员配合项目实施。FMEA 工程师全程参与项目的培

训、答疑和 FMEA 知识咨询。

经过共同探讨，确定了 PFMEA 项目总目标及

阶段性目标，以及各阶段时间节点的具体成果。

包括工艺流程的梳理、各工序质量要求及功能展

开、潜在失效模式的确定、潜在失效后果、失效

原因等等。原则上先是设计工程师拿出初稿，项

目负责人再召集团队成员通过头脑风暴等方式进

行修订和完善。失效原因分析强调找出根本原因，

针对 RPN 高风险项对症下药，通过严重度（S）、

发生度（O）、探测度（D）这三大项系数中的一项

或者两项系数的降低，以最终降低 RPN 风险系数。

同时藉此修编现有工艺文件及检验规范并进行固

化，消除潜在失效，达到完善质量控制的最终目

的。

PFMEA 成果表单如表 6 所示（仅列举出其中某

几项）

5 结束语

英国某重点项目用户给我们带来了 PFMEA 输

出的“额外”要求，我们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严格

按照用户的要求开展 PFMEA 工作，通过 PFMEA 开

展，对自身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包括其中存在

的潜在风险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

PFMEA 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

我们的产品，通过团队的力量来充分识别产品制

造过程中各环节的潜在失效模式，有助于问题的

深入挖掘，并且通过严重度、发生度、探测度这

三个比较科学的评价方式对问题进行评价，以确

定问题的风险等级是否需要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

包括从人、机、料、法、环、测等角度探求根本

的解决措施，输出体现在工艺文件及检验规范的

修订上。后期还有针对具体措施实施后潜在风险

是否消除的效果评估，形成完整的 PDCA 闭环，从

而使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甚至包括重要原材料

的采购质量都得到有效的控制。

PFMEA 是一种对危害程度进行判断的以预防性分

析为核心思想来解决问题的先进方法，其将产品

可能发生的质量问题通过对风险识别分析进行预

防，合理使用这一工具可以有效改善产品工艺水

平，优化设计结构，提高产品制造质量，值得在

各行业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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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FMEA 表单

FMEA 属性 产品类别 单位：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高压电容器公司

□SFMEA □DSFMEA ■ PSFMEA □产品 □元件 ■部件 □零件 □过程

FMEA编号 ZTDR-PF01 版次

FMEA 对象名称 单元电容器 设计责任人 赵洋 编制 赵洋 修订日期 20181127 总页数

上一级部件/元件/

项目
FMEA 组长/组员

郭晓敏/赵卫锋，赵洋，宋时雨，胡飞，李银虎，

魏乾坤
初始编制日期 20181127

序

号

零件部

名称及

代号/

项目

功

能
要求

潜在失效

模式

潜在

失效

后果

潜在

失效

机理
/原因

现存条件

建议

措施

责任者及
目标完成
日期

实施结果

现行控制方法

严
重
度
S

发
生
度
0

探

测

度

D

RPN
实施

措施

严

重

度

S

发

生

度

0

探

测

度

D

RPN

1

2
元件

卷制

实

现

设

计

所

要

求

的

容

量

1 净化级别：
1000；2 温度
18～26℃3
相对湿度
50%～70%

环境

条件

不达标

1 元件端面有蜂窝
现象
2 元件耐压击穿

空调

故障

1 OZDR.919.009《洁净室监督

测试工艺守则》

2 《净化室环境记录单》
7 3 2 42

薄膜

厚度

符合

设计

要求

薄膜
厚度

不符合设计
要求

1 元件厚度变化
2 元件容量变化
3 元件耐压变化

1 薄膜标
识
不清

2 工人未
核对
规格

1 OZDR.919.001《元件卷制工

艺守则》

2检验员数显千分尺检验

3 ZD 质检 01《元件卷绕首检

记录单》

4 OZDR.933.024《元件卷制耐

压检验卡片》

8 3 2 48

芯轴

直径

符合

设计

要求

芯轴

直径

不符合

设计

要求

1 元件宽度不符合

要求

2 元件容量不符合

要求

1 芯轴标

识

不清
2 工人未
核对
规格

1 OZDR.919.001《元件卷制工

艺守则》

2 ZD 质检 01《元件卷绕首检

记录单》

3 OZDR.933.024《元件卷制耐

压检验卡片》

8 2 2 32

元件外观平

整松软，不得

有 S 型和蜂

窝

现象

1元件耐压
不通过

2影响浸渍
效果

1 元件耐压不通过
2 影响浸渍效果

1 原材料
张力不均
2 卷制机
芯轴跳动
或料轴张

力不
合适

1 OZDR.919.001《元件卷制工

艺守则》

2 ZD 质检 01《元件卷绕首检

记录单》

3 OZDR.933.024《元件卷制耐

压检验卡片》

3 4 8 96

1 原材料

严把质量

关，要求供

应商来厂

查看

2 联系卷

制机厂家

设备调试

项目小组

成员

2018

1230

1 原材料严把

质量关，要求

供应商来厂查

看

2 联系卷制机

厂家设备调试

3 2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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