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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５００ ｋＶ长距离输电网络中，作为电源供给端的大型发电站的升压站，电压多为５５０ ｋＶ，对应的计量用电力
电压互感器为５５０ ｋＶ。详细介绍了用于５５０ ｋＶ计量用电压互感器误差现场检定的主标准器——５５０

ｋＶ

０．０２级标准

电压互感器的铁心设计、绕组设计和误差计算的主要要点，分析了误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且给出了５５０ ｋＶ标准电压
互感器各点的误差计算和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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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各点的误差计算和实测结果。
Ｏ

引

言
１标准电压互感器原理

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压互感器起着电压比例变
换和高电压隔离作用，把一次侧的高电压变换为二次

标准电压互感器的原理与单相变压器相近，由

侧仪表电压或者数字信息，供给安装在二次侧的继电

一次绕组、铁心和二次绕组构成，其特点是容量很小

保护装置、电气测量和电能计量装置、自动控制装置，

且比较恒定，正常运行时接近于空载状态，要求电压

用以维持电力系统正常运行。为了保证电力电压互

变换的准确度等级很高，都在０．０５级以上。如果把

感器的电压变换准确度达到电网要求，需要对新制

标准电压互感器所有二次量均折算到一次后，可以

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电力互感器进行误差检验。

得到标准电压互感器的“Ｔ”型等效原理电路图如图

随着电网的快速发展，在５００ ｋＶ长距离输电网
络中，作为电源供给端的大型发电站的升压站，电压

１所示。
Ｒｌ

ＩＩ

Ｘ｜

Ｉｉ＆

硷

多为５５０ ｋＶ，对应的计量用电力电压互感器为５５０
ｋＶ。目前许多５５０ ｋＶ计量用电力电压互感器的准

眈

确度等级为０．１级，对应于５５０ ｋＶ计量用电力电压

互感器的现场检定主标准器则采用５５０

ｋＶ

▲Ｉ－● ，Ｉ

０．０２级

标准电压互感器。

图１

标准电压互感器的等效原理图

０．０２级标准电压互感器的铁心设

在图ｌ中，一次电压用Ｄ，表示，二次电压用

计、绕组设计和误差计算的主要要点进行详细阐述，

Ｄ’：表示，二次负荷用ｚ’。表示，“Ｔ”型支路表示励

分析误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并给出５５０ ｋＶ标准电压

磁支路。箭头方向代表电压（降）、电流的正方向，

对５５０

．２０．

万方数据

ｋ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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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源产生一个Ｊ『’：，故，。与ｊｒ’：的正方向均指

匝电势选取需要考虑铁芯截面、误差性能及二次绕

向Ｔ形节点。

组匝数等多方面因素。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由图１可以看出，标准电压互感器的误差主要

匝电势可表示为

是由于励磁电流产生的空载误差和负荷电流产生的
负载误差。
２

５５０

Ｅ＝４．４４Ｂ·Ｆ·．ｓ

（１）

式中，Ｅ为匝电势，Ｖ／匝；日为铁心的磁通密度，Ｔ；Ｆ
为额定频率，Ｈｚ；Ｓ为铁心截面积，ｍ２。

ｋＶ标准电压互感器基本参数

在额定磁密Ｂ一定的情况下，Ｅ值过大，铁心截

ｋＶ计量用电力电压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一

面积会相应增大，硅钢片用量增多，励磁阻抗减小，

般为Ｏ．１级和０．２级，都是单相，对地额定电压为

励磁电流增加，从而导致互感器的空载误差增加；而

５５０厢ｋＶ，按照ＪＪＧ １０２１—２００７，标准电压互感器

Ｅ值过小，则绕组额定匝数将增多，导线长度增加，

的准确级至少比被检互感器高两个等级。５５０

电阻和漏抗会增大，阻抗压降增大，也会导致互感器

５５０

ｋＶ

的标准电压互感器基本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５５０

ｋＶ标准电压互感器基本参数

误差增加。对于低电压的互感器，一次匝数本身少，
Ｅ值要选取小一些；对于高压电压互感器，一次匝数
多，Ｅ值选取大一些，本设计中，额定电压下Ｅ值选
择为２．８８６ Ｖ／匝。

（２）匝数计算
对于５５０ ｋＶ标准电压互感器，属于试验设

备，试验时短时工作，由于不需要考虑冲击过电
因为标准电压互感器工作时间短，作为试品被

校验时最高工作电压为１．２倍的额定电压，作为标
准检验时最高工作电压为１．１倍额定电压，所以短
时耐受电压按照１．４倍额定电压来选取，其内外绝
缘也按此要求来设计。标准电压互感器的负载主要
是互感器校验仪百分表的输入阻抗，电工式校验仪
百分表一般为５０ ｋＱ，数字式校验仪百分表的输入

端阻抗都大于５０ ｋＱ；设计标准电压互感器二次负
荷为０．２５ ＶＡ，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压和短路过电流的影响，额定工作磁通密度可选
Ｂ＝１．１

Ｔ。根据上述选择的匝电势和额定磁通

密度，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以推导计算出
铁心的截面积。Ｓ＝Ｅ／４．４４ＢＦ＝２．８８６／４．４４×
１．１×５０＝０．０ｌ １ ８ ｍ２：１ １８ ｃｍ２

铁心选用阶梯Ｒ型铁心，材料选用２３ｚＨ９０优
质硅钢片，铁心截面按接近圆面考虑，填充系数和叠

片系数构成的综合系数为ｏ．８３，则截面直径Ｄ＝
／（４ｓ／ｏ．８３仃），经计算后选择铁心直径为１３５

ｍｍ。

一次绕组匝数Ⅳｌ＝Ｕ／Ｅ＝１１０ ０３２，结合一、二

３铁心设计
铁心设计是标准电压互感器设计的关键，要综
合考虑误差、成本、制造水平和绝缘要求等多方面的

次匝数的整数比例关系，选取一次匝数为１ｌＯ

一、二次的匝比为５ ５００，所以二次绕组匝数为２０匝。

铁心窗口为矩形，因为电压高，绕制后，窗高选
择要大一些。铁心的心柱图和外形图如图２。

内容。铁心截面积过大，绕组匝数少，励磁阻抗小，
励磁电流大，空载误差大；铁心截面积过小，匝数多，

７０

｜ｌ Ｉ兰 ＝ｊ

线包大，电阻和漏抗大，误差大，绕制难度也大。铁

－爿Ｊ

心材料选择优质的低损耗、高工作磁密硅钢材料。

，

（１）匝电势确定

／

匝电势即绕组的每匝感应电压，是标准互感器

＼

、

＼
／
Ｖ

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参数，一般指额定电压下的匝电
势。匝电势值会影响互感器的误差性能、结构尺寸、
铜铁材料的组成比例，对误差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万方数据

０００匝，

Ｖ
＼ｌ

ｌ／

、Ｅ＝

：少

图２铁心心柱和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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疋：一塑堂等塑×１００（％）（３）

Ｉ，七＝一———————７Ｆ————一×ｌｕｕＬ‘幻，

４线包设计

Ｌｊ，

ｆ：一丛生坚也罢当鱼型坐型×１００（％）
办２————————百——————一ｘｌｗ

Ｌ阳，

高压标准电压互感器大都为电磁式，采用ＳＦ６

（４）

气体为主绝缘介质，层间绝缘采用聚酯薄膜等介质，
属于固体和气体共同组成的绝缘结构。标准电压互
感器绕组结构分为矩形绕组结构和梯形绕组结构。

相位差（角差）６也由空载相位差瓯和负载相
位差艿，两部分组成，即为

击性能，但楔形的存在导致在气体与固体共同构成

氐：塑鬯车型×３

的绝缘结构上电场难以分布均匀；矩形绕组结构虽
然抗冲击性能稍差，但在这种固体与气体共同构成

（５）

艿＝６Ｉ＋６，

梯形绕组结构电容分布特点使得它具有较好的抗冲

４３８（，）（６）
Ｌｏ，
ＯＩ＝————————７７———————一×ｊ斗ｊ石Ｌ，

＆：丛坠里迪雩丛坐塑×３
ｕ，一

，，

４３８（，）
“。”。＼７

的绝缘中通过恰当的均压和屏蔽，易形成稍不均匀

（７）

电场。ｓＦ６气体的绝缘对于电场均匀度要求较高，

由上述可知，标准电压互感器的误差与绕组的

综合考虑，本设计采用矩型绕组结构。绕组连同铁

电阻、漏抗和空载电流密切相关。绕组的电阻尺为

心的结构如图３所示。

Ｒ：ｐ等（Ｑ）
／线包

式中，ｐ为电阻率，对于室温２０℃下的铜导线ｐ＝

／

、

／

陟厨

／】

（

ｉ Ｉ

／

（８）

０．０１７
铁心

６（Ｑ·ｍＩＩｌ／ｍ）；／ｖ为绕组匝数；ｚ为绕组每

匝平均长度，ｍ；Ａ为导线截面，ｍｍ２。

／

ｌ １
（

）

一

图３铁心上的绕组俯视图

由于二次匝数较少，电压低，把二次绕组绕在里
边，绕宽为５０ ｍｍ，导线直径为ｌ ｍｍ，均匀绕制一
层。一次绕组采用直径为０．１ ｍｍ的Ｑｚ一２漆包圆
铜线，绕宽为５０ ｍｍ，分３０８层均匀绕制。前面已经
阐述，标准电压互感器不考虑承受冲击电压，层间绝
缘按照承受工频电压来计算，层问绝缘采用Ｏ．０７

绕组位置如图４所示时，Ｊ７ｖ。和Ⅳ２绕组之间的
漏抗折算至二次为

“：＝ｏ．２４８川鲁（争ｎ“ｚｒＩ＋｝ｚ也心×－ｏ＿４（ｎ）
一ｏ．２４８鹏鲁（÷６。＋６ｌ：＋÷６：）ｍ颤×１０‘４（ｎ） （９）

ｍｍ的聚酯薄膜两层。

５误差计算

式中，７Ｉ，为两绕组净高度平均值，ｃｍ；６。、６：为Ⅳｌ和

标准电压互感器的误差由电压误差（比差），和
相位差（角差）艿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由空载误
差和负荷误差组成。

标准电压互感器的电压误差（比差），由空载电
压误差和负载电压误差正两部分组成，即为
厂＝以＋石

万方数据

图４绕组位置不薏图

（２）

Ⅳ２绕组的厚度，ｃｍ；６。：为Ⅳｌ和他绕组间的距离，
ｃｍ；ｒ。、ｒ２为Ⅳｌ和Ⅳ２绕组的平均半径，ｃｍ；ｒ。：为Ⅳ１

和Ⅳ２绕组间隙的平均半径，ｃｍ；‰为纵向洛氏系数

（‰≈１一嘉）；啄为两绕组高度不同时附加电抗

系数，颤＝·＋等（·＋ｏ．５仃半）；入为漏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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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２０１４

场总宽度，ｃｍ；＾，、＾：为Ⅳ。、Ⅳ２绕组净高度（不包括

实测误差结果数据满足０．０１级。铁心曲线和
实际铁心有差别，漏抗计算不够准确，空载误差的减

端绝缘，此处＾。＞＾：）。

一次绕组漏抗菇。和二次绕组漏抗髫：一般按下

匝数补偿匝数不好准确统计，分布参数的影响等因
数是计算误差与实际误差有差别的主要原因。

式计算。

茗’ｌ一茗２≈。知’１２

（１０）

丧＋羔“。：

（１１）

～

ｒｌ＋ｒ２

６结语
前面系统地阐述了标准电压互感器的原理、５５０

ｒｌ＋ｒ２

ｋＶ

空载电流为

厶＝舭／Ⅳ。（Ａ）

（１２）

式中，０为铁心平均磁路长度；计算中，日和哕根据
铁心曰一日和妒一日曲线查得。

０．０２级标准电压互感器的铁心设计、绕组设计

和误差计算，分析了误差形成原因。对于５５０ ｋＶ标
准电压互感器设计，总结得到了如下的经验。
（１）标准电压互感器的设计铁心的选择是互感
器设计的关键，匝电势的选择是铁心选择的关键。

空载误差采用减匝数补偿，减少匝数为４０匝，
补偿量为０．０３６。经计算一次电阻约为２２７ ｋＱ，一

（２）高压标准电压互感器线包的结构适宜选用
矩形的结构。

（３）漏抗的计算是标准电压互感器误差计算的

次漏抗约为３６ｌ ｋＱ，各点的误差计算如表２所示。

难点。

表２各点的误差计算结果

（４）漏抗、电阻和空载电流是标准电压互感器
误差构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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