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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

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它包括进线柜、启动柜、功率

柜、控制柜、冷却空调机组和循环风道；进线柜、

启动柜和功率柜按照电气连接顺序依次排列，控

制柜位于远方主控室，控制柜与功率柜之间通过

光纤连接实现通信，冷却空调机组外接有循环风

道，功率柜内设散热风道，柜壁上设有出风口和

进风口，出风口、进风口均与散热风道连通，冷却

空调机组产生的冷气由循环风道输送至进风口

处进入散热风道对功率柜散热，工作完成后自出

风口汇入循环风道中回流至冷却空调机组，形成

密闭的散热循环通道。保证绝缘效果，实现紧密

排列，降低占地面积；同时采用风冷的散热方式，

可靠性好，适用于缺水地区，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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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进线柜、启动

柜、功率柜、控制柜、冷却空调机组和循环风道；进线柜、启动柜和功率柜按照电气连接顺序

依次排列，控制柜位于远方主控室，控制柜与功率柜之间通过光纤连接实现通信，冷却空调

机组外接有循环风道，功率柜内设散热风道，柜壁上设有出风口和进风口，出风口、进风口

均与散热风道连通，冷却空调机组产生的冷气由循环风道输送至进风口处进入散热风道对

功率柜散热，工作完成后自出风口汇入循环风道中回流至冷却空调机组，形成密闭的散热

循环通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线柜内部设置有小车式断路器、接地刀闸及测量保护系统，小车式断路器一端连接于柜体

输出端用于与交流电网相连，一端连接于柜体输入端与启动柜相连；接地刀闸设置于断路

器输出端靠启动柜侧，用于在装置检修时，确保装置可靠接地；测量保护系统输入端与传感

器回路相连，输出端连接断路器控制回路，通过采集柜体内部电压信号和电流等信号并上

传至控制柜，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及时跳开断路器实现对装置的保护；进线柜的输入端与

启动柜相连，输出端通过电缆与交流电网相连，测量保护系统用于控制小车式断路器在系

统发生故障时跳闸，避免造成电网扰动及损坏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保护系统包括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及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分别与电压互感器及电流

互感器连接对装置进行保护，电压互感器用于测量电网电压信号并上传控制柜，电流互感

器用于测量装置输出电流信号并上传控制柜，根据上传的电压测量信号和电流测量信号控

制所述小车式断路器开断。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启

动柜内设用于实现无功补偿系统初始上电时软启动的回路，该回路包括固定式断路器和限

流电阻，固定式断路器并联于限流电阻两端，初始上电时，固定式断路器处于分位，交流电

网经限流电阻对功率模块中的储能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控制固定式断路器关合，软

启动完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

率柜内设上、中、下三层层板，对应A、B、C三相，各层板上均设有用于安装功率模块的导轨，

每一相均设有一个冗余模块；各功率模块均包括一个完整的H桥逆变电路，各功率模块外均

设有旁路开关，使任意一相在不多于一个模块故障的情况下，可通过机械旁路结构将故障

模块切除，保证装置继续进行无功补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

率柜中各功率模块采用Z字形连接排列，各功率柜内部功率模块之间采用星形连接或三角

形连接，相邻功率柜之间同层功率模块采用铜排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

率柜有多个，各功率柜的进风口均位于柜体的底部，出风口均位于柜体的顶部，每个功率柜

内的散热风道通过进风口和吹风口并联接入循环风道。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线柜、启动柜、功率柜、控制柜的柜门上均设有闭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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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气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

偿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直流融冰是电网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在冬季覆冰期有力保障了

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早期的直流融冰装置普遍功能结构单一、仅具有融冰功能并只

在冬季线路覆冰时使用，导致装置利用率极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是

在直流融冰的基础上兼具了动态无功补偿功能，因此装置可在非覆冰期对电网进行动态无

功补偿，极大地提高了装置利用率。

[0003] 但无功补偿部件结构复杂，现有结构中基本组成柜体体积大，占地面积大；器件繁

杂，为满足绝缘要求，布置松散，缺乏模块化单元设计，空间浪费严重；同时导致后期运维检

修成本高。此外当装置容量较大时通常采用水冷方式进行散热，该方式可靠性低，且在缺水

无水地区往往难以开展。以上这些缺点制约了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的推广应用。因此迫切

需要针对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设计一种简单，紧凑，占地面积小，运维检修方便，采用高可

靠性风冷散热的大功率无功补偿部件结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密闭风冷散热的集约型直

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以保证绝缘效果，从而能够紧密排列，实现结构紧凑、降

低占地面积。

[0005] 本发明提供的这种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大功率无功补偿系统，它包括进线柜、启

动柜、功率柜、控制柜、冷却空调机组和循环风道；进线柜、启动柜和功率柜按照电气连接顺

序依次排列，控制柜位于远方主控室，控制柜与功率柜之间通过光纤连接实现通信，冷却空

调机组外接有循环风道，功率柜内设散热风道，柜壁上设有出风口和进风口，出风口、进风

口均与散热风道连通，冷却空调机组产生的冷气由循环风道输送至进风口处进入散热风道

对功率柜散热，工作完成后自出风口汇入循环风道中回流至冷却空调机组，形成密闭的散

热循环通道。

[0006]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在所述进线柜内部设置有小车式断路器、隔离刀闸、接地

刀闸及测量保护系统，进线柜的输入端与启动柜相连，输出端通过电缆与交流电网相连，测

量保护系统用于控制小车式断路器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跳闸，避免造成电网扰动及损坏装

置。

[0007] 作为优选，使所述测量保护系统包括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及保护电路，保护电

路与电压互感器连接并对电压互感器进行保护，保护电路与电流互感器连接并对电流互感

器进行保护，电压互感器用于测量电网电压信号并上传控制柜，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装置

输出电流信号并上传控制柜，根据上传的电压测量信号和电流测量信号控制所述小车式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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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器开断。

[0008] 所述启动柜内设用于实现无功补偿系统初始上电时软启动的回路，该回路包括固

定式断路器和限流电阻，固定式断路器并联于限流电阻两端，初始上电时，固定式断路器处

于分位，交流电网经限流电阻对功率模块中的储能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控制固定式

断路器关合，软启动完成。

[0009] 所述功率柜内设上、中、下三层层板，对应A、B、C三相，各层板上均设有用于安装功

率模块的导轨，每一相均设有一个冗余模块；各功率模块均包括一个完整的H桥逆变电路，

各功率模块外均设有旁路开关，使任意一相在不多于一个模块故障的情况下，可通过机械

旁路结构将故障模块切除，保证装置继续进行无功补偿。

[0010] 所述功率柜中各功率模块采用Z字形连接排列，各功率柜内部功率模块之间采用

星形连接或三角形连接，相邻功率柜之间同层功率模块采用铜排连接。

[0011] 所述功率柜有多个，各功率柜的进风口均位于柜体的底部，出风口均位于柜体的

顶部，每个功率柜内的散热风道通过进风口和吹风口并联接入循环风道。

[0012] 所述进线柜、启动柜、功率柜、控制柜的柜门上均设有闭锁逻辑。

[0013] 本发明在冷却空调机组外接循环风道，功率柜内设散热风道，柜壁上设有出风口

和进风口，出风口、进风口均与散热风道连通，冷却空调机组产生的冷气由循环风道输送至

进风口处进入散热风道对功率柜散热，工作完成后自出风口汇入循环风道中回流至冷却空

调机组，形成密闭的散热循环通道，得以保证绝缘效果，从而能够紧密排列，实现结构紧凑、

降低占地面积；同时本发明采用风冷的散热方式，可靠性较好，能够适用于缺水少水地区，

适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布置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优选实施例中进线柜内各部件的功能模块图。

[0016] 图3为本优选实施例中启动柜内各部件的功能模块图。

[0017] 图4为本优选实施例中功率柜的剖视示意图。

[0018] 图示序号：

[0019] 1—进线柜；

[0020] 2—启动柜；

[0021] 3—功率柜，31—进风口，32—出风口，33—层板，34—导轨，35—功率模块；

[0022] 4—控制柜；

[0023] 5—冷却空调机组；

[0024] 6—循环风道；

[0025] 7—闭锁逻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实施例用于额定容量100MVar，额定电压20kV的变压器时，按如图1所示方式布

置，包括两台进线柜1，两台启动柜2，22台功率柜3，1台控制柜4，一个冷却空调机组5和循环

风道6。其中进线柜、启动柜和功率柜分两排布置，按电气连接顺序排列，并排布置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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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设置于远方主控室，通过光纤与其他柜体进行通信。控制柜可对无功补偿在恒无功

模式和恒功率因数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同时无功补偿部件中的各种电气信息量在控制柜

进行汇控。进线柜输出端通过电缆连接至变压器副边，变压器为三绕组变压器，变压器原边

与交流电网三相分别对应相连。进线柜输入端与相邻启动柜输出端相连。启动柜输入端与

相邻功率柜输出端相连。功率柜内部功率模块之间可采用星形连接或三角形连接。

[0027] 如图2所示，进线柜1内部设置有小车式断路器、接地刀闸及测量保护系统，小车式

断路器一端连接与柜体输出端用于与交流电网相连，一端连接于柜体输入端与启动柜相

连。接地刀闸设置于断路器输出端靠启动柜侧，用于在装置检修时，确保装置可靠接地。测

量保护系统输入端与各传感器回路相连，输出端连接断路器控制回路，通过采集柜体内部

电压、电流等信号，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及时跳开断路器实现对装置的保护。测量保护系统

包括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及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分别与电压互感器及电流互感器连接，

电压互感器用于测量进线柜输出端电网电压信号并上传控制柜，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装置

输出电流信号并上传控制柜，根据上传的电压测量信号和电流测量信号控制小车式断路器

开断，小车式断路器关合控制无功补偿部件投入或退出运行，当无功补偿部件退出运行时，

应将小车式断路器抽出。进线柜的输入端与启动柜相连，输出端通过电缆与交流电网相连，

测量保护系统用于控制小车式断路器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跳闸，避免造成电网扰动及损坏装

置。

[0028] 如图3所示，启动柜2内设用于实现无功补偿系统初始上电时软启动的回路，该回

路包括固定式断路器和限流电阻，固定式断路器并联于限流电阻两端，初始上电时，固定式

断路器处于分位，交流电网经限流电阻对功率模块中的储能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控

制固定式断路器关合，软启动完成。

[0029] 如图4所示，功率柜3的柜体为矩型柜体，其底部柜壁上设有进风口31，顶部柜壁上

设有出风口32，进风口与出风口连通，柜体内腔为一个密闭的散热通道，每个功率柜均通过

进风口和出风口并联接入循环风道，与冷却空调机组连接构成闭式循环散热系统，实现内

部功率模块单元可靠散热，同时避免了柜体内部因污秽造成的绝缘下降，运维方便。同时功

率柜内设上、中、下三层层板33，对应A、B、C三相，各层板上均设有用于安装功率模块的导轨

34，导轨34采用用玻璃钢材质，在具备满足机械强度要求的同时，又可以满足绝缘要求，每

个导轨上均设有两个功率模块35，功率模块能够沿导轨滑动。每一相均设有一个冗余模块；

各功率模块均包括一个完整的H桥逆变电路，各功率模块外均设有旁路开关，使任意一相在

不多于一个模块故障的情况下，可通过旁路开关将故障模块切除，保证装置继续进行无功

补偿。功率柜有多个，各功率柜的进风口均位于柜体的底部，出风口均位于柜体的顶部，每

个功率柜内的散热风道通过进风口和吹风口并联接入循环风道；各功率柜内部功率模块之

间采用星形连接或三角形连接，相邻功率柜之间同层功率模块采用铜排连接。

[0030] 在各柜体的柜门上均设有闭锁逻辑7，闭锁逻辑7包括限位行程开关及防误操作电

磁锁，装置运行过程中，电磁锁将始终处于吸合状态，所有柜门均无法开启。同时任意柜门

未正确关闭时，行程开关内部继电器节点处于断开状态，所有行程开关内部继电器节点均

串接入进线柜断路器合闸回路，因此任意柜门未正确关闭时，进线柜内断路器无法实现合

闸，防止因误操作导致人身触电事故，保障了人身安全。

[0031] 本发明在冷却空调机组外接循环风道，功率柜的内腔为散热风道，柜壁上设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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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和进风口，出风口、进风口均与散热风道连通，冷却空调机组产生的冷气由循环风道输

送至进风口处进入散热风道对功率柜散热，工作完成后自出风口汇入循环风道中回流至冷

却空调机组，形成密闭的散热循环通道，得以保证绝缘效果，确保柜体内部不受污秽影响而

造成绝缘下降，从而能够紧密排列，实现结构紧凑、降低占地面积；同时本发明采用风冷的

散热方式，可靠性较好，能够适用于缺水少水地区，适用范围广。通过每一相的功率模块上

的旁路开关可以快速将故障模块切除，保证装置继续进行无功补偿，极大地提高了装置的

工作可靠性。通过测量保护系统得以实现在无功补偿部件发生故障时及时发出跳闸指令，

避免造成电网扰动及损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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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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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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