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09913.9

(22)申请日 2018.06.12

(73)专利权人 六盘水金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53000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南

路199号

(72)发明人 曾天锐　佘梦云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阳睿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114

代理人 周黎亚

(51)Int.Cl.

H02J 3/1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无功补偿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功补偿设备，包括

电源开关、电流检测回路、二次回路熔断器、若干

路自动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及避雷器，

所述电源开关的前端与供电系统电源电连接，电

源开关的后端分别和二次回路熔断器、若干路自

动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及避雷器电连

接，且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

和避雷器并接于电源开关的后端。本实用新型通

过增加了一个手动补偿单元，其手动补偿单元不

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控制，不需安装交

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直接采用小型断路器手动

控制三相电力电容器的投入或切除，使供电系统

电力变压器空载和轻载时能获得最佳补偿。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208433758 U

2019.01.25

CN
 2
08
43
37
58
 U



1.一种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开关(1)、电流检测回路(2)、二次回路熔

断器(3)、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及避雷器(6)，所述电源开关(1)

的前端与供电系统电源电连接，电源开关(1)的后端分别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若干路自

动补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及避雷器(6)电连接，且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4)、一

路手动补偿单元(5)和避雷器(6)并接于电源开关(1)的后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检测回路(2)包括三个电

流互感器(21)和三个电流表(22)，其中三个电流互感器(21)安装在电源开关(1)的下端，且

三个电流互感器(21)的二次侧一端分别与三个电流表(22)一端电连接，三个电流表(22)另

一端与三个电流互感器(21)的二次侧另一端电连接后接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回路熔断器(3)包括熔断

器4FU、熔断器5FU及熔断器6FU，其中，熔断器4FU、熔断器5FU、熔断器6FU的前端分别与电源

开关(1)电连接，熔断器4FU的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1电连接；熔断器

5FU的后端与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头电连接；熔断器6FU的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

本体触点b3电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补偿单元(4)包括依次电

连接的小型断路器QF、交流接触器KM，热继电器FR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交流接触器KM

的线圈上端分别电连接有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和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交流接

触器KM的线圈下端和对应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点上端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9)的电源端子Ua、电源端子Uc分别和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2、本体触点b4电

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端子Ib和功率因数表(8)电流端子电连接，无功

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端子I*和取样电流互感器(7)的二次侧一端电连接并接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上端

全部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中的熔断器4FU后端电连接，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

点下端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中的熔断器5FU的后端电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动补偿单元(5)包括小型断

路器*QF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小型断路器*QF的前端与自动补偿单元(4)和避雷器(6)

并接在一起，小型断路器*QF的后端与三相电力电容器*C电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无功补偿设备还包括电压切换

回路，电压切换回路由电压表(11)、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

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组成，其中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

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的前端分别和电源开关(1)上端母线L1、

母线L2、母线L3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分别安装在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

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上，电压表(11)一端与电压切换回路转

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2、本体触点b6电连接，另一端与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

体触点b8、本体触点b12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1和电压切换回路

熔断器1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5、本体触点b7和电压切

换回路熔断器2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11和电压切换回

路熔断器3FU后端电连接。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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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连接有投切指示灯。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避雷器(6)为三个，其中三个避

雷器(6)一端和自动补偿单元(4)及手动补偿单元(5)一起并接于电源开关(1)下端，三个避

雷器(6)另一端连接成一点后接地。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功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补偿单元(4)数量为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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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功补偿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电容器无功补偿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无功补偿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利用电力电容器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的无功补偿设备由于能提高电网功率

因数，降低输送电电压损失，提高电网输送电的能力，因而被广泛应用。

[0003] 但现有无功补偿设备在实际运用中，当一个供电系统中的感性设备停止运行时，

取样互感器获得的电流信号降低，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经过计算后输出切除自动补偿

单元的开关信号，所有的自动补偿单元逐步退出运行。大多数品牌的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

制器，设计时都设置了封锁电流，如某品牌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当取样互感器二次侧

电流小于150毫安，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就处于封锁状态，所有自动补偿单元在3分钟

内强行切除。也就是说，按照取样互感器的变比，以二次侧电流150毫安计算求得一次侧电

流，低于一次侧电流时的无功功率都得不到补偿。

[0004] 一般的单位，也就是一天一个班生产，没有三班倒；甚至有的单位有时还一天一个

班都生产不正常，电力变压器空载运行的时间远远大于负荷运行时间。电力变压器是由铁

芯和感性绕组构成的，即使在空载运行时，也要消耗一定量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也需要

一定量的无功补偿容量，只不过需要的容量小得多，远小于所安装的无功补偿设备中的任

意一组三相电力电容的容量，因而不能在智能控制器上设置循环投切一组电容的方式进行

补偿。

[0005] 公开号为CN2840467Y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型无功补偿设备，该装置主回路

中：刀开关通过铜排及导线连接至分路断路器，断路器通过导线连接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

器通过导线连接电容器接至刀开关下；控制回路中：刀开关上电压通过二次熔断器端子至

电压表；电流互感器至电流端子到无功补偿器；刀开关下A相电压至各交流接触器线圈下，

B、C相电压至功率因数表及电压表，无功补偿器出线至各交流接触器线圈上。可以显著提高

功率因数，减少无功电流，降低电力损失，提高用电质量，充分发挥变压器潜力和增加电力

系统裕度。但该无功补偿设备不能解决电力变压器轻载及空载运行时的有效补偿问题。电

力变压器即使空载运行，也要消耗一定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且无功功率远大于有功功

率。八小时之外，双休日节假日这样一算，电力变压器轻载空载运行的时间远远大于负荷运

行时间，因此考虑电力变压器轻载空载时的有效补偿问题，很有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无功补偿设备。

[0007]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8] 一种无功补偿设备，包括电源开关、电流检测回路、二次回路熔断器、若干路自动

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及避雷器，所述电源开关的前端与供电系统电源电连接，电源

开关的后端分别和二次回路熔断器、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及避雷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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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且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一路手动补偿单元和避雷器并接于电源开关的后端。

[0009] 所述电流检测回路包括三个电流互感器和三个电流表，其中三个电流互感器安装

在电源开关的下端，且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一端分别与三个电流表一端电连接，三个

电流表另一端与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另一端电连接后并接地。

[0010] 所述二次回路熔断器包括熔断器4FU、熔断器5FU及熔断器  6FU，其中，熔断器4FU、

熔断器5FU、熔断器6FU的前端分别与电源开关电连接，熔断器4FU的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

关的本体触点b1电连接；熔断器5FU的后端与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头电连接；熔断器6FU的

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3电连接。

[0011] 所述自动补偿单元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小型断路器QF、交流接触器KM，热继电器FR

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上端分别电连接有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和无

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下端和对应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点上端电连

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电源端子Ua、电源端子Uc分别和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本体

触点b2、本体触点b4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电流端子Ib和功率因数表电流端

子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电流端子I*和取样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一端电连接

并接地。

[0012] 所述取样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另一端和功率因数表电流端子另一端电连接，无功功

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输出端子分别和对应的交流接触器线圈及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对应

触点电连接。

[0013] 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上端全部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中的熔

断器4FU后端电连接，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点下端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中的熔

断器5FU的后端电连接。

[0014] 所述手动补偿单元包括小型断路器*QF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小型断路器*QF

的前端与自动补偿单元和避雷器并接在一起，小型断路器*QF的后端与三相电力电容器*C

电连接。

[0015] 所述无功补偿设备还包括电压切换回路，电压切换回路由电压表、电压切换回路

转换开关、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组

成，其中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 的

前端分别和电源开关上端母线L1、母线L2、母线L3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分别安装

在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上，电压表

一端与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2、本体触点b6电连接，另一端与电压切换回路

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8、本体触点b12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1和电压

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5、本体触点b7和电

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的本体触点b11和电压切换回

路熔断器3FU后端电连接。

[0016] 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下端还连接有投切指示灯。

[0017] 所述避雷器为三个，其中三个避雷器一端和自动补偿单元及手动补偿单元一起并

接于电源开关下端，三个避雷器另一端连接成一点后接地。

[0018] 所述自动补偿单元数量为1～12。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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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通过增加了一个手动补偿单元，其手动补偿单元不

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的控制，不需安装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直接采用小型断路

器控制三相电力电容器的投入或切除。电力变压器的容量不同，手动补偿单元中三相电力

电容器的容量大小不同，一般按照所配电力变压器的空载有功损耗和无功损耗配置三相电

力电容器的容量。手动补偿单元采用人工投入或切除的方式运行，正常生产时间由于负荷

大，取样互感器能获得较大的电流信号，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能正常控制所有自动补

偿单元的投入或切除，这时可以将手动补偿单元退出运行，减少电力电容器带电运行的时

间，延长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正常生产时以外的时间，如每工作日八小时之外及双休日

节假日，都可以将手动补偿单元投入运行。也可以增加二路手动补偿单元，两路手动补偿单

元轮换工作，进一步提高三相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可

以让供电系统得到最有效的补偿，达到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电压切换回路及接点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自动补偿单元交流接触器触点及指示灯连接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接点表。

[0025] 图中：1-电源开关，2-电流检测回路，3-二次回路熔断器，4-自动补偿单元，5-手动

补偿单元，6-避雷器，7-取样电流互感器，8-功率因数表，9-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10-

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1- 电压表，12-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21-电流互感器，22-电流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

所述。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无功补偿设备，包括电源开关1、电流检测回路

2、二次回路熔断器3、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及避雷器6，所述电源开关

1的前端与供电系统电源电连接，电源开关1的后端分别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若干路自动补

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及避雷器6电连接，且若干路自动补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

元5和避雷器6并接于电源开关1的后端。电源开关1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源总开关，型号和类

型不论，可以是开启式刀开关或刀熔开关，也可以是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所述手动补偿单元

5还可以采用二路，两路手动补偿单元轮换工作，进一步提高三相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可以让供电系统得到最有效的补偿，达到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0028] 所述电流检测回路2包括三个电流互感器21和三个电流表22，其中三个电流互感

器21安装在电源开关1的下端，且三个电流互感器21的二次侧一端分别与三个电流表22一

端电连接，三个电流表  22另一端与三个电流互感器21的二次侧另一端电连接后并接地。即

三个电流表22另一端连接成一点后再与三个电流互感器21的二次侧另一端电连接并接地。

电流检测量回路用于测量和显示无功补偿设备的工作电流。

[0029] 所述二次回路熔断器3包括熔断器4FU、熔断器5FU及熔断器  6FU，其中，熔断器

4FU、熔断器5FU、熔断器6FU的前端分别与电源总开关1电连接，熔断器4FU的后端与手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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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1电连接；熔断器5FU的后端与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头电连接；熔

断器6FU的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3电连接。

[0030] 所述自动补偿单元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小型断路器QF、交流接触器KM，热继电器FR

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上端分别电连接有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和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下端和对应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点上端

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源端子Ua、电源端子  Uc分别和手动自动转换开关

10的本体触点b2、本体触点b4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端子Ib和功率因数

表8电流端子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端子I*和取样电流互感器  7的二次

侧一端电连接并接地。所述取样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另一端和功率因数表8电流端子另一端

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 的输出端子分别和对应的交流接触器线圈及手动自动

转换开关10的对应触点电连接。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作用是给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9提供交流电源，但当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不能正常工作时，或其它必要的时候，可以

手动投入或切除各路自动补偿单元。

[0031] 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上端全部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中的熔

断器4FU后端电连接，热继电器FR的辅助触点下端连接成一点后和二次回路熔断器3中的熔

断器5FU的后端电连接。

[0032] 所述手动补偿单元5包括小型断路器*QF和三相电力电容器*C，其中小型断路器*

QF的前端与自动补偿单元4和避雷器6并接在一起，小型断路器*QF的后端与三相电力电容

器*C电连接。手动补偿单元5不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和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控制

独立运行。

[0033] 如图2所示，还包括电压切换回路，电压切换回路由电压表11、电压切换回路转换

开关12、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组

成，其中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 的

前端分别和电源开关1上端母线L1、母线L2、母线L3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分别

安装在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上，电

压表11一端与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2、本体触点b6电连接，另一端与电压

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8、本体触点b12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

触点b1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1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点b5、

本体触点b7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2FU的后端电连接，电压切换回路转换开关12的本体触

点b11和电压切换回路熔断器3FU后端电连接。

[0034] 上述功率因数表8的电压线圈也接在该电压切换回路上，电流线圈串接在电流取

样互感器二次回路中。该电压切换电路安装在电源开关1上方，便于在电源开关合闸前也能

显示功率因数和切换显示三相线电压。

[0035] 如图3所示，所述交流接触器KM的辅助触点下端还连接有投切指示灯。

[0036] 所述避雷器6为三个，其中三个避雷器6一端和自动补偿单元4  及手动补偿单元5

一起并接于电源开关1下端，三个避雷器6另一端连接成一点后接地。避雷器6对系统进行过

电压保护。

[003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功率因数表8的电流信号取自取样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电

压信号取自电压切换电路熔断器1FU和电压切换电路熔断器3FU后端。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208433758 U

7



[0038]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作用是：根据取样电压和取样电流计算系统实际功

率因素，当实际功率因素低于设定值时，输出开关信号，自动补偿单元投入运行，当实际功

率因数大于设定值时，输出开关信号，自动补偿单元退出运行。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

输出开关信号时是循环输出的，自动补偿单元也是循环投入或切除的，无功功率自动补偿

控制器9还能进行目标功率因数、投切延时、过压、回路数及电流互感器变比等设置，各项参

数设定好后，按照设定好的参数自动运行。

[0039] 上述功率因数表8能直观显示系统实际功率因数。

[0040] 取样电流互感器7安装在系统总屏的某一相上，这一相一般是三相中电流最大的

一相。取样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获得的取样电流和电流取样相之外的另两相电压信号输入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进行比较计算，获得输出投切开关信号。

[0041]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需要可以做成1～12路自动补偿单元，相应地，也应选用对应路

数的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和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本技术方案优选设置八路自动补

偿单元，现以八路自动补偿单元为例对本技术方案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

[0042]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创新点在于增设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在设置八路自动

补偿单元的实施例中，八路自动补偿单元4、一路手动补偿单元5和避雷器6并接于电源开关

1的后端。

[0043] 所述八路自动补偿单元分别具有八个小型断路器1QF～8QF、八个交流接触器1KM

～8KM、八个热继电器1FR～8FR和八个三相电力电容器1C～8C。其中小型断路器1QF、交流接

触器1KM、热继电器1FR、三相电力电容器1C依次连接构成第一路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

2QF、交流接触器2KM、热继电器2FR、三相电力电容器  2C依次连接构成第二路自动补偿单

元；小型断路器3QF、交流接触器3KM、热继电器3FR、三相电力电容器3C依次连接构成第三路

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4QF、交流接触器4KM、热继电器4FR、三相电力电容器4C依次连接

构成第四路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  5QF、交流接触器5KM、热继电器5FR、三相电力电容

器5C依次连接构成第五路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6QF、交流接触器6KM、热继电器6FR、三

相电力电容器6C依次连接构成第六路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7QF、交流接触器7KM、热继

电器7FR、三相电力电容器7C依次连接构成第七路自动补偿单元；小型断路器8QF、交流接触

器8KM、热继电器8FR、三相电力电容器8C依次连接构成第八路自动补偿单元。

[0044] 在八路自动补偿单元中，二次回路熔断器3仍然包括熔断器4FU、熔断器5FU及熔断

器6FU，所述熔断器4FU、熔断器5FU、熔断器  6FU的前端分别与电源开关1电连接；熔断器4FU

的后端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1电连接；熔断器5FU的后端分别与热继电器辅

助触头1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2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  3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4FR、热继电

器辅助触头5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6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7FR、热继电器辅助触头8FR电连

接；熔断器6FU的后端分别与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3、本体触点b6、本体触点b8、

本体触点b10、本体触点b12、本体触点b14、本体触点b16、本体触点b18、本体触点b20电连

接。具体接点表如图4所示。

[0045] 熔断器4FU、熔断器5FU、熔断器6FU用于给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交流接触器

1KM～8KM线圈、投切指示灯1XD～8XD 提供交流电源，并提供短路保护。

[0046] 所述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本体触点b2和本体触点b4分别与无功功率自动补偿

控制器9的电压取样端子Ua和电压取样端子Uc 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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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Ib和功率因数表8 电流端子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电流端子I*和取样

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一端电连接并接地。

[0047] 如图3所示，所述交流接触器1KM、交流接触器2KM、交流接触器3KM、交流接触器

4KM、交流接触器5KM、交流接触器6KM、交流接触器7KM、交流接触器8KM的辅助触点下端分别

电连接有投切指示灯1XD、投切指示灯2XD、投切指示灯3XD、投切指示灯4XD、投切指示灯

5XD、投切指示灯6XD、投切指示灯7XD、投切指示灯  8XD。

[0048] 如图1、图2所示，所述功率因数表8电流信号取自取样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电压信

号取自电压切换电路熔断器1FU、3FU后端。所述取样电流互感器7二次侧另一端和功率因数

表8电流端子另一端电连接。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9的输出端子分别和对应的交流接触

器线圈及手动自动转换开关10的对应触点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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