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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

相量分析器，包括参数设定与输入单元、用于三

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的相别的相别判定

单元、用于对电压线路和电流线路接线正确性和

电力用户负荷特性的进行判断的相量分析单元、

用于显示相量图及相量分析单元的分析结论的

显示单元和存储单元以及对外输出分析结果的

输出单元；本发明通过软件程序对三相二次回路

中三相相电压相量及其相对应的电流相量的关

系进行分析计算，实现了对电压线路和电流线路

接线正确性和电力用户负荷特性的准确判断，能

够直观明了地显示出判断结果，免除了手工绘制

相量图的不方便带来的繁琐或不准确带来的误

判断，极大地简化了分析和判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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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其特征是：包括如下单元：参

数设定与输入单元：设定的参数包括三相电压 、 、 ，其中一相电压线路对参考点或对

地的电压为零，沿顺时针方向依次呈120°排布的线电压相量 、 、 和相电压相量 、

、 ，并且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的角度为30°；输入的参数包括通过相位伏

安表测得电源侧供电的相序、在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相对参考点或对地的电压

值、三个线电压的数值、三个相电压或三个线电压超前于三个电流相量的角度值；

相别判定单元：根据电源侧供电的相序与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对参考点或对

地的电压来判定三个电压线路的相别；

相量分析单元：以三相线电压相量 、 、 为基准，根据三个电流相量的角度值，逐

一分析每个电流相量与每个相电压相量及每个相电压相量的反向相量所呈的夹角

，并取这六个夹角的最小值，以此找出该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相电

压相量，并作出如下判定：(1)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

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超前于其归属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正确，

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容性负载；(2)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

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滞后于其归属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

线正确，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3)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电压相量为反向相电压相量，则

判定电流线路接线错误，并且根据电流相量是否超前于其所归属的反向相电压相量，以第

(1)和第(2)的判定方法来判定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4)若三个

电流相量与其分别对应的相电压相量的夹角分别与电力用户的实际功率因数角相差大于

10°，则判定电力用户存在窃电嫌疑；

显示单元：显示相量图及相量分析单元的分析结论；

存储单元：存储显示单元所显示的数据；

输出单元：对外输出分析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其特

征是：所述相量分析单元还用于实现对三相二次回路中三相电压接线正确性的判定，在三

相二次回路中，若出现其中实际线电压的数值是额定线电压数值的 倍或 倍，则判定其

中必有一相电压的极性接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其特

征是：在显示单元所显示的相量图中，各个线电压相量与其相对应的相电压相量的长度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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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析器，尤其是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

析器。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在电力生产工作中、在培训教学工作中、在职业鉴定考核工作中，特别是电

力营销专业和用电检查与稽查专业以及变压器运行与检修专业中，经常要进行相量分析。

在电力系统的三相二次回路中的相量分析中，经常要分析三相电压与三相电流之间的相位

关系，从而得出三相二次回路中电压线与电流线的接线是人为故意接错或因工作人员的失

误而接错，进而判断出三相电源线的具体错误接线形式，并为更正错误接线和计量电能电

量的退补提供科学依据。

[0003] 然而，在查找错误接线，特别是在对电能计量装置错误接线的查处和互感器的接

线分析工作中，经常要进行相量分析。在进行相量分析时，第一步要测量出必要的运行参

数，第二步要绘制出相量图，第三步要进行相量分析，第四步要得出结论。第一步利用现有

的相位伏安表能够很容易测出三相电压与电流的数值及其相量间的夹角，但是对于第二

步、第三步、第四步需要测量人员绘制出相量图后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判断，但是这些专业的

分析与判断工作，对于广大相关知识和技术水平低或专业知识掌握不牢靠的测量人员来说

不仅头绪繁杂，存在较多的困难，而且很容易出错，不能对三相二次回路中电压线与电流线

是否接错线及接错线的具体形式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当前由于测量人员相关知识和技术水平低或专业知识

掌握不牢靠，在对三相二次回路中电压线与电流线的接线进行正确性判定时，容易出错，不

能对三相二次回路中电压线与电流线是否接错线及接错线的具体形式作出正确的分析判

断的问题，为此提供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方案是：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其

特征是：包括如下单元：参数设定与输入单元：设定的参数包括三相电压 、 、 ， ，其

中一相电压线路相对参考点或对地电压为零，沿顺时针方向依次呈120°排布的线电压相量

、 、 和相电压相量 、 、 ，并且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的角度为

30°；输入的参数包括通过相位伏安表测得电源侧供电的相序、在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

线路相对参考点或对地的电压、三个线电压的数值、三个相电压或三个线电压超前于三个

电流相量的角度值；

[0006] 相别判定单元：根据电源侧供电的相序与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对地的电

压来判定三个电压线路的相别；

[0007] 相量分析单元：以三相线电压相量 、 、 为基准，根据三个电流相量的角度

值，逐一分析每个电流相量与每个相电压相量及每个相电压相量的反向相量所呈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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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这六个夹角的最小值，以此找出该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相电压

相量，并作出如下判定：(1)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60°

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超前于其归属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正确，电力

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容性负载；(2)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

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滞后于其归属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正

确，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3)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

最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电压相量为反向相电压相量，则判

定电流线路接线错误，并且根据电流相量是否超前于其所归属的反向相电压相量，以第(1)

和第(2)的判定方法来判定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4)若三个电流

相量与其分别对应的相电压相量的夹角分别与电力用户的实际功率因数角相差大于10°，

则判定电力用户存在窃电嫌疑；

[0008] 显示单元：显示相量图及相量分析单元的分析结论；

[0009] 存储单元：存储显示单元所显示的数据；

[0010] 输出单元：对外输出分析结果。

[0011] 本发明中所述相量分析单元还用于实现对三相二次回路中三相电压接线正确性

的判定，在三相二次回路中，若出现其中实际线电压的数值是额定线电压数值的 倍或

倍，则判定其中必有一相电压的极性接反。

[0012] 本发明中所述相量分析单元在判定各个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相电压相量时，还可选

用三相线电压相量 、 、 作为基准相量。

[0013] 本发明中在显示单元所显示的相量图中，各个线电压相量与其相对应的相电压相

量的长度如下： 。

[0014] 本发明操作简单方便、设计巧妙，通过软件程序对三相二次回路中三相相电压相

量及其相对应的电流相量的关系进行分析计算，实现了对电压线路和电流线路接线正确性

和电力用户负荷特性的准确判断，能够直观明了地显示出判断结果，免除了绘制相量图的

不方便带来的繁琐或不准确带来的误判断，极大地简化了分析和判定过程，做到了输完电

参数即可显示出相量图并得出分析结论。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16] 图中：1—参数设定与输入单元，2—相别判定单元，3—相量分析单元，4—显示单

元，5—存储单元，6—输出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见图1，一种用于判断三相二次回路接线正确性的相量分析器，包括如下单元：

[0018] 参数设定与输入单元1：设定的参数包括三相电压 、 、 ，设定电压 所在的

电压线路相对参考点或对地电压为零，沿顺时针方向依次呈120°排布的线电压相量 、

、 和相电压相量 、 、 ，并且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的角度为30°；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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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参数包括通过相位伏安表测得电源侧供电的相序、在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相

对参考点或对地的电压、三个线电压的数值、三个相电压或三个线电压超前于三个电流相

量的角度值；

[0019] 相别判定单元2：根据电源侧供电的相序与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对地的

电压来判定三个电压线路的相别；

[0020] 相量分析单元3：以三相线电压相量 、 、 为基准，根据三个电流相量的角

度值，逐一分析每个电流相量与每个相电压相量及每个相电压相量的反向相量所呈的夹角

，并取这六个夹角的最小值。由现有电力技术可知，电流相量与电

压相量存在“随相”关系，即当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时，电流相量滞后于对应

的电压相量一定的角度，该角度的极限范围为0°～90°；当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容性负

载时，电流相量超前于对应的电压相量一定的角度，该角度的极限范围为0°～90°；我们根

据电力用户负荷的实际情况，并根据电流相量与电压相量的“随相”关系，以此找出该电流

相量所归属的相电压相量。

[0021] 与此同时，相量分析单元3还可以此作出如下判定：(1)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超前于其归属

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正确，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容性负载；(2)若取得

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流相量滞

后于其归属的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正确，电力用户负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

(3)若取得的所述夹角 的最小值在0°～60°范围内，并且所述的电

流相量所归属的电压相量为反向相电压相量，则判定电流线路接线错误，并且根据电流相

量是否超前于其所归属的反向相电压相量，以第(1)和第(2)的判定方法来判定电力用户负

荷对外表现为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4)  若三个电流相量与其分别对应的相电压相量的夹

角分别与电力用户的实际功率因数角相差大于10°，则判定电力用户存在窃电嫌疑；

[0022] 显示单元4：显示相量图及相量分析单元3的分析结论；

[0023] 存储单元5：存储显示单元4所显示的数据；

[0024] 输出单元6：对外输出分析结果。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相量分析单元3还用于实现对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线电压接线正

确性的判定；由于三相相电压大小相同，并在正确接线的情况下，三相电压相量间相互之间

的夹角为120°。在三相二次回路中，若出现其中实际线电压的数值是额定线电压数值的

倍或 倍，则判定其中必有一相电压的极性接反。

[0026] 本实施例中，由于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的角度为30°，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角度为30°，线电压相量 超前相电压相量 的角度为30°，由此相

量分析单元在判定各个电流相量所归属的相电压相量时，可选用三相线电压相量 、 、

作为基准相量。

[0027] 本实施例中在显示单元4所显示的相量图中，各个线电压相量与其相对应的相电

压相量的长度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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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实施例中相别判定单元2对三相二次回路中三个电压线路相别判定的依据如

下：首先设定三相电源线分别表示为a、b、c三相，当电源侧供电的三相电压为正相序时，三

根电压线有三种组合方式，即a—b—c、b—c—a、c—a—b，如果对于三相三线制的供电方式

而言，由于电压二次侧b相接地，依次检测三根电压线的对地电压，当找到其中一根电压线

的对地电压为零时，这根电压线即确定为b相电压线，依此找到其它两根电压线所接入的具

体电压相别；当供电电源采用三相四线制的接线方式时，只需参照上述相同的方法找出其

中一根电压线相对于参考点的电压为零，则这根电压线的相别随即确定，从而依此找到其

它两根电压线所接入的具体电压相别；当电源供电为负相序时，判别方法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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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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