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AS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 r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 日
2012 年 5 月 10 日 （10.05.2012) T W O 2012/059061 A l

(51) 国蹄 利分类号： 汉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区国测路特 1号 国测科技工
G01R 31/00 (2006.01) G01R 19/00 (2006.01) 业 园 , Hubei 430223 (CN) 。 张乐平 (ZHANG, Lep-
G01R 29/16 (2006.01) ing) [CN/CN]; 中国湖 北 省武汉 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1/081740 区 国测 路 特 1 号 国测 科 技 工 业 园，Hubei 430223
(CN) 。 徐芝贵 （XU, Zhigui) [CN/CN] ；中国湖北省

(22) 国际申请 日： 201 1年 11月 3 日 （03. 11.201 1) 武汉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区国测路特 1 号 国测科技

(25) 申龍 言： 中文 工 业 园 ，Hubei 430223 (CN) 。 胡顺 （HU, Shun)
[CN/CN]; 中国湖北省武汉 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区 国

(26) 公布语言： 中文 测路特 1 号 国测科技 工业 园，Hubei 430223 (CN ) 。

(30) 优先权： 李优仪 (LI, Youyi) [CN/CN];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

20101053 175 1.8 2010 年 11月 4 日 (04. 11.2010) CN 夏 区庙 山开 发 区 国测 路 特 1 号 国测 科 技 工业 园 ,
Hubei 430223 (CN )。

(71) 申请人 （对 除美 国外 的所有指定 国 ) : 武汉国测恒
通智能仅器有 限公司 （WUHAN GUOCE HENG- (74) 代理人 : 北京汇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BEI

TONG INTELLIGENT INSTRUMENT CO., LTD) JING HUIZ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N/CN];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区国 LLC); 中国北 京市海淀 区知春路 6 号锦秋 国际大

测路特 1号 国测科技工业 园，Hubei 430223 (CN )。 厦 A 座 18 层张瑾，Beijing 100088 (CN )。

(72) 发明人；及 (81)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 一种可提供 的 国家

7 ) 发明人/申请人 (仅 对 美 国 ) :侯铁信 (HOU, Tiexin) 保 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CN/CN];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夏 区庙 山开发 区国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测路特 1 号 国测科技 工业 园，Hubei 430223 (CN) _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卜正 良 （BU, Zhengliang) [CN/CN]; 中 国湖 北 省 武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见 续页 ]

(54) Title: METHOD AND DEVICE FOR QUALITY-MONITORING OF HIGH-VOLTAGE ELECTRICAL ENERGY

(54) 发明名称 ：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与装置

ί

；;.... .... ； .....
1 / 二 ；/ ；

1 Fig.

(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quality-monitoring of high- voltage electrical energy, comprising: acquisition of a voltage
measurement signal fi m a capacitive voltage divider (1) and of a current signal fi m a low power-consumption, low-voltage cur
rent transformer (2); simultaneous transmission to a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circuit (4) of the acquired voltage measurement
signal and current signal;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electrical energy quality in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thereof via optical fiber (5) to an integrated processing unit (6) for storage and display. The method and device for quality-moni -
toring of high- voltage electrical energy herein provided i s able accurately to measure a voltage harmonics signal and provide pow
erful data in respect of harmonic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and i s also able accurately to measure a current signal when a secondary
load i s very small while retaining a relatively wide linear working range. Because the present method and device for quality-moni -
toring of high- voltage electrical energy suspends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circuit (4) on the high-voltage side, cut-off be
tween a first and a second signaling i s avoided, device volume and weight are reduced and materials saved. In so far as an installa
tion location can be arranged on an existing power line, the monitoring device can be installed on all types of power line, thus pro
viding a convenient system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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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高压电能质呈监测方法及装置，包括：采ffl 电容分压器 （1) 测量电压信号，采用低功耗低压电流互感

器 （2 ) 测量电流信号，将测量到的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同时发送到悬浮在高压侧的数据采集与处理电路 （4) ，将

相应的电能质量信息计算分析出来，并通过光纤 （5) 发送到低压部分的综合处輝 元 （6) 进行保存与显示。提出

的高压屯能质量监测方法及装置能够准确测量屯压谐波信号，为谐波的监控提供有力的数据；在二次负荷很小的情

况下能够准确测量电流信号，并拥有较宽的线性工作范围。提出的高压电能质量监测方法及装置将数据采集与处理

电路 （4) 悬浮在卨压侧，能够避免一、二次之间的绝缘，减小装置的体积与重量，并节省大量原材料；能够在现

有线路没有预留安装位置的情况 卜，将监测装置肓接装在各种线路上，方便系统改进。



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与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能质量监测技术领域 ，具体地说 ，是 一种高压 电能质量

检测方法与装置。

背景技术

电能质量是指关系到供 电、用 电系统及其设备正常工作 （或运行 ）的

电压 、电流 的各种指标偏 离规定 范围的程度 。电能质量 的检测对于提高供

电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有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的电压信 号主要取 自

电压互感器 ，电流信 号主要取 自电流互感器 。 目前很多国家在 llOkV 及 以

上等级 中，大量使用 了电容 式电压互感器 ，但是 电容 式电压互感器只能测

量工频信 号，不 能用 于谐波检测。而电流信 号如取 自测量用 电流互感器 ，

则会 改变电流互感器 的负荷 ，可能影响计量 的准确性；如果取 自保护用 电

流互感器 ，则在系统正常运行 时，二次信 号小 ，同时电流互感器 的准确度

又不高，因此无法保证测试结果 的准确性。

电能质量包括供 电电压偏差 、频率偏差 、三相 电压不平衡 、电压 波动

和 闪变 以及谐波等，要分析 电能质量 ，需要全面检测这些工作量 ，现有 的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难 以满足这些全面检测的需求。

发明内容

本发 明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 一种 能准确测量 电压谐波信 号和 电流

信号，且体积小 ，成本低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与装置。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

包括：

釆用 电容分压器测量 电压信号，釆用低压 电流互感器测量 电流信 号；

将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发送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所述数据釆



集与处理 电路悬浮于高压侧 ；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并发送到低压部分 的综合处理单元。

进一步地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由取 能分压器供给工作 电能。

进一步地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通过光纤将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发

送到所述综合处理单元。

进一步地 ，对于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分别测量各相 的电压信 号和 电流

信号并发送到相应的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分别计算分析得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并

分别将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发送到所述综合处理单元；

所述综合处理单元根据得到的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处理获得 三相

电压不平衡信 息。

进一步地 ，对于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分别测量 八、C 两相 的电流信号及

AB 相 、BC 相 的相 间电压 ，发送到综合测量单元；

所述综合测量单元根据 AB 相和 BC 相 的相 间电压计算得到 AC 相 的电

压值 ，根据 A 、 C 两相 的电流信号计算得到 B 相 电流值 ，并进一步计算及

分析得到电能质量信 息。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 ，包括：

电容分压器 ，用于测量 电压信号并输 出；

低压 电流互感器 ，用于测量 电流信号并输 出；

计算分析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容分压器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低压 电流

互感器输 出的电流信 号 ，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所述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

进一步地 ，包括：

三个 电容分压器 ，分别用于测量 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各相 的电压信 号并



所述计算分析单元包括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和一综合处理单元 ，

其 中，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悬浮于高压侧 ，分别连接 一相 的电容分压

器及低压 电流互感器 ，用于接 收相应 电容分压器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相应低

压 电流互感器输 出的电流信 号，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

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

综合处理单元 ，分别连接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用于接 收各相 的

电能质量信 息，并根据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三相 电压不平衡信 息。

进一步地 ，包括：

两个 电容分压器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的 AB 相和 BC 相 的

相 间电压信 号并输 出；

两个低压 电流互感器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 A 、C 相 的单相

电流信号并输 出；

所述计算机分析单元包括两个单相测量单元 、一个综合测量单元及 一

个低压显示终端，其 中：

两个单相测量单元，分别连接 八、C 两相 的电容分压器和低压 电流互感

器 ，用于接 收所述 AB 相和 BC 相 的相 间电压信号和 A 、C 两相 的单相 电流

信号，发送到综合测量单元；

综合测量单元 ，分别连接 两个单相测量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单相测量

单元输 出的信号，根据所述信号计算得到 AC 相 的相 间电压和 B 相 电流 ，

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

低压 显示终端 ，连接所述综合测量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

并显示。

进一步地 ，还包括：



取 能分压器 ，用于为所述计算分析单元提供 电源。

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与装置 能够准确测量 电压谐波信 号，

解决传 统方 式谐波无法测量 的问题 ，为谐波的监控提供有力 的数据；在二

次负荷很小 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测量 电流信 号，并拥有较宽的线性工作范围。

釆用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直接测量方法，将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悬浮在

高压侧 ，能够避免一、二次之 间的绝缘 ，显著减小装置 的体积与重量 ，并

节省大量原材料；小体积与轻质量 的设计 ，能够在现有线路没有预 留安装

位置 的情况下，将本发 明的检测装置直接装在各种线路上，方便系统改进。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应用于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的应

用实施例 的原理框 图；

图 2 是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应用于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的应

用实施例 的原理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 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说 明，以使本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可 以更好 的理解本发 明并 能予 以实施 ，但所举 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

明的限定。

本发 明釆用 的技术方案在于，釆用 电容分压器测量 电压信 号，釆用低

功耗低压 电流互感器测量 电流信 号，将测量到的电压信 号与电流信 号同时

发送到悬浮在高压侧 的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将相应 的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

分析 出来 ，并通过光纤发送到低压部分 的综合处理单元进行保存 与显示。

其 中高压侧 电路 电源 由取 能分压器提供 。

对于三相 四线 电力系统，釆用单相高压 电能质量直接检测的方 式。各

相分别在高压侧 完成数据釆集和计算 ，完成除不平衡度外的所有 电能质量

计算 ，并通过光纤将数据传 至低压部分 的综合处理单元 ，根据 三相数据 由



综合处理单元完成不平衡度 的计算和测量，并将结果显示、远传和统计。

对于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 ,釆用 三相高压 电能质量直接检测方式。其 中 A 、

C 两相分别进行单相 电能质量的检测，而在 B 相测量综合单元 中，通过计

算得到 AC 相 间电压 与 B 相 电流 ，则可 以得到所有 电能质量信 息，再 由 B

相综合测量单元通过光纤将 电能质量信 息传送到低压侧进行 显示、远传和

统计。

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包括：

电容分压器 ，用于测量 电压信号并输 出；

低压 电流互感器 ，用于测量 电流信号并输 出；

计算分析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容分压器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低压 电流

互感器输 出的电流信 号 ，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所述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

如图 1 所示，作为一种应用于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的实施例 ，本发 明的

检测装置包括：

三个 电容分压器 1,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各相 的电压信 号并

三个低压 电流互感器 3,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各相 的电流信

号并输 出；

计算分析单元包括 了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4 和一个综合处理单元

6，其 中，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4 , 悬浮于高压侧 ，分别连接一相 的电容分压

器 1及低压 电流互感器 3, 用于接 收相应 电容分压器 1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相

应低压 电流互感器 3 输 出的电流信号，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号计算

分析得到各相 的电压偏差 、频率偏差 、电压 波动和 闪变 以及谐波等 电能质

量信 息；

综合处理单元 6 , 分别连接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4 , 用于接 收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并根据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 三相 电压不平衡信 息，并



将结果显示、远传 与统计。优选地 ，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与综合处理单元 6

之间是通过光纤 5 连接 的。

另外，每相还包括一个取 能分压器 2 , 连接到该相 的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

路 4 , 用 于从供 电线路获取 电能来为相应的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4 供 电。

如图 2 所示，作为另一种应用于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的实施例 ，本发 明

的检测装置包括：

在 A 相高压侧和 C 相高压侧分别具有一电容分压器 7、一低压 电流互

感器 9 及一单相测量单元 10, 其 中，A 相高压侧 的电容分压器用于测量 AB

相 的相 间电压 ，而 C 相高压侧 的电容分压器用 于测量 BC 相 的相 间电压信

号，A 相高压侧和 C 相高压侧 的低压 电流互感器 9 分别用于测量 A 相和 C

相 的电流信 号，电容分压器 7 和 电流互感器 9 分别将测得 的相 间电压信号

和单相 电流信号发送给相应 的单相测量单元 10; 单相测量单元 10 将相应的

相 间电压信 号和单相 电流信号发送到 B 相高压侧 的综合测量单元 11 ;

B 相高压侧包括一个综合测量单元 11 , 综合测量单元 11 接 收各单相测

量单元 10 输 出的信号，根据这些信号计算得到 AC 相 的相 间电压信号和 B

相 电流 ，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包括供 电电压偏差 、频

率偏差、电压波动和 闪变、谐波以及 三相 电压不平衡等。

综合测量单元 11 可 以将计算得到的电能质量信 息发送到低压显示终端

13 进行 显示，低压显示终端 13 还可 以将 电能质量信 息进行远传 与统计。

在 A 相高压侧 、B 相高压侧和 C 相高压侧分设有取 能分压器 8, 分别

用于为单相测量单元 10 和结合测量单元 11 供 电。

优选地 ，各单相测量单元 10 与综合测量单元 11 之间，以及结合测量

单元 11 与低压显示终端 13 之间均通过光纤 12 连接 。

本发 明釆用 电容分压器 能够准确测量 电压谐波信 号，解决传 统方 式谐

波无法测量 的问题 ，为谐波的监控提供有力 的数据；釆用低功耗 的低压 电

流互感器 ，在二次负荷很小 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测量 电流信 号，并拥有较宽

的线性工作 范围；釆用本发 明的高压 电能质量直接测量方法，将数据釆集



与处理 电路悬浮在高压侧 ，能够避免一、二次之 间的绝缘 ，显著减小装置

的体积与重量 ，并节省大量原材料；小体积与轻质量 的设计 ，能够在现有

线路没有预 留安装位置的情况下，直接装在各种线路上 ，方便系统改进 。

以上所述 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 明本发 明而所举 的较佳 的实施例 ，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不 限于此。本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基础上所作 的等

同替代或变换 ，均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

求书为准。



权利 要 求书

1、一种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釆用 电容分压器测量 电压信号，釆用低压 电流互感器测量 电流信 号；

将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发送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所述数据釆

集与处理 电路悬浮于高压侧 ；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并发送到低压部分 的综合处理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由取 能分压器供给工作 电能。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通过光纤将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发送到所述综合处理单

元。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对于三相 四线 电力系统，分别测量各相 的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并发送

到相应的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所述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分别计算分析得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并

分别将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发送到所述综合处理单元；

所述综合处理单元根据得到的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处理获得 三相

电压不平衡信 息。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对于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分别测量 八、C 相 的电流信 号及 AB 相 、BC

相 的相 间电压 ，发送到综合测量单元；

所述综合测量单元根据 AB 相和 BC 相 的相 间电压计算得到 AC 相 的电

压值 ，根据 A 、C 相 电流计算得到 B 相 电流值 ，并进一步计算及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



6、一种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电容分压器 ，用于测量 电压信号并输 出；

低压 电流互感器 ，用于测量 电流信号并输 出；

计算分析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容分压器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低压 电流

互感器输 出的电流信 号 ，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所述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到

电能质量信 息。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三个 电容分压器 ，分别用于测量 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各相 的电压信 号并

三个 电流互感器 ，分别用于测量 三相 四线电力系统各相 的电流信 号并

所述计算分析单元包括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和一综合处理单元 ，

其 中，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悬浮于高压侧 ，分别连接 一相 的电容分压

器及低压 电流互感器 ，用于接 收相应 电容分压器输 出的电压信 号和相应低

压 电流互感器输 出的电流信 号，根据所述 电压信 号和 电流信 号计算分析得

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

综合处理单元 ，分别连接 三个数据釆集与处理 电路 ，用于接 收各相 的

电能质量信 息，并根据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计算三相 电压不平衡信 息。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两个 电容分压器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的 AB 相和 BC 相 的

相 间电压信 号并输 出；

两个低压 电流互感器 ，分别用于测量三相 三线电力系统 A 、C 相 的单相

电流信号并输 出；

所述计算机分析单元包括两个单相测量单元 、一个综合测量单元及 一



个低压显示终端，其 中：

两个单相测量单元，分别连接 八、C 两相 的电容分压器和低压 电流互感

器 ，用于接 收所述 AB 相和 BC 相 的相 间电压信号和 A 、 C 两相 的单相 电流

信号，发送到综合测量单元；

综合测量单元 ，分别连接 两个单相测量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单相测量

单元输 出的信号，根据所述信号计算得到 AC 相 的相 间电压和 B 相 电流 ，

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各相 的电能质量信 息；

低压 显示终端 ，连接所述综合测量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能质量信 息

并显示。

9、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高压 电能质量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

取 能分压器 ，用于为所述计算分析单元提供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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