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019172.9

(22)申请日 2020.01.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2293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08

(73)专利权人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曲靖供电

局

地址 655000 云南省曲靖市翠峰路137号

(72)发明人 毛兴　陶水东　崔兴　朱良　

杨子力　王路军　唐志宇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正原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53100

代理人 金耀生

(51)Int.Cl.

G01R 1/3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243275 A,2019.09.17

CN 103926514 A,2014.07.16

CN 102735994 A,2012.10.17

CN 105277913 A,2016.01.27

CN 204086455 U,2015.01.07

JP H09148172 A,1997.06.06

审查员 刘芳芳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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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

隔离注入装置，其包括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信号

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微控制器、物

联模块，电压互感器二次端连接有三相耦合注入

电容，每一相耦合注入电容包括串联的2个分压

电容和控制开关；信号发生器分别与三相耦合注

入电容的BNC信号注入端、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

换器连接，物联模块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中

的控制开关连接，微控制器分别与信号发生器、

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物联模块连接，物联

模块与天线连接；本发明装置具有较好的合理

性、可操作性；能对电压互感器自身的状态进行

评估，具有模块自检、电压互感器诊断、升压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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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

装置包括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信号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微控制器、物联模块，

电压互感器二次端连接有三相耦合注入电容，每一相耦合注入电容包括串联的2个分压电

容和控制开关；信号发生器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BNC信号注入端、电压波形测量模数

转换器连接，物联模块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中的控制开关连接，微控制器分别与信号

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物联模块连接，物联模块与天线连接；

所述的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1）通过物联模块或微控制器对三相耦合注入电容按通道进行地址标注；

（2）通过变电站控制室内的PT状态信息，确定哪一路PT处于停运状态，然后通过物联模

块以及天线，读取安装在该停运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工作状态，如能够读取

到三相的电压信息，或至少能读取到某一相的电压信息，则认为该路PT并没有停运；在该情

况下应立即进行检查，是否存在线路切换管理上的纰漏；只有当无法读取到三相的电压信

息，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3）当需要读取准备升压的安装在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压及相位信息

时，在三相电压波形正常、相序正常、幅度一致时，将信号发生器接入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

BNC信号注入端；通过物联模块以及天线，应用无线采集方式读取信号发生器注入到BNC回

路的信号波形，并分析PT工作状态，如信号波形出现大的抖动和衰减，并且三相的抖动和衰

减一致，应重点检查线路上高压侧或二次侧是否存在非线性的负荷；如不存在非线性负荷，

则三相PT内部存在匝间短路或绝缘缺陷；如信号波形出现抖动和衰减，并且只有一相幅度

出现非常大的衰减，衰减后的幅度小于其他两相的50%，则判断该相PT出现绝缘缺陷或匝间

短路情况。

2.权利要求1所述的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使用方

法还包括用信号发生器进行通信控制的分析，步骤如下：

（1）当信号发生器启动时，为了产生谐振冲击波，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联电感，待信

号发生器输出稳定后，通过微处理器发出断开开关的信号，同时微处理器通过物联模块断

开3个控制开关，从而切断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在切断电容支路瞬间，PT自感电

动势作用，产生了高陡峭的高频波，该高频波瞬间通过PT变比作用，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产

生较陡峭的高压高频信号，用于其他状态分析；

（2）当微处理器向物联模块发出闭合的指令，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闭合，信号

发生器的稳定信号又开始注入PT二次侧；在该情况下，再次利用PT自感作用产生一个与之

前的高频脉冲相反的脉冲电压，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从而实现正负方向的高频高压陡峭脉

冲的产生；该高频高压陡峭脉冲用于模拟直击雷电信号、绕击雷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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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属于电力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开展现场电力设备试验时，通常是停电试验或带电状态下的简单信号接收的工作

模式；但实际研究发现，有必要开展带电环境的信号注入测试。

[0003] 针对运行高压设备而言，施加信号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安全性，不能因施加信号源

导致系统对地绝缘降低，产生新的隐患。一种典型的耦合注入方式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或电

压互感器二次注入。但由于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通常只有1匝或为数不多的几匝线圈，因此很

难通过二次侧给一次侧注入可以探测到的电压值。在系统回路电流较大时，通过CT二次注

入到一次的电流微乎其微。

[0004] PT二次注入有较高的可行性，但PT二次压降考核非常严格，注入装置不能明显改

变二次回路的功率因数和负载。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

置，该装置为谐振式PT注入耦合装置，通过特殊的谐振电容器设计架构，达到pF级别的等效

电容情况下，完成对信号的耦合注入；耦合装置可以长期安装在PT二次侧，也可以临时带电

接入，而需要注入的信号源通过特殊端口耦合到PT二次侧，在一次侧形成脉冲或正弦电压，

从而为分析电力设备缺陷提供了较好的试验源。

[0006] 本发明装置包括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信号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微控

制器、物联模块，电压互感器二次端连接有三相耦合注入电容，每一相耦合注入电容包括串

联的2个分压电容和控制开关；信号发生器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BNC信号注入端、电

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连接，物联模块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中的控制开关连接，微控

制器分别与信号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物联模块连接，物联模块与天线连接。

[0007] 所述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为可插拔式的；

[0008] 本发明中所述PT为电压互感器，包括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CVT，为了简便起见，仅以PT表述。

[0009] 考虑实际变电管理运行过程中，PT可能切换，如果只是简单在PT二次侧安装，则可

能出现关键时候PT停运，没法将谐振电压注入到高压侧的情况，或只能通过所有的PT二次

回路进行安装，但这不仅会增加高额的成本，还会增加安全隐患，导致PT二次负荷过大的情

况。

[0010] 本发明中谐振式PT注入耦合装置考虑到该情况，优化了设计的深度，采取了两个

设计特征，解决以上问题：

[0011] （1）在不使用升压时，可本地或远程控制实现谐振电容器开路，从而不给PT二次增

加额外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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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在使用升压装置时，设计成框架安装固定，但内嵌电容可拆装结构，从而达到

将谐振电容合理配置到没有停运的PT回路。

[0013] 以上两种方式结合，可以满足经济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0014] 同时，进一步优化，为了确保PT自身不会存在已有故障，导致升压效果不达标或误

导测试人员的情况，采取三相回路升压并具备相位比较校正的作用。三相回路之间具备通

信功能，借助微处理器实现相位比较、幅度比较，对PT自身的状态进行评估，因而具有模块

自检、PT诊断、升压的特点。

[0015] 本发明另一目的是提供上述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的分析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16] 1、通过物联模块或微控制器对三相耦合注入电容按通道进行地址标注，用于区分

ABC三相通道；

[0017] 2、通过变电站控制室内的PT状态信息，确定哪一路PT处于停运状态，然后通过物

联模块以及天线，读取安装在该停运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工作状态，如能够

读取到三相的电压信息，或至少能读取到某一相的电压信息，则认为该路PT并没有停运；在

该情况下应立即进行检查，是否存在线路切换管理上的纰漏；只有当无法读取到三相的电

压信息，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0018] 3、当需要读取准备升压的安装在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压及相位

信息时，在三相电压波形正常、相序正常、幅度一致时，将信号发生器接入三相耦合注入电

容的BNC信号注入端；通过物联模块以及天线，应用无线采集方式读取信号发生器注入到

BNC回路的信号波形，并分析PT工作状态，如信号波形出现较大的抖动和衰减，并且三相的

抖动和衰减基本一致，应重点检查线路上高压侧或二次侧是否存在非线性较大的负荷；如

不存在非线性较大负荷，则三相PT内部存在匝间短路或绝缘缺陷；如信号波形出现较大的

抖动和衰减，并且只有一相幅度出现非常大的衰减，衰减后的幅度小于其他两相的50%，则

判断该PT出现绝缘缺陷或匝间短路情况。

[0019] 上述缺陷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的分析方法还包括用信号发生器进行

通信控制的分析，包括如下步骤：

[0020] （1）当信号发生器启动时，为了产生谐振冲击波，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联电感，

待信号发生器输出稳定后，通过微处理器发出断开开关的信号，同时微处理器通过物联模

块断开3个控制开关，从而切断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在切断电容电容支路瞬间，

PT自感电动势作用，产生了较高的陡峭的高频波，该高频波瞬间通过PT变比作用，耦合到一

次高压侧，产生较陡峭的高压高频信号，用于其他状态分析；

[0021] （2）当微处理器向物联模块发出闭合的指令，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闭合，

信号发生器的稳定信号又开始注入PT二次侧；在该情况下，再次利用PT自感作用产生一个

与之前的高频脉冲相反的脉冲电压，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从而实现正负方向的高频高压陡

峭脉冲的产生；该高频高压陡峭脉冲用于模拟直击雷电信号、绕击雷电信号。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和技术效果如下：

[0023] 本发明充分考虑了现场应用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设计耦合电容注入装置出

发，并且考虑了在应用过程中对现有管理、PT自身的绝缘不良或线圈短路等故障条件下导

致误判的情况，有较好的合理性、可操作性；本发明三相回路具备通信功能，能借助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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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实现相位比较、幅度比较，对PT自身的状态进行评估，具有模块自检、PT诊断、升压的特

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所述内容。

[0026] 实施例1：如图1所示，设应用环境为220kV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本缺陷

检测用的专用带电隔离注入装置包括A相耦合注入电容、B相耦合注入电容、C相耦合注入电

容、信号发生器、电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微控制器、物联模块，A相耦合注入电容、B相耦

合注入电容、C相耦合注入电容分别与电压互感器二次端连接，A相耦合注入电容包括串联

的2个分压电容1（容量100PF）、分压电容2（容量100PF）和控制开关；B相耦合注入电容包括

串联的2个分压电容3（容量100PF）、分压电容4（容量100PF）和控制开关；C相耦合注入电容

包括串联的2个分压电容5（容量100PF）、分压电容6（容量100PF）和控制开关；串联电容的一

段连接高压端，一段连接地端；信号发生器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BNC信号注入端、电

压波形测量模数转换器连接，物联模块（典型型号ESP8266）分别与三相耦合注入电容中的

控制开关（继电器）连接，微控制器（采用STM32  ARM结构芯片）分别与信号发生器、电压波形

测量模数转换器、物联模块连接，物联模块与天线连接；

[0027] 上述装置的使用分析方法如下：

[0028] 1、将安装在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进行地址标注，通过微控制器实现地

址写入；

[0029] 2、通过变电站控制室内的PT状态信息，确定哪一路PT处于停运状态，然后通过物

联模块以及天线，读取安装在该停运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工作状态，如能够

读取到三相的电压信息，或至少能读取到某一相的电压信息（电压标准值为57.7V），则认为

该路PT并没有停运；在该情况下应立即进行检查，是否存在线路切换管理上的纰漏；只有当

无法读取到三相的电压信息或三相电压值均小于10V，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0030] 3、当需要读取准备升压的安装在PT二次回路的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压及相位

信息时，在三相电压波形正常、相序正常、幅度一致时，将信号发生器接入三相耦合注入电

容的BNC信号注入端，信号发生器发射100kHz脉冲信号；通过ESP8266物联WIFI模块以及天

线，应用无线采集方式读取信号发生器注入到BNC回路的信号波形，并分析PT工作状态，如

信号波形出现较大的抖动和衰减，并且三相的抖动和衰减基本一致，应重点检查线路上高

压侧或二次侧是否存在非线性较大的负荷；如不存在非线性较大负荷，则三相PT内部存在

匝间短路或绝缘缺陷；如信号波形出现较大的抖动和衰减，并且只有一相幅度出现非常大

的衰减，衰减后的幅度小于其他两相的50%，则判断该PT出现绝缘缺陷或匝间短路情况。

[0031] 实施例2：本实施例装置结构同实施例1，装置使用方法还包括用信号发生器进行

通信控制的分析，步骤如下：

[0032] （1）当信号发生器启动时，为了产生谐振冲击波，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联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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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信号发生器输出稳定后（如4.5V），通过微处理器发出断开开关的信号，同时微处理器通

过物联模块断开3个控制开关，从而切断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在切断电容电容支

路瞬间，PT自感电动势作用，产生了较高的陡峭的高频波（如30V），该高频波瞬间通过PT变

比作用，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产生较陡峭的高压高频信号。设电压互感器变比为220kV/

57.7V=3818.8，PT二次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为升压，实际在一次侧产生的高压达30V*3818.8=

114.38kV，该脉冲高压可用于其他状态分析，如分析变压器在高频脉冲下的泄露电流，分析

高压电容器或高压电抗器的高频滤波，分析电抗器高频条件下的异常谐振噪声等；

[0033] （2）当微处理器向物联模块发出闭合的指令，三相耦合注入电容的电容支路闭合，

信号发生器的稳定信号又开始注入PT二次侧；在该情况下，再次利用PT自感作用产生一个

与之前的高频脉冲相反的脉冲电压，耦合到一次高压侧；从而实现正负方向的高频高压陡

峭脉冲的产生；该高频高压陡峭脉冲用于模拟直击雷电信号、绕击雷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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