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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

装置及其防护方法，涉及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抗消

谐与保护控制技术领域。本发明采用在抗饱和型

PT一次侧与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并联真空开关、二

次侧开口三角回路加可控硅，实现一次抗谐限流

和二次消谐相结合的方法能快速有效的抑制系

统的低频谐振、PT涌流、系统谐振等各种PT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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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信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

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源管理单元、碳化硅非线性

电阻，所述保护控制单元包括真空开关、中间继电器和可控硅；所述真空开关通过中间继电

器与可控硅连接，

所述信号调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

源管理单元分别与微处理单元连接，所述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与保护控制单元连接；

所述信号调理单元用于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电压信号调理至合适范

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所述微处理单元用于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电压信号，同时

将已采集的电压信号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电压信号计算分析后输出相应的

控制信号，并将控制信号传输至保护控制单元，所述外部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微处理单元传

输的电压信号，所述保护控制单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可控硅

的开通或关断，所述状态指示单元用于显示装置的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并对相

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出；所述远程通信单元用于接收远程系统的指令，并将指令传输

至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用于给信

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供

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调

理单元包括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所述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用于将三相电压信号和开口三角电

压变换、调整至合适的范围，并将合适范围的三相电压信号和开口三角电压传输至微处理

单元采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理

器单元采用基于CORTEX-M3  32位RISC内核的STM32F103VGT6微处理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状态指

示单元包括LED指示灯和蜂鸣器，所述LED指示灯和蜂鸣器均采用电阻上拉方式与微处理器

单元连接，所述LED指示灯用于对装置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进行显示，所述蜂鸣器

用于发出报警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通

讯单元包括RS-485串行协议模块、WIFI模块、远程通信模块，所述RS-485串行协议模块采用

型号为SP3485EN的  +3.3V低功耗半双工收发器，所述WIFI模块采用E103-W01模块，所述远

程通信模块采用ml5510模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存

储单元包括TF卡槽、SD卡，所述SD卡插入TF卡槽中，所述SD卡用于存储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所

有故障信息和事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管

理单元将交流220VAC 电压经电压转换模块转换得到12V和5V电压供装置使用。

8.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的防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监测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并通过电磁式电压互感

器PT二次侧输出至信号调理单元；

步骤S2，信号调理单元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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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至合适范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

步骤S3，微处理单元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同时将

已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

相电压计算分析后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至保护控制单元；

步骤S4，外部存储单元存储微处理单元传输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保护控制单

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可控硅的开通或关断，状态指示单元显

示微处理单元的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进行显示，并对相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

出；

步骤S5，远程通信单元的数据传输为双向传输，接收远程系统的指令，并将指令传输至

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的防护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三相电网系统发生相应的如下方法进行防护：

1）若系统运行正常，三相电压和开口三角电压均正常，微处理单元启动投入真空开关，

旁路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为计量、测控装置提供高电能质量电压信号；

2）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故障相的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升高到线电压，开

口三角处测量出100V电压，装置判定为PT涌流，则微处理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入碳化

硅非线性电阻，抑制接地恢复涌流，等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3）若电压互感器发生铁磁谐振时，中性点产生位移，使三相电压不对称，电压互感器铁

磁饱和，出现零序磁通，高压绕组流过零序电流，在开口三角两端会感应零序电压，微处理

单元判定为低频谐振，则微处理单元启动二次0~300Hz可控硅全频消谐，通过建立的磁通达

到起去磁作用，当可控硅导通时，有零序电流流通，二次零序电流越大，去磁效果越好，短接

时效果最好，长期处于短接状态，则不发生谐振；短接状态运行超过1s，可控硅发生谐振，微

处理单元采集数据，超过正常电压值后可控硅导通，使谐振瞬间消除，谐振消失后，可控硅

恢复阻断状态；

4）若可控硅导通运行超过1s后，谐振仍未消除，微处理单元判定为系统谐振，则微处理

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入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可控硅保持阻断状态，抑制系统谐振，等

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5）若电压互感器发生断线故障，故障相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正常，开口三角存

在电压，微处理单元判定为断线故障，则微处理单元不进行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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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及其防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抗消谐与保护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

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及其防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中性点不接地6~35kV系统，用于绝缘监测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简称  PT），其一

次绕组接成星形，在系统进行非同期合闸或接地故障消失后等操作时，PT的励磁阻抗与系

统的对地电容形成非线性谐振回路。由于回路参数及外界激发条件的不同，可能造成高频、

工频、分频谐振过电压，进而导致PT频繁故障。为此电力系统相关标准和规范对PT 的保护

提出了明确要求，如《DL/T620-1997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GB/T 

50064-201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但即使如此，PT故障还是

时有发生，特别随着电力电缆的大量使用，单相接地电容电流增加，PT 故障呈上升趋势，成

为电网安全运行的一大隐患。

[0003] PT  故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即高压  (一次)绕组烧损和高压熔断器熔断。早期

的研究都把  PT故障归因于  PT  铁磁谐振，但仿真计算及试验室对  PT  进行谐振激发均证

明谐振时的电流不能使  PT 高压熔断器熔断，单相接地故障恢复时的电容放电冲击涌流才

是熔断器熔断的主要原因。

[0004] 为了尽可能防止  PT  故障发生，近几十年来先后提出了很多防护方案。除了提高 

PT 自身的性能参数，这些防护措施主要分为一次抗谐限流和二次消谐。一次抗谐限流主要

有  4PT法和非线性电阻法；二次消谐主要有开口三角电阻阻尼和直接短接两种方法。这些

方法基于不同原理，各有所长，各具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电力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运

行实践中也都暴露出各自的不足和问题，没能有效整合达成优势互补形成完整的解决方

案。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及其防护方

法，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包括信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

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源管理单元、碳化硅非线性电阻，所述保护

控制单元包括真空开关、中间继电器和可控硅；所述真空开关通过中间继电器与可控硅连

接，

所述信号调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

源管理单元分别与微处理单元连接，所述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与保护控制单元连接；

所述信号调理单元用于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电压信号调理至合适范

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所述微处理单元用于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电压信号，同时

将已采集的电压信号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电压信号计算分析后输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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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信号，并将控制信号传输至保护控制单元，所述外部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微处理单元传

输的电压信号，所述保护控制单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可控硅

的开通或关断，所述状态指示单元用于显示装置的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并发出

报警信号。，并对相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出；所述远程通信单元用于接收远程系统的指

令，并将指令传输至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所述电源管

理模块用于给信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

部存储单元供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信号调理单元包括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所述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用

于将三相电压信号和开口三角电压变换、调整至合适的范围，并将合适范围的三相电压信

号和开口三角电压传输至微处理单元采样。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微处理器单元采用基于CO R T E X - M 3  3 2位R I S C内核的

STM32F103VGT6微处理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状态指示单元包括LED指示灯和蜂鸣器，所述LED指示灯和蜂鸣器

均采用电阻上拉方式与微处理器单元连接，所述LED指示灯用于对装置运行状态、通讯方

式、故障类型进行显示，所述蜂鸣器用于发出报警信号。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远程通讯单元包括RS-485串行协议模块、WIFI模块、远程通信模

块，所述RS-485串行协议模块采用型号为SP3485EN的  +3 .3V低功耗半双工收发器，所述

WIFI模块采用E103-W01模块，所述远程通信模块采用ml5510模组。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外部存储单元包括TF卡槽、SD卡，所述SD卡插入TF卡槽中，所述SD

卡用于存储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所有故障信息和事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管理单元将交流220VAC 电压经电压转换模块转换得到12V和

5V电压供装置使用。

[0012]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的防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监测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并通过电磁式电压互感

器PT二次侧输出至信号调理单元；

步骤S2，信号调理单元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

调理至合适范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

步骤S3，微处理单元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同时将

已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

相电压计算分析后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至保护控制单元；

步骤S4，外部存储单元存储微处理单元传输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保护控制单

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可控硅的开通或关断，状态指示单元显

示微处理单元的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进行显示，并对相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

出；

步骤S5，远程通信单元的数据传输为双向传输，接收远程系统的指令，并将指令传输至

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三相电网系统发生相应的如下方法进行防护：

1）若系统运行正常，三相电压和开口三角电压均正常，微处理单元启动投入真空开关，

旁路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为计量、测控装置提供高电能质量电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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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故障相的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升高到线电压，开

口三角处测量出100V电压，装置判定为PT涌流，则微处理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入碳化

硅非线性电阻，抑制接地恢复涌流，等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3）若电压互感器发生铁磁谐振时，中性点产生位移，使三相电压不对称，电压互感器铁

磁饱和，出现零序磁通，高压绕组流过零序电流，在开口三角两端会感应零序电压，微处理

单元判定为低频谐振，则微处理单元启动二次0~300Hz可控硅全频消谐，通过建立的磁通达

到起去磁作用，当可控硅导通时，有零序电流流通，二次零序电流越大，去磁效果越好，短接

时效果最好，长期处于短接状态，则不发生谐振；短接状态运行超过1s，可控硅发生谐振，微

处理单元采集数据，超过正常电压值后可控硅导通，使谐振瞬间消除，谐振消失后，可控硅

恢复阻断状态；

4）若可控硅导通运行超过1s后，谐振仍未消除，微处理单元判定为系统谐振，则微处理

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入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可控硅保持阻断状态，抑制系统谐振，等

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5）若电压互感器发生断线故障，故障相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正常，开口三角存

在电压，微处理单元判定为断线故障，则微处理单元不进行任何操作。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采用在抗饱和型  PT一次侧与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并联真空开关、二次侧开口三

角回路加可控硅，实现一次抗谐限流和二次消谐相结合的方法能快速有效的抑制系统的低

频谐振、PT  涌流、系统谐振等各种PT故障。

附图说明

[0015] 图1 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图。

[0016] 图2 为本发明的信号调理单元的原理图。

[0017] 图3 为本发明的保护控制单元的原理图。

[0018] 图4 为本发明的“电—光—电”转换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所示，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包括信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护

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源管理单元、碳化硅非线性电

阻；

如图3所示，保护控制单元包括真空开关、中间继电器，和可控硅，真空开关通过中间继

电器与可控硅连接，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与保护控制单元连接，

信号调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和电源管

理单元分别与微处理单元连接，信号调理单元用于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电

压信号调理至合适范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微处理单元用于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

电压信号，同时将已采集的电压信号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电压信号计算分

析后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并将控制信号传输至保护控制单元，外部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微

处理单元传输的电压信号，保护控制单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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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硅的开通或关断，状态指示单元是将微处理单位输出装置的运行状态，并以指示灯进

行显示，对相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出；远程通信单元用于接收远程系统的指令，并将指

令传输至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电源管理模块用于给

信号调理单元、微处理单元、保护控制单元、状态指示单元、远程通信单元、外部存储单元供

电。

[0020]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信号调理单元包括电阻R50、电阻R51、电阻R52、电阻R53、电

流型电压互感器、电容C50，电阻R50、电阻R51、电阻R52、电阻R53分别与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连接，电容C50与电阻R53连接，电阻R50、电阻R51的阻值均为56kΩ，电阻R52的阻值为470

Ω、电阻R53阻值为1 .2kΩ，电流型电压互感器采用元星电子公司的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TV31B02，本发明的微处理器单元采用基于CORTEX-M3  32位RISC内核的STM32F103VGT6微处

理器，工作频率为72  MHz，高速嵌入式存储器（FLASH高达1  MB，SRAM高达96  KB），以及与两

条APB总线相连的各种增强型I  /  O和外设，STM32F103VGT6微处理器提供三个12位ADC转换

器（最多21个通道输入），ADC转换器用于AD采样，十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两个PWM定时器，以

及标准和高级通信接口：最多两个I2C，三个SPI，两个I2S，一个SDIO，五个USART，一个USB和

一个CAN。

[0021] 本发明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电压信号Ua进行信号变换、低通滤波

使其达到合适范围A1送至微处理单元进行AD采样，信号调理单元用于对三相电压和开口三

角电压信号进行信号变换、低通滤波。

[0022] 本发明的保护控制单元控制与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并联的真空开关和加在开口三

角回路的可控硅，交流型真空开关采用中间继电器来驱动，继电器的驱动采用三极管8050，

可控硅采用光耦MOC3081进行驱动，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

器发出光线，受光器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

转换。

[0023] 本发明的状态指示单元包括8个LED指示灯和1个蜂鸣器，均采用电阻上拉方式，微

处理单元采用低电压即可实现相应的驱动，该8个LED指示灯及1个蜂鸣器，具体功能如表1

所示，LED指示灯和蜂鸣器均采用电阻上拉方式与微处理器单元连接，LED指示灯用于对装

置运行状态、通讯方式、故障类型进行显示，蜂鸣器用于发出报警信号。

[0024] 表1  8个LED指示灯和1个蜂鸣器的功能表

本发明的远程通讯单元包括RS-485串行协议模块、WIFI模块、远程通信模块，RS-485串

行协议模块采用型号为SP3485EN的+3.3V低功耗半双工收发器，WIFI模块采用成都亿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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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公司有限公司基于Espressif公司 的ESP8266EX芯片研发E103-W01模块，远程通

信模块采用骐俊股份公司的低功耗广域物联网技术无线通信ml5510模组；

RS-485串行协议模块功能用于与其他设备或系统组网，并用光耦芯片TLP785进行隔

离；WIFI模块供手持专用PDA或平板电脑连接装置，查看装置运行状况及历史数据，实现实

时数据和当前状态的显示、信息统计、事件浏览、历史数据查询、参数设置等功能，，WIFI模

块集成了透传功能，即拿即用，支持串口AT指令集，服务器AT指令集，用户通过串口即可使

用网络访问的功能，同时支持AirKiss；远程通信模块通过2G/3G/4G远程通信连接至远端后

台，实现远端查看数据，实现2G  GPRS/NB-IOT/4G  LET多种通信方式，满足智能抗消谐PT综

合保护装置物联网应用需求。

[0025] 发明的外部存储单元包括TF卡槽、SD卡，SD卡插入TF卡槽中，SD卡用于存储微处理

单元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的所有故障信息和事件，防止掉电丢失。

[0026] 本发明的电源管理单元用于管理整个装置的工作电源，需管理多种电压等级，包

括直流1.8V、3.3V、5V、12V及交流220VAC，外部提供交流220V电压及经电压转化模块变成

12V和5V供装置使用，采用AMS1117-3.3芯片将5V电压变成3.3V电压，采用XC6206-1.8V芯片

将5V电压变成1.8V电压，其中1.8V用作AD采样的参考电压，5V电压和3.3V电压供微处理单

元和AMS1117-3.3芯片、XC6206-1.8V的使用，12V电压用于继电器、远程通信电路使用，内置

的电池为微处理单元及远程通信单元供电，以保证装置掉电后仍可短时发送接收数据。

[0027] 本发明采用在抗饱和型  PT一次侧与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并联真空开关、二次侧开

口三角回路加可控硅，实现一次抗谐限流和二次消谐相结合的方法能快速有效的抑制系统

的低频谐振、PT  涌流、系统谐振等各种PT故障。

[0028]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的防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监测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并通过电磁式电压互感

器PT二次侧输出至信号调理单元。

[0029] 步骤S2，信号调理单元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PT二次侧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

电压调理至合适范围后送至微处理单元。

[0030] 步骤S3，微处理单元实时采集信号调理单元输出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同

时将已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传输至外部存储单元，并根据采集的开口三角电压

及三相电压计算分析后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至保护控制单元。

[0031] 步骤S4，外部存储单元存储微处理单元传输的开口三角电压及三相电压，保护控

制单元根据微处理单元传输的控制信号控制真空开关和可控硅的开通或关断，状态指示单

元显示微处理单元的输出运行状态，并对相应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输出。

[0032] 步骤S5，远程通信单元的数据传输为双向传输，接收远程系统的指令，并将指令传

输至微处理单元，并将微处理单元的监测数据发送至远程系统。

[0033] 本发明的一种智能抗、消谐PT综合防护装置的防护方法，依据故障电压特征判断

故障性质，并发出相应的控制进行防护，具体如下：

1）若系统运行正常，三相电压和开口三角电压均正常，微处理单元启动投入真空开关，

旁路碳化硅非线性电阻，为计量、测控装置提供高电能质量电压信号。

[0034] 2）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故障相的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升高到线电

压，开口三角处测量出100V电压，装置判定为PT涌流，则微处理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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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碳化硅非线性电阻，抑制接地恢复涌流，等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0035] 3）若电压互感器发生铁磁谐振时，中性点产生位移，使三相电压不对称，电压互感

器铁磁饱和，出现零序磁通，高压绕组流过零序电流，在开口三角两端会感应零序电压，微

处理单元判定为低频谐振，则微处理单元启动二次0~300Hz可控硅全频消谐，通过建立的磁

通达到起去磁作用，当可控硅导通时，有零序电流流通，二次零序电流越大，去磁效果越好，

短接时效果最好，长期处于短接状态，则不发生谐振；短接状态运行超过1s，可控硅发生谐

振，微处理单元采集数据，超过正常电压值后可控硅导通，使谐振瞬间消除，谐振消失后，可

控硅恢复阻断状态。

[0036] 4）若可控硅导通运行超过1s后，谐振仍未消除，微处理单元判定为系统谐振，则微

处理单元启动断开真空开关，投入碳化硅非线性电阻，可控硅保持阻断状态，抑制系统谐

振，等待系统运行正常自动复归。

[0037] 5）若电压互感器发生断线故障，故障相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的电压正常，开口三

角存在电压，微处理单元判定为断线故障，则微处理单元不进行任何操作。

[0038] 本发明不局限于以上的具体实施方式，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案例而已，并

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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