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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

压互感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

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包括高压电容、中压电容、

中间变压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接地刀闸、补

偿电抗器和第一避雷器，所述高压电容的一端连

接电网，另一端分别连接中压电容的一端和中间

变压器中初级绕组的一端，所述中压电容的另一

端分别连接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一端和补偿

电抗器的一端，所述中间变压器中初级绕组的另

一端分别连接补偿电抗器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

器的一端，所述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另一端和

第一避雷器的另一端均接地，所述接地刀闸并联

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具有工作频率高、测量数据精度高、适

用范围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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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包括高压电容、中压电容、中间

变压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接地刀闸和补偿电抗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避雷器，所

述高压电容的一端连接电网，另一端分别连接中压电容的一端和中间变压器中初级绕组的

一端，所述中压电容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一端和补偿电抗器的一端，

所述中间变压器中初级绕组的另一端分别连接补偿电抗器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器的一端，

所述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器的另一端均接地，所述接地刀闸并联在暂

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

所述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由多个相互并联的无感电容元件组成，多个无感电容元件按

同轴圆周结构排列；

所述多个无感电容元件的两端分别设有一圆盘式接线端子，每个圆盘式接线端子均包

括绝缘圆盘、多个导电扇片、扇骨、气缸、从动齿轮和接线端子，所述多个导电扇片分别设于

扇骨上形成扇面，每个导电扇片与无感电容元件接触的侧面上内嵌有带有斜面的导电块，

所述导电块与导电扇片之间设有弹簧，导电块的斜面朝向与扇骨的展开方向相同，所述扇

骨和导电扇片紧贴设置在绝缘圆盘的一端面上，所述接线端子设于扇骨的转动端上，并穿

过绝缘圆盘中心至另一端面上，所述从动齿轮设于接线端子上，所述气缸的伸缩杆设有齿

条，所述齿条与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气缸设于绝缘圆盘的另一端面上；

增加接入无感电容元件的数量时，气缸的伸缩杆伸出，并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扇骨转

动，进而依次展开导电扇片，导电块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出，并接触无感电容元件；

减少接入无感电容元件的数量时，气缸的伸缩杆缩回，并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扇骨转动

并收回，进而由外层至内层依次收回导电扇片，每一个导电扇片上的导电块受到相邻外层

的导电扇片的挤压，弹簧压缩，导电块离开无感电容元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第二避雷器，所述第二避雷器并联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补偿电抗器为电抗值可调的电阻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阻尼器，所述阻尼器设于中间变压器中次级绕组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保护间隙，所述保护间隙并联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接线端子包括转动杆和接线端盖，所述转动杆的一端设于扇骨的转动端上，所述

接线端盖盖设转动杆的另一端上，并与转动杆的端部滑动连接，接线端盖保持位置不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接线端盖与转动杆的端部之间设有滚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齿条和从动齿轮均由绝缘材料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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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工程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

压互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网暂态过程是电网运行状态的重要表征，目前，对于电网中暂态过电压(雷电

波、操作波过电压)，国内外尚缺乏有效的测量或监测手段。对于新建设备，国内仅有部分电

力单位对500kV系统在正式投运前进行操作过电压的测试，一般是对投切空载线路、主变压

器、低压电抗器或电容器时进行暂态测量，作为对新设备的带电考核。国外有利用光纤技术

进行监测的报道。

[0003] 对于运行设备，目前安装的常规保护记录装置只能记录工频过电压信息。目前的

调度监控系统、智能监测和预警系统以及电网广域实时动态监测系统主要从整个电网的动

态和静态稳定的角度，对电网运行特征量进行实时监控，进而预测未来时刻的电网稳定状

态，并对系统不稳定因素产生预警，从整个电网角度保障了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但由于系

统总容量的限制，设备的采样频率不会太高，另外，受限于采样设备的频响特性，目前这些

调度监控系统等系统监控系统均不能对电力系统暂态过程进行有效监测，因此，也不能对

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监测。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适应智能电

网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功能要求，符合过电压和绝缘配合技术发展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用于暂态过电

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具有工作频率高、测量数据精度高、适用范围广等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包括高压电容、中压电容、中

间变压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接地刀闸、补偿电抗器和第一避雷器，所述高压电容的一

端连接电网，另一端分别连接中压电容的一端和中间变压器中初级绕组的一端，所述中压

电容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一端和补偿电抗器的一端，所述中间变压器

中初级绕组的另一端分别连接补偿电抗器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器的一端，所述暂态过电压

监测单元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器的另一端均接地，所述接地刀闸并联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

元的两端。

[0008] 还包括第二避雷器，所述第二避雷器并联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

[0009] 所述补偿电抗器为电抗值可调的电阻器。

[0010] 还包括阻尼器，所述阻尼器设于中间变压器中次级绕组上。

[0011] 还包括保护间隙，所述保护间隙并联在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的两端。

[0012] 所述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由多个相互并联的无感电容元件组成，多个无感电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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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同轴圆周结构排列。

[0013] 所述多个无感电容元件的两端分别设有一圆盘式接线端子，每个圆盘式接线端子

均包括绝缘圆盘、多个导电扇片、扇骨、气缸、从动齿轮和接线端子，所述多个导电扇片分别

设于扇骨上形成扇面，每个导电扇片与无感电容元件接触的侧面上内嵌有带有斜面的导电

块，所述导电块与导电扇片之间设有弹簧，导电块的斜面朝向与扇骨的展开方向相同，所述

扇骨和导电扇片紧贴设置在绝缘圆盘的一端面上，所述接线端子设于扇骨的转动端上，并

穿过绝缘圆盘中心至另一端面上，所述从动齿轮设于接线端子上，所述气缸的伸缩杆设有

齿条，所述齿条与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气缸设于绝缘圆盘的另一端面上；

[0014] 增加接入无感电容元件的数量时，气缸的伸缩杆伸出，并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扇骨

转动，进而依次展开导电扇片，导电块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出，并接触无感电容元件。

[0015] 所述接线端子包括转动杆和接线端盖，所述转动杆的一端设于扇骨的转动端上，

所述接线端盖盖设转动杆的另一端上，并与转动杆的端部滑动连接，接线端盖保持位置不

动。

[0016] 所述接线端盖与转动杆的端部之间设有滚珠。

[0017] 所述齿条和从动齿轮均由绝缘材料制作而成。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工作频率高，测量数据精度高：不仅具有常规CVT(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功能，

如用于电压计量及继电保护用，还可以用于测量高压机超高压电网上的谐波及对电网电压

波形进行实时观测和测量，设置第一避雷器和第二避雷器，可以有效地防止过电压造成的

损坏，保护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特别适合作为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中用于耦合500kV输电

线路过电压的传感器。

[0020] 2)适用范围广：设置圆盘式接线端子，采用扇形结构，实现无感电容元件接入CVT

数量的自适应调节，采用气缸、绝缘圆盘，可以有效地防止摩擦静电，保证暂态过电压监测

单元可长时间稳定工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圆盘式接线端子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圆盘式接线端子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与标准冲击分压器在操作冲击电压下典型波形图；

[0025] 图5为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与标准冲击分压器在操作冲击电压下典型频谱图；

[0026] 图6为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与标准冲击分压器在雷电冲击电压下典型波形图；

[0027] 图7为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与标准冲击分压器在雷电冲击电压下典型频谱图；

[0028] 图8为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电网，2、电容式电压互感器，3、传输电缆，4、保护器，5、通信光缆，6、暂态

电压采集器，7、通信电缆，8、工控机，201、绝缘圆盘，202、导电扇片，203、扇骨，204、气缸，

205、从动齿轮，206、接线端子，207、导电块，C1、高压电容，C2、中压电容，C3、暂态过电压监

测单元，T、中间变压器，K、接地刀闸，L、补偿电抗器，ZD、阻尼器，P、保护间隙，BL1、第一避雷

器，BL2、第二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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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2，包括高压电容

C1、中压电容C2、中间变压器T、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接地刀闸K、补偿电抗器L、阻尼器

ZD、保护间隙P、第一避雷器BL1和第二避雷器BL2，高压电容C1的一端连接电网1，另一端分

别连接中压电容C2的一端和中间变压器T中初级绕组的一端，中压电容C2的另一端分别连

接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一端和补偿电抗器L的一端，中间变压器T中初级绕组的另一端

分别连接补偿电抗器L的另一端和第一避雷器BL1的一端，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另一端

和第一避雷器BL1的另一端均接地，接地刀闸K、保护间隙P和第二避雷器BL2均分别并联在

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两端，阻尼器ZD设于中间变压器T中次级绕组上，其中，补偿电抗

器L为电抗值可调的电阻器，补偿电抗器L的电抗值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2的等值电容在额

定频率下的容抗相等，以便在不同的二次负荷下使一次电压和二次电压之间能获得正确的

相位和变比。图1中N为中压电容C2的低压端，1a、1n、2a、2n、da1、da2、dan为中间变压器T的

次级绕组输出端。

[0032] 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由多个相互并联的无感电容元件组成，多个无感电容元件

按同轴圆周结构排列，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高压端与CVT内部中压电容C2低压端N串

联，接地端子用铜皮或铜带可靠接地，测量端子使用标准接头基于同轴电缆将电压信号送

至数字采集仪。

[0033] 多个无感电容元件的两端分别设有一圆盘式接线端子206，如图2和图3所示，每个

圆盘式接线端子206均包括绝缘圆盘201、多个导电扇片202、扇骨203、气缸204、从动齿轮

205和接线端子206，多个导电扇片202分别设于扇骨203上形成扇面，每个导电扇片202与无

感电容元件接触的侧面上内嵌有带有斜面的导电块207，导电块207与导电扇片202之间设

有弹簧，导电块207的斜面朝向与扇骨203的展开方向相同，扇骨203和导电扇片202紧贴设

置在绝缘圆盘201的一端面上，接线端子206设于扇骨203的转动端上，并穿过绝缘圆盘201

中心至另一端面上，从动齿轮205设于接线端子206上，气缸204的伸缩杆设有齿条，齿条与

从动齿轮205相啮合，气缸204设于绝缘圆盘201的另一端面上。

[0034] 接线端子206包括转动杆和接线端盖，转动杆的一端设于扇骨203的转动端上，接

线端盖盖设转动杆的另一端上，并与转动杆的端部滑动连接，接线端盖保持位置不动。

[0035] 接线端盖与转动杆的端部之间设有滚珠，保持接线端子206与外接的传输电缆3之

间位置稳定，且摩擦力小，磨损小。齿条和从动齿轮205均由绝缘材料制作而成，有效的防止

摩擦静电。

[0036] 若需要加大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电容值时，则增加接入无感电容元件的数

量，气缸204的伸缩杆伸出，并带动从动齿轮205转动，扇骨203转动并展开，进而有内层至外

层依次展开导电扇片202，导电块207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出，并接触无感电容元件。

[0037] 若需要减小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的电容值时，则减少接入无感电容元件的数

量，气缸204的伸缩杆缩回，并带动从动齿轮205转动，扇骨203转动并收回，进而由外层至内

层依次收回导电扇片202，每一个导电扇片202上的导电块207受到相邻外层的导电扇片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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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挤压，弹簧压缩，导电块207离开无感电容元件。

[0038] 图4-7显示了本发明一实施例与标准冲击分压器同时测量时的波形对比。试验结

果来自于实施例基于普通500kV电容式电压互感器改装后，在高斥大厅内进行冲击电压试

验性能验证得到。图中高幅值为标准冲击分压器测量数值，低幅值为监测单元测量数值。

[0039] 如图8所示，可构建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用于电力系统运行设备上出现的任何形

式的暂态电压，包括工频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和雷电过电压等。暂态过电压监测系统包括电

容式电压互感器2、保护器4、暂态电压采集器6和工控机8，电容式电压互感器2与电网1(输

电线路或母线)连接，电容式电压互感器2通过传输电缆3与保护器4连接，保护器4通过通信

光缆5与暂态电压采集器6连接，暂态电压采集器6通过通信电缆7与工控机8连接。暂态过电

压在线监测就是通过分压传感器，借助于信号采集技术，实时监测电网系统的电压扰动，记

录和保存暂态过电压发生时各相电压的幅值、故障前后的波形及各种参数。并具有信号处

理与参数提取、应用与分析(报警、历史数据查询和统计等)功能。

[0040] 本发明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内置暂态过电压监测单元C3，其与高压电容C1和中压

电容C2构成电容式电压分压器，从而基于该监测单元C3获得较为准确的暂态过电压波形并

同时能够兼顾工频电压信号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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