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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电气设备在线监测技

术，具体涉及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

流计算方法，包含以下步骤：对实际避雷器进行

有限元建模，计算得出部分电容参数。搭建阻容

网络路模型。对电压进行傅立叶分解，得出各次

谐波含量。在基波电压下和各次谐波下进行仿

真，各自滤除容性干扰后得到相应的阻性电流。

将仿真得到的阻性电流进行叠加，最终得到谐波

影响下的阻性电流。该计算方法以阻容网络方法

为基础，考虑了电网谐波，并且可以滤除谐波干

扰，准确计算出基波阻性电流和各次谐波下的阻

性电流，有效提高了阻性电流计算的精度，能够

准确计算避雷器阻性电流，随时掌握避雷器的运

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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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根据避雷器的分节结构，排列方式，搭建避雷器结构模型，将每个法兰视为一个

导体，仿真得到每两个导体之间的部分电容参数；

步骤2、将阀体视为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其数值通过试验获取，根据避雷器导体

产生的电容分布，搭建阻容网络模型；

步骤3、分别施加电网基波电压源、一个三次谐波电压源、一个五次谐波电压源，其中三

次谐波电压源和五次谐波电压源均源自电网谐波电压；

步骤4、在基波电压下和各次谐波下进行仿真，各自滤除容性干扰后得到相应的阻性电

流；

步骤5、将仿真得到的阻性电流进行叠加，最终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其特征是，步骤3所

述基波电压源为避雷器安装位置的电网基波电压，电网谐波电压包含三次谐波和五次谐

波，谐波含量通过对电压信号进行傅立叶分解得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其特征是，步骤4、步

骤5的实现包括：电压源为电网基波时，仿真得到全电流，并通过阻容网络计算滤除容性电

流得到阻性电流，将电压源换成谐波源重复仿真计算过程，最终将三次计算的阻性电流结

果叠加，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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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电气设备在线监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

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电力系统网络的不断扩展，因为雷击而引起的事故数量也日益增多，对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了巨大隐患。避雷器是目前防止雷击过电压最为有效的措

施，已经全面应用到电力系统中的各关键部位，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避雷器类型就是氧化

锌避雷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性能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会慢慢变差。判断避雷器状态是

否正常的重要方法是准确测定泄漏电流中的阻性电流分量，即确定阻性电流的增量。但是

由于高压避雷器周围带电设备以及避雷器自身存在的部分电容电流干扰，以及电网谐波的

影响、氧化锌避雷器自身的非线性特性，目前大规模使用的在线监测技术无法准确测得泄

漏电流中的阻性分量。使得泄漏电流测量值难以真实反映避雷器的性能状况,尤其是难以

发现设备的早期故障。

[0003] 阻性电流在全电流中占比较小，一般不超全电流的10％，很难准确从全电流中将

其分离出来，一方面避雷器结构复杂，周围带电体众多，相互之间电容干扰十分复杂，另一

方面，电网电压并非完全标准的正弦波，其中夹杂着很多谐波干扰，其中三次谐波最多，其

次为五次谐波，这些谐波干扰会对避雷器的阻性电流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谐波源虽然对

于电网端电压而言含量较少，但是却会对阻性电流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阻性电流的波形

产生很大的畸变，缺少对谐波的考虑难以准确计算阻性电流。所以，考虑谐波的影响对于避

雷器的健康状态监测具有很大意义。

[0004] 目前阻性电流的准确计算方法仍不完善，目前国内大规模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泄露

电流法、补偿法、三次谐波法(零序电流法)、基波阻性电流法。这些方法忽视了相间干扰和

避雷器周围带电体干扰的影响，都没有对部分电容进行严谨地考虑，无法有效的将外界环

境和三相避雷器自身的电流耦合干扰考虑进去，其中补偿法、基波法同时也缺乏对谐波的

充分考虑，计算结果会产生较大误差，难以对避雷器的状态进行准确的判断。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同时对电容电流干扰和谐波干扰进行充分考虑的避雷

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

流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根据避雷器的分节结构，排列方式，搭建避雷器结构模型，将每个法兰视为

一个导体，仿真得到每两个导体之间的部分电容参数；

[0008] 步骤2、将阀体视为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其数值通过试验获取，根据避雷器

导体产生的电容分布，搭建阻容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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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3、分别施加电网基波电压源、一个三次谐波电压源、一个五次谐波电压源，其

中三次谐波电压源和五次谐波电压源均源自电网谐波电压；

[0010] 步骤4、在基波电压下和各次谐波下进行仿真，各自滤除容性干扰后得到相应的阻

性电流；

[0011] 步骤5、将仿真得到的阻性电流进行叠加，最终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0012] 在上述的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中，步骤3所述基波电压源为

避雷器安装位置的电网基波电压，电网谐波电压包含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谐波含量通过

对电压信号进行傅立叶分解得到。

[0013] 在上述的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中，步骤4、步骤5的实现包括：

电压源为电网基波时，仿真得到全电流，并通过阻容网络计算滤除容性电流得到阻性电流，

将电压源换成谐波源重复仿真计算过程，最终将三次计算的阻性电流结果叠加，得到谐波

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以阻容网络方法为基础，考虑电网谐波，并且滤除谐波干扰，

准确计算出基波阻性电流和各次谐波下的阻性电流，有效提高了阻性电流计算的精度，利

用此方法可以有效地对避雷器阻性电流进行准确计算，随时掌握避雷器的运行状态。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计算流程图；

[0016] 图2(a)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500kV避雷器A相导体示意图，图2(b)为本发明一个实

施例500kV避雷器B相导体示意图，图2(c)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500kV避雷器C相导体示意

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500kV避雷器的阻容网络路模型；

[0018] 图4(a)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A相阻性电流基波波形图，图4(b)为本发明一个实施

例A相阻性电流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0020] 本实施例提出了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采用阻容网络的

方法来滤除避雷器全电流中的容性分量，并对各种谐波干扰分别考虑，避雷器阀片在工作

电压下电阻基本不变，可以认为是线性电阻，经过验证，在三次、五次谐波下此结论仍然成

立，所以可以对其采用叠加定理进行计算，对各种谐波下避雷器泄漏电流所造成的影响分

别计算，进而得到各个频率下的阻性电流，叠加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0021] 本实施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如图1所示，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

电流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⑴、对避雷器结构进行分析，根据500kV避雷器的分节结构，排列方式等信息，

搭建避雷器结构模型，将每个法兰视为一个导体，仿真得到每两个导体之间的部分电容参

数。

[0023] 步骤⑵、将阀体视为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其数值可以由试验获取，根据避雷

器导体产生的电容分布，搭建阻容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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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步骤⑶、分别施加电网基波电压源、一个三次谐波电压源、一个五次谐波电压源，

其中三次谐波电压源和五次谐波电压源都是由电网谐波电压引起。

[0025] 步骤⑷、在基波电压下和各次谐波下进行仿真，各自滤除容性干扰后得到相应的

阻性电流。

[0026] 步骤⑸、将仿真得到的阻性电流进行叠加，最终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0027] 而且，在步骤⑶所述的三种电压源中，基波电压源为避雷器安装位置的电网基波

电压，电网谐波电压考虑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谐波含量由对电压信号进行傅立叶分解得

到。

[0028] 而且，电压源为电网基波时，仿真得到全电流，并通过阻容网络计算滤除容性电流

得到阻性电流，将电压源换成谐波源重复此仿真计算过程，最终将三次计算的阻性电流结

果叠加，可以得到考虑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

[0029] 谐波对避雷器阻性电流的计算具有极大影响，但是若考虑谐波之后，全电流中就

含有谐波，全电流波形发生畸变，波形不再是严格的正弦波。即使不考虑谐波时，从全电流

中滤除容性电流干扰，得到阻性电流就已经十分困难。而在全电流波形发生畸变后从中把

容性干扰滤除就更加困难。本实施例所提出的方法，将各次谐波分别考虑，就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把从畸变的全电流波形中滤除容性电流这一问题转化为了从正弦波形的全电流波中

滤除容性电流。可以快速有效的得到考虑谐波影响的阻性电流。

[0030] 具体实施时，一种考虑谐波影响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方法，以500kV避雷器为

例，包括以下步骤：

[0031] ①对避雷器结构进行分析，根据500kV避雷器的分节结构，排列方式等信息，搭建

避雷器结构模型，将每个法兰视为一个导体，考虑到500kV避雷器分三节的结构，并且最下

端接地，简化后每相有三个导体，如图2(a)所示，A相从上到下依次记为导体1、导体2、导体

3，如图2(b)所示，B相从上到下依次记为导体4、导体5、导体6，如图2(c)所示，C相从上到下

依次记为导体7、导体8、导体9，仿真得到每两个导体之间的部分电容参数。

[0032] ②将阀体视为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其数值可以由试验获取，根据避雷器导

体产生的电容分布，搭建阻容网络模型。

[0033] ③分别施加电网基波电压源、一个三次谐波源、一个五次谐波源，其中三次谐波电

压源和五次谐波电压源都是由电网谐波电压引起。对电网电压进行傅立叶分解，可以得到

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的谐波含量。

[0034] ④在基波电压下和三次谐波、五次谐波下分别进行仿真，各自滤除容性干扰后得

到相应的阻性电流。将三次仿真得到的阻性电流进行叠加，最终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

流。

[0035] 下面以一组500kV避雷器为实施例，该避雷器每相分为3节。

[0036] 绝缘子片为80MΩ，每节避雷器的电阻值为1200MΩ，每节避雷器的自电容为45pF。

[0037] 以电网三次谐波谐波含量为5％，五次谐波谐波含量为3％为例，进行仿真计算。

[0038] 根据实际避雷器参数，在ANSYS中建立模型如图2所示。将大地设为导体0，通过有

限元仿真可以得到各部分电容参数。

[0039] 表1 各相自身部分电容(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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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表2 A相与B相之间的互电容及B相对地电容(pF)

[0042]

[0043] 表3 B相与C相之间的互电容及C相对地电容(pF)

[0044]

[0045] 表4 C相与A相之间的互电容及A相对地电容(pF)

[0046]

[0047]

[0048] 将电阻电容参数带入到阻容网络路模型如图3所示，在不同电压源下分别进行计

算，计算结果如下：

[0049] A相计算结果：

[0050] 本实施例计算方法：基波下，全电流有效值为0.977mA，避雷器相角为84.42°，阻性

电流为0.134mA。各次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峰值0.128mA。

[0051] 不考虑谐波的计算方法：全电流有效值为0.954mA，避雷器相角为74.05°，阻性电

流为0.371mA。如图4(a)、图4(b)所示。

[0052] B相计算结果：

[0053] 本实施例计算方法：基波下,全电流有效值为0.960mA，避雷器相角为85.95°，阻性

电流为0.0958mA。各次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峰值0.103mA。

[0054] 不考虑谐波的计算方法：全电流有效值为1.245mA，避雷器相角为86.94°，阻性电

流为0.094mA。

[0055] C相计算结果：

[0056] 本实施例计算方法：基波下，全电流有效值为0.975mA，避雷器相角为87.57°，阻性

电流为0.0585mA。各次谐波影响下的阻性电流峰值0.0345mA。

[0057] 不考虑谐波的计算方法：全电流有效值为1.034mA，避雷器相角为101.23°，阻性电

流为-0.28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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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可以看到谐波影响之下波形出现畸变，不考虑谐波计算时避雷器三相相角差别极

大，并且会产生相角大于90°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现有的避雷器在线监测设备及便携式测

量设备经常遇到的问题，不对谐波进行考虑，将电网电压预设为正弦波进行计算会产生非

常大的计算误差。而利用本实施例的方法进行计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准确计算出阻性电

流分量。

[0059] 本实施例根据避雷器运行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空间电容的影响，建立了严谨

的部分电容网络，可以有效的滤除容性电流部分。同时，还将电网所包含的谐波加入计算，

充分考虑了谐波对避雷器泄露电流带来的影响，能够对避雷器阻性电流进行准确计算。弥

补了以往计算方法中要么无法准确滤除电容电流、要么无法准确考虑谐波的缺陷。能够准

确计算得到谐波影响下的避雷器阻性电流，计算结果比传统的阻性电流计算方法更加地准

确可靠，亦可用来对避雷器进行在线监测，有效提高避雷器在线监测的准确性。

[0060] 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未详细阐述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0061] 虽然以上结合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这些仅是举例说明，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形或修改，而不背离本发明的原

理和实质。本发明的范围仅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444637 A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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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9

CN 109444637 A

9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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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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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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