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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

面检测系统，包括现场检测单元、全参数多功能

仪表和控制处理器，所述现场检测单元设置于炉

变一次侧、炉变二次侧、以及电极三个断面节点

处并分别检测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现场检测单

元的输出端连接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入端；全

参数多功能仪表将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

转换输出为电气参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将各节

点全部电气参数传输至控制处理器中；控制处理

器根据多节点传输来的参数生成矿热炉特有电

气参数，各节点全部电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

参数共同构成矿热炉全面电气参数。本发明根据

矿热炉全电气参数能自检可能存在的传感器故

障并进行提示，在部分故障状态下依然能够提供

足够精确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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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现场检

测单元、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和控制处理器，其中，

所述现场检测单元设置于炉变一次侧、炉变二次侧、以及电极三个断面节点处并分别

检测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所述现场检测单元的输出端连接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入端，

将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输入至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

所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将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转换输出为对应节点全部电气

参数，所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出端通过通讯接口连接控制处理器，将各节点全部电气

参数传输至控制处理器中；

所述控制处理器根据各节点传输来的参数生成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各节点全部电气

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共同构成矿热炉全面电气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节点全部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电度和谐波参

数，所述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极操作电阻、电极电抗、电极流压比、各相短网损

耗和入炉效率参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现场检测单元包括有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和罗氏线圈，其中，

所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设置于炉变一次侧，分别将三相供电电压和三相供电电

流转换成易被仪表识别的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所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与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用于将转换后的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

流信号作为炉变输入电气参数传输至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

所述罗氏线圈设置于炉变二次侧并联导体电极处检测电极电流，所述罗氏线圈的输出

端连接积分处理器的输入端，罗氏线圈将检测到的电极电流输出为罗氏电压信号，积分处

理器将罗氏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所述积分处理器的输出端和电极电

压输出端接入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接

收转换后的电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检测对应的全部电气参数；

所述电极交流电流信号通过相电流分解器分解成各相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流，所述相

电流分解器的输出端和电极电压输出端分别接入三块单相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三块单相

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分别接收对应相的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压/电流信号、检测对应的全

部电气参数。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分别与转换前的三相供电电压和三相供电电流的相角相

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极交流电压/电流信号与转换前的电极电流相位相同、数值成固定比例。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相检测电压/电流与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和相电流相位相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为两根电极间的电压，所述炉变二次侧的相电流由炉变供出的二次

电流和补偿电流矢量叠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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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控制处理器的输出端上连接有人机界面，用于显示各节点全部电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

气参数。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控制处理器通过网络接口及以太网连接炉控系统和远程计算机，用于进行存储、显示、远

程调用、数据分析和图形化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罗氏线圈及引出线本身采用耐高温材料制作，并采用防火型管状绝缘材包裹，用于

阻隔矿热炉电极周边高温辐射、明火和炉料喷溅灼烧，管内通冷却空气，使得罗氏线圈及引

出线、管状绝缘材长期保持在低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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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参数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

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矿热炉生产工艺决定了低电压、动态大电流运行的电气特性；其复杂的电气系统

回路包含电炉变压器（以下简称“炉变”）一次（高压）侧、三次（串联调压）中压侧、二次低压

侧、低压短网、电极、导电炉料、（生产过程中的）电弧、炉底及炉壁碳砖等构成；矿热炉生产

过程控制是通过对电气参数的控制来实现，因此实时电气参数检测就极其重要。

[0003] 一直以来，由于矿热炉低压侧电流较大、装置复杂、体积庞大、环境温度高、粉尘

大、电磁场强度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并不能直接准确测量矿热炉生产的核心参数——矢量

电极电流，而是通过高压、中压参数换算以及其它数学模型来间接获得，传统生产控制则视

一次电流为目标，这成为矿热炉生产实现自动控制的主要障碍。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为

矿热炉自动控制系统（或称“炉控系统”）提供实时可靠的控制依据，实现矿热炉生产的全自

动控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

参数全面检测系统。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该系统包括现场检测单元、全

参数多功能仪表和控制处理器，其中，

所述现场检测单元设置于炉变一次侧、炉变二次侧、以及电极三个断面节点处并

分别检测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所述现场检测单元的输出端连接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入

端，将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输入至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

所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将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转换输出为电气全参数，所

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出端通过通讯接口连接控制处理器，将电气全参数传输至控制处

理器中；

所述控制处理器根据三节点传输来的参数生成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各节点全部

电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共同构成矿热炉全电气参数。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节点全部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

率因数、电度和谐波参数，所述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极操作电阻、电极电抗、电

极流压比、各相短网损耗和入炉效率参数。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现场检测单元包括有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和罗氏线圈，其中，

所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设置于炉变一次侧，分别将三相供电电压和三相供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2858816 A

4



电电压和电流转换成易被仪表检测的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所述电压互感器和

电流互感器与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用于将转换后的100V电压信号

和5A/1A电流信号作为炉变输入电气参数传输至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

所述罗氏线圈设置于炉变二次侧并联导体电极处检测电极电流，所述罗氏线圈的

输出端连接积分处理器的输入端，罗氏线圈将检测到的电极电流输出为罗氏电压信号，积

分处理器将罗氏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极交流电流信号，所述积分处理器的输出端和电极电压

输出端接入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接收转

换后的电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检测对应的全部电气参数；

所述电极交流电流信号通过相电流分解器分解成各相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流，所

述相电流分解器的输出端和电极电压输出端分别与三块单相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

三块单相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分别接收对应相的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压/电流信号、检测

对应的全部电气参数。

[0009] 进一步的，所述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分别与转换前的三相供电电压和

三相供电电流的相角相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电极交流电压/电流信号与转换前的电极电流相位相同、数值成固

定比例。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相检测电压/电流与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和相电流相位相同、数值

线性成固定比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为两根电极间的电压，所述炉变二次侧的相

电流由炉变供出的二次电流和补偿电流矢量叠加而成。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处理器的输出端上连接有人机界面，用于显示各节点全部电

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处理器通过网络接口及以太网连接炉控系统和远程计算机，

用于进行存储、显示、远程调用、数据分析和图形化处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罗氏线圈及引出线本身采用耐高温材料制作，并采用防火型管

状绝缘材包裹，用于阻隔矿热炉电极周边高温辐射、明火和炉料喷溅灼烧，管内通冷却空

气，使得罗氏线圈及引出线、管状绝缘材长期保持在低温下。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系统能检测出各节点全部电气参数，控制处理器根据多节点传输来的电气

参数生成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各节点全部电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共同构成矿热

炉全面电气参数，并能根据矿热炉全面电气参数能自检可能存在的传感器故障并进行提

示，在部分故障状态下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精确可靠的数据。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矿热炉电气连接图；

图2为本发明的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仪表检测系统原理图；

图3为本发明的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仪表检测系统通讯网络图；

图4为本发明优化应用下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仪表检测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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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19] 实施例1：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三相交流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该系统包括

现场检测单元、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和控制处理器，其中，

所述现场检测单元设置于炉变一次侧、炉变二次侧、以及电极三个断面节点处并

分别检测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所述现场检测单元的输出端连接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入

端，将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输入至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

所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将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矢量信号转换输出为对应节点全部

电气参数，所述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的输出端通过通讯接口连接控制处理器，将各节点全部

电气参数传输至控制处理器中；

所述控制处理器根据三节点传输来的参数生成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各节点全部

电气参数和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共同构成矿热炉全面电气参数。

[0020] 所述节点全部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压、电流、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电

度和谐波参数，所述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至少包括电极操作电阻、电极电抗、电极流压比、

各相短网损耗和入炉效率参数。

[0021] 所述现场检测单元包括有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和罗氏线圈，其中，

如图2所示，所述电压互感器（PT、高压）和电流互感器（CT、高压）设置于炉变一次

侧，分别将三相供电电压（U1_A、U1_B、U1_C）和三相供电电流（I1_A、I1_B、I1_C）转换成易被

仪表识别的100V电压信号（U1_Á 、U1_B́ 、U1_Ć ）和5A/1A电流信号（I1_Á 、I1_B́ 、I1_Ć ），

如图3所示，所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与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

（电压公共线接配电中性线N），用于将转换后的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作为炉变输

入电气参数传输至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在测量出各相电压、电流的同时，通

过运算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的夹角测量出各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通过傅立

叶级数分解测量出电压、电流的各次谐波含量，通过累积记录下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全参

数多功能仪表检测的所有数据通过通讯接口送至控制处理器中；

如图2所示，采用三个所述罗氏线圈设置于炉变二次侧并联导体以及电极处检测

电极电流（I2_1、I2_2、I2_3），由于罗氏线圈输出与被测电流存在微分关系、罗氏线圈输出

与电极电流相角超前90°的罗氏电压信号，所述罗氏线圈的输出端连接积分处理器的输入

端，罗氏线圈将检测到的电极电流输出为罗氏电压信号，积分处理器将罗氏电压信号转换

成电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在本实施例中，积分处理器除对罗氏线圈输出的罗氏电压信号

积分移相90°外，还将该信号比例放大，移相放大的电压信号经回转器转换成5A或1A电极交

流电流信号输出（I2_1́ 、I2_2́ 、I2_3́ ），也可不用回转器直接转换成电极交流电压信号输

出。如图3所示，所述积分处理器的输出端与一块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

（电压公共线接炉壳），用于将转换后的电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作为电极自身电气参数传

输至三相四线制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中，在直接测量出各电极电压、电流的同时，通过运算

电压与电流信号的夹角测量出各电极的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通过傅立叶级数

分解测量出电压、电流的各次谐波含量，通过累积记录下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全参数多功

能仪表检测的所有数据通过通讯接口送至控制处理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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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极交流电压/流信号通过相电流分解器分解成各相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

压/流，在本实施例中，以分解电极交流电流信号为例，利用相电流分解器将电极自身电气

部分的检测出的电极交流电流信号（I2_1́ 、I2_2́ 、I2_3́ ）分解成各相供入电极的相检测电

流（I2_Á 、I2_B́ 、I2_Ć ），相检测电流（I2_Á 、I2_B́ 、I2_Ć ）与相电流（I2_A、I2_B、I2_C）相

位相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例如以：I2_Á =k21I2_A，I2_B́ =k21I2_B，I2_Ć =k21I2_C等

等这样的线性函数来转换，如图2所示，所述相电流分解器的输出端分别与三块单相的全参

数多功能仪表相连接，三块单相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分别接收对应相的电极输入电气参数

的相检测电压/流信号，直接测量出各相电压、电流的同时，通过运算电压与电流信号的夹

角测量出各相的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通过傅立叶级数分解测量出电压、电流的

各次谐波含量，通过累积记录下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检测的所有数据

通过通讯接口送至控制处理器中。

[0022] 如图3所示，控制处理器通过设备网（如MODBUS、PROFIBUS等）接收三个测点（供入

炉变、供入电极和电极自身）的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检测的电气参数，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快

速运算出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如电极阻抗（操作电阻）、电极电抗、电极流压比、各相短网

及电气设备的损耗、入炉效率，前述这些矿热炉特有电气参数利用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检测

的电气参数结合本领域的公知技术即可算出。汇总矿热炉全电气参数，控制处理器将全电

气参数送人机界面显示外，还可通过通讯网络或模拟量信号将数据送到所需控制处理器和

远程计算机，如炉控系统（电炉自动控制系统），控制处理器可以是自己开发的单片机处理

器，也可是西门子、欧姆龙等厂家的PLC控制器，或是ABB、浙江中控的DCS控制器。

[0023] 所述100V电压信号和5A/1A电流信号分别与转换前的三相供电电压和三相供电电

流的相角相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例如以：U1_Á =k12U1_A，U1_B́ =k12U1_B，U1_Ć =

k12U1_C，I1_Á =k11I1_A，I1_B́ =k11I1_B，I1_Ć =k11I1_C等等这样的线性函数来转换，形

成相角相同、数值线性成固定比例的转换关系。

[0024] 所述电极交流电压/流信号与转换前的电极电流相位相同、数值成固定比例，最终

以：I2_1́ =k21I2_1，I2_2́ =k21I2_2，I2_3́ =k21I2_3等等这样的线性函数来呈现，电极电压

均在690V以下，可直接接入仪表。

[0025] 所述相检测电压/电流与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和相电流相位相同、数值线性成固

定比例。

[0026] 所述炉变二次侧的相电压为两根电极间的电压，均在690V以下，可直接接入仪表，

所述炉变二次侧的相电流由炉变供出的二次电流和补偿电流矢量叠加而成。

[0027] 所述控制处理器的输出端上连接有人机界面，用于显示各节点全部电气参数和矿

热炉特有电气参数。

[0028] 所述控制处理器通过网络接口及以太网连接炉控系统和远程计算机，用于进行存

储、显示、远程调用、数据分析和图形化处理。

[0029] 安装时：对于一次检测元件的安装，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中，一次检

测元件主要是供入炉变的电压互感器（PT）、电流互感器（CT）、以及检测电极的罗氏线圈；供

入炉变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在电炉安装时就已安装，可以直接使用，不需重复安装；

电极电流测量用的罗氏线圈长度从0.2m～10m系列规格，为具有一定挠度的开口软线圈结

构，在线圈闭合状态下对包围内导体电流磁场变化量进行检测，输出电流信号通过积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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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得到被测导体的实时电流信号，在用于矿热炉电极电流检测时，罗氏线圈及引出线本

身采用耐高温材料制作，自身耐高温、可在160℃环境下工作，再用防火型管状绝缘材（玻纤

管、石绵胶管等）包裹，可以耐受矿热炉电极周边高温辐射、明火和炉料喷溅灼烧，将罗氏线

圈及引出线安装在管内，且在管内通冷却空气，使罗氏线圈及引出线、管状绝缘材长期保持

在低温下，安装时固定管状绝缘材、不需对罗氏线圈固定，并尽可能紧贴汇流铜管安装、尽

可能远离电炉。

[0030] 对于后序（二次）处理元件的安装，矿热炉实时电气参数全面检测系统中，后序处

理元件主要是积分处理器、相电流分解器、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控制处理器和人机界面；这

些元件用一个小金属箱（即配电箱）统一集成安装，并按图2和图3的原理图接线和预留外送

数据通讯接口，并将一次检测元件（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罗氏线圈、电极电压）引出线

引接到箱内；配电箱安装在现场无热辐射、通风、无强磁场的位置；向控制处理器加载固化

矿热炉全电气参数运算程序（软件）；向人机界面加载显示程序、显示全部电气参数，人机界

面可装在箱体上也可安装在易观察的地方。

[0031] 实施例2：

集成元件的实施

集成元件的实施与分立元件的实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将是积分处理器、相电

流分解器、全参数多功能仪表集成为一体，缩小安装空间；控制处理器也安装在箱体内，人

机界面等独立安装、即可装在箱体上也可安装在易观察的地方。

[0032] 实施例3：

高度集成元件的实施

高度集成元件的实施与分立元件的实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将是积分处理器、

相电流分解器、全参数多功能仪表、控制处理器集成为一体，比实施例2的集成度更高，安装

空间更小；人机界面等独立安装、即可装在箱体上也可安装在易观察的地方。

[0033] 实施例4：

仅核心电气参数检测的实施

在本发明中，仅核心电气参数检测的实施与分立元件的实施（实施例1）基本相同，

具体构成如图4所示。

[0034] 不同之处在于舍去检测炉变一次（高压）侧参数，炉变二次（低压）侧参数两部分的

检测，后序延伸运算及深度校验中各部分导体感抗、电阻等固有参数、以及电阻热损耗、电

极电效率等参数。

[0035] 相同之处是仅检测最重要的电极参数，电极工艺参数相关性运算及显示等部分；

优化应用可检测出电极部份的三根电极的电流、电压、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电

度、谐波电气参数；同样具有延伸运算及深度校验，不仅能够提供矿热炉工艺调整所需的操

作电阻、电极感抗、电极流压比等最重要的动态参数，所有检测的电气参数还可以进行存

储、人机界面显示、远程调用和数据分析、图形化处理等。

[0036] 同集成元件的实施（实施例2）一样，将积分处理器、全参数多功能仪表集成为一

体，缩小安装空间，控制处理器也安装在箱体内，人机界面等独立安装、即可装在箱体上也

可安装在易观察的地方。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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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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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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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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