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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

触电流检测方法。将设计的磁场传感器(可用直

流磁场测量的磁场传感器)阵列放置在地面上测

量直流架空线的空间磁场，并且通过已知部分的

架空线几何尺寸的基础上，通过设计的电流算法

能够准确的估计架空线上的直流电流大小。本发

明可以方便地放置在直流输电线路的现场环境

中，大大提高了直流电流测量的方便性和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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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在架空线下方设置一垂直传感器阵列，该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层数至少为三层，

每层放置一个能够测量架空线下方直流磁场的三轴磁场传感器；

步骤S2、对垂直传感器阵列进行校正，校正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三轴磁场传感器本

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第二步是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向

校正；步骤S2中，对三轴磁场传感器本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的方式为：将三轴磁场传

感器置于采用具有高磁导率的铁磁材料制成屏蔽机构中进行校正，校正完成后将三轴磁场

传感器取出；

步骤S3、完成垂直传感器阵列的校正后，利用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进行数

学求解，在数学求解过程中需要根据限制条件来进行迭代求解，从而获得最优解，限制条件

为：(1)计算后得到的各个三轴磁场传感器获得的地磁大小与方向相等；(2)反推得到的架

空线两条导线的电流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最后，通过在限制条件下多次迭代获得最优

解，并估计电流的大小；

步骤S3中，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的过程如下：

对于直流输电架空线采用正负两条导线进行输电，第1条导线上的电流I1产生的磁场

可以被分解为在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ys1,zs1)处的矢量投影，表示为

其中，

式中：μ0为空间磁导率；Bxs1，Bys1，Bzs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三轴的磁场大小，L1s1为第1

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的距离，θ1s1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一三轴

磁场传感器中心连接线与第1条导线位置水平面的夹角，α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的xs1轴

与X轴的夹角；

利用叠加定理，将上述公式推广到两条导线对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ys1,zs1)的矢

量投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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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以将i个传感器和n条导线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为相应的系数矩阵，系数矩阵

能够被表示为：

式中：n取1、2，A、B、C分别为第一至第三三轴磁场传感器与两条导线的几何关系矩阵；

几何关系矩阵与常数(μ0/4π)的乘积能够被推广为一个可逆矩阵P，因此上述可简化为：

Bi＝PIn

In＝P-1Bi。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1中，垂直传感器阵列设置于架空线的任一导线正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对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正是基于局布空间地磁

会分布均匀的特性，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将感测到相同的地磁，因此根据各层三轴磁场传

感器各轴的地磁分量来实现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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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适用于直流架空线电

流测量问题，属于电力系统测量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材料科学、电力电子技术和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流输电技术得到

了显着的提高[1-3]。直流输电系统具有稳定性好、能量损耗低、对电网干扰小、输电线路投

资和维护费用低等优点，在世界输电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003] 电流是监测电网的重要电参数，特别是多端直流输电系统[4]。关于现有的直流电

流测量技术，包括光学电流互感器[5-7]和零磁通直流电流互感器[8-10]，它们大多安装在

变电站和换流站，由于其成本高，体积大。最近，[11][13]中的一些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大

量低成本电流传感器的智能监测系统。在[14]，[15]，大量的低精度电流微传感器被用来检

测当前的条件。即使每个低精度电流传感器不能获得所有当前信息，仍然可以实现精确的

电流状态检测，因为电流测量的高冗余度。因此，直流电流测量的安装位置有限，导致获取

的电量信息较少，从而降低了现有直流电网的状态估计和检测精度[16]。因此，有必要研制

一种具有以下特点的新型直流电流测量技术：(1)安装简便安全，2)低成本，3)便携性和灵

活性。

[0004] 参考文献：

[0005] [1]ABB ,“ABB  Review  Special  Report  60years  of  HVDC ,”ABB  Technology 

Ltd.,Zurich,Switzerland,Tech.Rep.,Jul.2014.

[0006] [2]S.Debnath,J .Qin,B.Bahrani,M.Saeedifard ,and  P.Barbosa ,“Operation,

control ,and  applications  ofthe  modular  multilevel  converter:areview ,”IEEE 

Trans.PowerElectron.,vol.30,no.1,pp.37–53,Mar.2015.

[0007] [3]Q.Ma,K.Huang,Z.Yu,andZ.Wang,“AMEMS-based  electric  field  sensor  for 

measurement  of  high-voltage  DC  synthetic  fields  in  air ,”IEEE  Sensors  J .,

vol.17,no.23,pp.7866–7876,Dec.2017.

[0008] [4]D.Tzelepis ,G.Fusiek,A. P.Niewczas ,C.Booth,and  X.Dong ,“Novel 

fault  location  in  MTDC  grids  with  non-homogeneous  transmission  lines 

utilizing  distributed  current  sensing  technology ,”IEEE  Trans .Smart  Grid ,

tobepublished.

[0009] [5]X .Han ,Y .Xu ,C.Fu ,andH .Rao ,“Research  about  measurementperformance 

ofoptic-electric  DC  current  transformer  in  500kV  HVDC  power  system ,”in 

Proc .2009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Engineering  Conference ,Wuhan ,China ,

Mar.2009.

[0010] [6]M .Takahashi ,K .Sasaki ,Y .Hirata；T .Murao；H .Takeda；Y .Nakamura；

T.Ohtsuka；T.Sakai；N.Nosaka ,“Field  test  ofDC  optical  current  transform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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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DC  link ,”in  Proc .2010IEEE  Power  andEnergy  Society  GeneralMeeting ,

Providence,USA,Jul.2010.

[0011] [7]F.V.B.d.Nazaréand  M.M.Werneck,“Compact  optomagnetic  Bragg-grating-

based  current  sensor  for  transmission  lines ,”IEEE  Sensors  J .,vol .15 ,no .1 ,

pp.100–109,Jan.2015.

[0012] [8] N .Wa ng ,Z .Zha ng ,Z .Li ,Q .He ,F .Lin ,a nd  Y .L u ,“Des ig n  a nd 

characterization  ofa  low-cost  self-oscillating  fluxgate  transducer  for 

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high-current,”IEEE  Sensors  J.,vol.16,no.9,pp.2971–

2981,May  2016.

[0013] [9]S .Ziegler ,R .C .Woodward ,H .H .C .Iu ,and  L .J .Borle ,“Current  sensing 

techniques:A  review,”IEEE  Sensors  J.,vol.9,no.4,pp.354–376,Apr.2009.

[0014] [10]X.Yang,B.Zhang,Y.Wang,Z.Zhao,and  W.Yan,“The  optimization  of  dual-

core  closed-loop  fluxgate  technology  in  precision  current  sensor ,”

J.Appl.Phys.,vol.111,no.7,p.07E722,2012.

[0015] [11]C.Y.Chong  and  S.P.Kumar,“Sensor  networks:Evolution,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Proceedings  ofthe  IEEE,vol.91,no.8,pp.1247–1256,Aug.2003.

[0016] [12]V.C.Gungor,B.Lu,and  G.P.Hancke,“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smart  grid ,”IEEE  Trans .Ind .Electron .,vol .57 ,

no.10,pp.3557–3564,Feb.2010.

[0017] [13]K .L .Chen ,Y .R .Chen ,Y .P .Tsai ,and  N .Chen ,“A  novel  wireless 

multifunctional  electronic  current  transformer  based  on  ZigBee-based 

communication,”IEEE  Trans.Smart  Grid,vol.8,no.4,pp.1888–1897,Jul.2017.

[0018] [14]Y.Yang,D.Divan,R.Harley,and  T.Habetler,“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line  sensornet  for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s ,”in  Proc.2009  IEEE 

Power  Energy  Society  General  Meeting,Calgary,Canada,Jul.2009.

[0019] [15]K .Wang ,X .Qiu ,S .Guo ,and  F .Qi ,“Fault  tolerance  oriented  sensors 

relay  monitoring  mechanism  for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  in  smart  grid,”IEEE 

Sensors  J.,vol.15,no.3,pp.1982–1991,Mar.2015.

[0020] [16]A .Ukil ,“Towards  networked  smart  digital  sensors:a  review ,”in 

Proc .3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Orlando ,USA ,

Nov.2008.

发明内容

[002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可以方便

地放置在直流输电线路的现场环境中，大大提高了直流电流测量的方便性和安全性。

[002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

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步骤S1、在架空线下方设置一垂直传感器阵列，该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层数至少为

三层，每层放置一个能够测量架空线下方直流磁场的三轴磁场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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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步骤S2、对垂直传感器阵列进行校正，校正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三轴磁场传感

器本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第二步是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

方向校正；

[0025] 步骤S3、完成垂直传感器阵列的校正后，利用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进

行数学求解，在数学求解过程中需要根据限制条件来进行迭代求解，从而获得最优解，限制

条件为：(1)计算后得到的各个三轴磁场传感器获得的地磁大小与方向相等；(2)反推得到

的架空线两条导线的电流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最后，通过在限制条件下多次迭代获得最

优解，并估计电流的大小。

[002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步骤S3中，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的过程如下：

[0027] 对于直流输电架空线采用正负两条导线进行输电，第1条导线上的电流I1产生的

磁场 可以被分解为在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ys1,zs1)处的矢量投影，表示为

[0028]

[0029] 其中，

[0030]

[0031]

[0032]

[0033] 式中：μ0为空间磁导率；Bxs1，Bys1，Bzs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三轴的磁场大小，L1s1

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的距离，θ1s1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

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连接线与第1条导线位置水平面的夹角，α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

的xs1轴与X轴的夹角；

[0034] 利用叠加定理，将上述公式推广到两条导线对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 ,ys1 ,

zs1)的矢量投影，有：

[0035]

[0036]

[0037]

[0038] 同理，可以将i个传感器和n条导线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为相应的系数矩阵，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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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能够被表示为：

[0039]

[0040]

[0041]

[0042] 式中：n取1、2，A、B、C分别为第一至第三三轴磁场传感器与两条导线的几何关系矩

阵；几何关系矩阵与常数(μ0/4π)的乘积能够被推广为一个可逆矩阵P，因此上述可简化为：

[0043] Bi＝PIn

[0044] In＝P-1Bi。

[0045]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步骤S1中，垂直传感器阵列设置于架空线的任一导线正下

方。

[004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步骤S2中，对三轴磁场传感器本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

正的方式为：将三轴磁场传感器置于采用具有高磁导率的铁磁材料制成屏蔽机构中进行校

正，校正完成后将三轴磁场传感器取出。

[0047]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步骤S2中，对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

轴方向校正是基于局布空间地磁会分布均匀的特性，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将感测到相同的

地磁，因此根据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各轴的地磁分量来实现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

向校正。

[0048]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可以方便地放置在直流输电

线路的现场环境中，大大提高了直流电流测量的方便性和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49] 图1为直流架空线示意图。

[0050] 图2为硬件设计图。

[0051] 图3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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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说明。

[0053]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直流输电线路的非接触电流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4] 步骤S1、在架空线下方设置一垂直传感器阵列，该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层数至少为

三层，每层放置一个能够测量架空线下方直流磁场的三轴磁场传感器；

[0055] 步骤S2、对垂直传感器阵列进行校正，校正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三轴磁场传感

器本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第二步是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

方向校正；

[0056] 步骤S3、完成垂直传感器阵列的校正后，利用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进

行数学求解，在数学求解过程中需要根据限制条件来进行迭代求解，从而获得最优解，限制

条件为：(1)计算后得到的各个三轴磁场传感器获得的地磁大小与方向相等；(2)反推得到

的架空线两条导线的电流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最后，通过在限制条件下多次迭代获得最

优解，并估计电流的大小。

[0057] 步骤S3中，基于Biot-Savart法则推导的公式的过程如下：

[0058] 对于直流输电架空线采用正负两条导线进行输电，第1条导线上的电流I1产生的

磁场 可以被分解为在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ys1,zs1)处的矢量投影，表示为

[0059]

[0060] 其中，

[0061]

[0062]

[0063]

[0064] 式中：μ0为空间磁导率；Bxs1，Bys1，Bzs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三轴的磁场大小，L1s1

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的距离，θ1s1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

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连接线与第1条导线位置水平面的夹角，α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

的xs1轴与X轴的夹角；

[0065] 利用叠加定理，将上述公式推广到两条导线对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 ,ys1 ,

zs1)的矢量投影，有：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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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0069] 同理，可以将i个传感器和n条导线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为相应的系数矩阵，系数

矩阵能够被表示为：

[0070]

[0071]

[0072]

[0073] 式中：n取1、2，A、B、C分别为第一至第三三轴磁场传感器与两条导线的几何关系矩

阵；几何关系矩阵与常数(μ0/4π)的乘积能够被推广为一个可逆矩阵P，因此上述可简化为：

[0074] Bi＝PIn

[0075] In＝P-1Bi。

[0076] 步骤S1中，垂直传感器阵列设置于架空线的任一导线正下方。

[0077] 步骤S2中，对三轴磁场传感器本身芯片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的方式为：将三轴磁

场传感器置于采用具有高磁导率的铁磁材料制成屏蔽机构中进行校正，校正完成后将三轴

磁场传感器取出。步骤S2中，对垂直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正是

基于局布空间地磁会分布均匀的特性，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将感测到相同的地磁，因此根

据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各轴的地磁分量来实现各层三轴磁场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正。。

[0078] 以下为本发明的具体实现过程。

[0079] 本发明设计一垂直传感器阵列，此阵列的层数需至少三层，而每层放置一个可以

测量直流磁场的三轴磁场传感器。此垂直传感器阵列用来测量架空线下方地平面位置的空

间磁场，用以反推电流的大小。如图1所示(以三层传感器阵列来示意)，传感器阵列被置于

水平地面上，水平摆放方向和位置可任意，但摆放位置最好设定于任一导线下，方便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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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外，针对于磁场传感器的电路设计中，可以采用一定的增益电路提高灵敏度，采用一

个滤波电路来降低噪声值，和采用电压基准来抑制电源噪声波动。

[0080] 根据图1所示，每个长直导线对于传感器阵列中每个传感器的数学模型，可以先从

单一导线对单独一个传感器开始分析。导线上流过的电流造成的空间磁场的分布可以利用

Biot-Savart法则来解释。空间的磁场分布的矢量可以在被分解为三个分量(X,Y,Z)的投

影。由于架空线有n条导线，因此，导线1上的电流I产生的磁场 可以在被分解为在传感器

s1(xs1,ys1,zs1)处的矢量投影，可表示为：

[0081]

[0082] 其中，

[0083]

[0084]

[0085]

[0086] 式中：μ0为空间磁导率；Bxs1，Bys1，Bzs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三轴的磁场大小，L1s1

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的距离，θ1s1为第1条导线的中心点与第

一三轴磁场传感器中心连接线与第1条导线位置水平面的夹角，α1为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

的xs1轴与X轴的夹角；

[0087] 由于Biot-Savart法则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利用叠加定理，将上述公式推广到两条

导线对第一三轴磁场传感器s1(xs1,ys1,zs1)的矢量投影，有：

[0088]

[0089]

[0090]

[0091] 同理，可以将i个传感器和n条导线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为相应的系数矩阵，系数

矩阵能够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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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0094]

[0095] 式中：n取1、2，A、B、C分别为第一至第三三轴磁场传感器与两条导线的几何关系矩

阵；几何关系矩阵与常数(μ0/4π)的乘积能够被推广为一个可逆矩阵P，因此上述可简化为：

[0096] Bi＝PIn

[0097] In＝P-1Bi。

[0098] 因此，根据上述的算法，可以通过数学求解的方式来获取待测电流。

[0099] 实际的硬件搭建流程图如图2所示，将所有的磁场传感器获取的磁场量通过一定

的信号处理后接入数据采集卡上，数据采集卡与上位机相连。在上位机中通过设计的算法

来反推实时电流。或者，信号处理后，可以经由无线通信的方式把数据送回上位机，再进行

算法来反推实时电流。

[0100] 然后此检测方法流程如图3所示，步骤细化如下：

[0101] 1)首先对传感器阵列进行校正，校正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骤是传感器本身芯片

内部偏置电压的校正。本专利采用具有高磁导率的铁磁材料制作成一个遮蔽机构，然后传

感器放置在此遮蔽机构内。在屏蔽外界磁场下，从而获取准确的传感器内部偏置电压，并在

计算过程中对偏置电压进行扣除。

[0102] 2)第二步骤是传感器阵列的各层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正。各层传感器通常存在三

轴方向的角度偏差。本发明基于局布空间地磁会分布均匀的特性，各层磁场传感器将感测

到相同的地磁。因此可以根据各层传感器各轴的地磁分量来实现各层传感器的三轴方向校

正，这是本发明的创新点。

[0103] 3)在完成校正步骤后，需要根据上文所推导的公式进行求解。在这个过程中，首先

需要输入架空线几何初始值。由于架空线的下垂高度远小于杆塔的高度，其下垂高度可忽

略不计，因此可根据杆塔的规格书来设定相应的几何初始值。

[0104] 4)在数学求解过程中需要根据限制条件来进行迭代求解，从而获得最优解。限制

条件被设计为：(1)计算后得到的各个磁场传感器获得的地磁大小与方向相等；(2)反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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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架空线两条导线的电流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最后，通过在限制条件下多次迭代可以

获得几何值最优解，并通过最佳的几何尺寸来估计电流的大小，这是本发明的创新点。

[0105] 以上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技术方案所作的改变，所产生的功能作

用未超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时，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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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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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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