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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及一种变压器

(57)摘要

一种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及一种变压器，

导线包括第一绝缘层，其内设置有两根导体线

芯，其中每根导体线芯都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

层和金属屏蔽层。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

的线圈由该导线以双线并绕方式缠绕制成。由于

变压器的电源对称性好，且其原边绕组和副边绕

组的直流电阻对称和交流阻抗对称，又因为原边

绕组和副边绕组的参数一直，有利于对共模干扰

的抑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磁饱和的作

用，因此对变压器的电磁兼容性也是有益的。使

得变压器容易实现高频大功率化、显著改善并防

止高频高压局部放电现象、接近100％的原副边

耦合，使得变压器实现超低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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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绝缘层，其内设置有两根导体线

芯，其中每根导体线芯都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和金属屏蔽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线，其特征在于，两根所述导体线芯的所述金属屏蔽层电连

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导线，其特征在于，两根所述导体线芯的所述金属屏蔽层互相接

触地被设置于所述第一绝缘层内。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导线，其特征在于，两根所述导体线芯的所述金属屏蔽层金属薄

膜或金属丝编织网。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导线，其特征在于，两根所述导体线芯的所述金属屏蔽层共用有

一段。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导线，所述金属屏蔽层用于接地。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体线芯是单芯；或，所述导体线芯是多

芯绞合线芯。

8.一种变压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

其中所述导线中的一根导体线芯用作所述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另一根导体线芯用作所述变

压器的副边绕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线以双线并绕方式缠绕原边绕组和

副边绕组。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变压器，其特征在于，两根所述导体线芯的金属屏蔽层用于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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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及一种变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压器领域，具体涉及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及一种变压器。

背景技术

[0002] 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作高频变压开关电源变

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随着电池技术

和大功率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如针对大型充电站和高铁的牵引变电装置、直流电力传输

和光伏并网发电等大功率直流变压隔离电力传输设备，为了提高电能的转换效率、减小体

积和降低成本，需开发一种即能隔离数万伏电压，又可防止高频高压引起的局部放电的高

频大功率变压器。尤其用于高频变压开关的电源变压器，因高频开关器件工作时，存在极高

的dV/dt电压变化率，为了防止大功率高频变压器的耐高压条件小的局部放电。传统的办法

是，尽量将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分离绕制并且采用耐高压绝缘的环氧树脂、硅胶

和聚氨酯等材料进行真空浇注灌封，使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具有超过数十毫米距离的

无间隙绝缘灌封。采用这种工艺的高频变压器，首先，就是因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距离

大，所以变压器体积庞大；其次，因为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分别绕制，所以变压器绕组存在

相当严重的高频临近效应，使得变压器线圈绕组的高频损耗变大和效率降低；再次，由于变

压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分开绕制，使缠绕的均衡度不能保证，因此变压器漏感偏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高频变压器因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分别绕制，进而

使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距离过大引起的高频变压器体积庞大、严重的临近效应和漏感

偏大的技术问题。

[0004] 根据第一方面，一种实施例中提供一种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包括第一绝缘层，

其内设置有两根导体线芯，其中每根导体线芯都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和金属屏蔽层。

[0005] 根据第二方面，一种实施例中提供一种变压器，包括第一方面所述的导线，其中所

述导线中的一根导体线芯用作所述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另一根导体线芯用作所述变压器的

副边绕组。

[0006] 依据上述实施例的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及一种变压器，导线的每根导体线芯都

依次被包裹有绝缘层和金属屏蔽层，且一根导体线芯作为原边绕组线圈的导线，另一根导

体线芯作为副边绕组线圈的导线。由于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采用双线并绕法绕制，使得变

压器的两个绕组直流电阻对称，进而使电源对称性好。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逐层间绕法缠绕线圈的变压器局部切面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为双线并绕法缠绕线圈的变压器切面结构示意图；

[0009] 图3为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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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4为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截面示意图；

[0011] 图5为另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6为另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7为另一种实施例中变压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8为另一种实施例中变压器的局部切面示意图；

[0015] 图9为另一种实施例中变压器的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不同实施方式

中类似元件采用了相关联的类似的元件标号。在以下的实施方式中，很多细节描述是为了

使得本申请能被更好的理解。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毫不费力的认识到，其中部分特征

在不同情况下是可以省略的，或者可以由其他元件、材料、方法所替代。在某些情况下，本申

请相关的一些操作并没有在说明书中显示或者描述，这是为了避免本申请的核心部分被过

多的描述所淹没，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详细描述这些相关操作并不是必要的，他们

根据说明书中的描述以及本领域的一般技术知识即可完整了解相关操作。

[0017] 另外，说明书中所描述的特点、操作或者特征可以以任意适当的方式结合形成各

种实施方式。同时，方法描述中的各步骤或者动作也可以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所能显而易

见的方式进行顺序调换或调整。因此，说明书和附图中的各种顺序只是为了清楚描述某一

个实施例，并不意味着是必须的顺序，除非另有说明其中某个顺序是必须遵循的。

[0018] 本文中为部件所编序号本身，例如“第一”、“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所描述的对象，

不具有任何顺序或技术含义。而本申请所说“连接”、“联接”，如无特别说明，均包括直接和

间接连接(联接)。

[0019] 高频变压器设计时，变压器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必须减至最小，尤其开关电源中高

频变压器传输的是高频脉冲方波信号。在传输的瞬变过程中，漏感和分布电容会引起浪涌

电流和尖峰电压，以及顶部振荡，造成损耗增加。所以要想办法使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

圈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变压器漏感。因为漏感过大，将会造成较大的尖峰脉

冲，从而击穿开关管。因此，在绕制高频变压器线圈时，应尽量使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

圈之间的距离近些。一般采用双线并绕法、逐层间绕法和夹层式绕法等方法缠绕原边绕组

和副边绕组的线圈。

[0020] 如图1所示，为逐层间绕法缠绕线圈的变压器局部切面结构示意图，包括磁芯4、原

边绕组2、副边绕组1和绝缘材料3。逐层间绕法是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分层缠绕磁芯4，还

可以1、3、5奇数层绕原边绕组，2、4、6偶数层绕副边绕组。夹层式绕法是把副边绕缠绕在原

边绕组的中间，原边绕组要分多次缠绕。

[0021] 如图2所示，为双线并绕法缠绕线圈的变压器切面结构示意图，包括磁芯4、原边绕

组2、副边绕组1和绝缘材料3。将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的导线合起来并绕磁芯4。其中，双

线并绕法的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的线圈距离最小，可使漏感减小到最小值，但是在现有

技术中这种绕法两线间的耐压值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在变压器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的线

圈之间存在不同介电常数和不同绝缘强度的材料，比如绝缘材料、空气、杂物、灌封胶等。这

些物质的间距尺寸、导电性的不同，当变压器的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的线圈之间被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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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高压时，原边绕组2和副边绕组1的线圈之间虽然不一定出现高压击穿，但不同物质上

的被分配的电压偏差很大，部分绝缘物质上会出现持续的高压放电现象，导致相应绝缘材

料的材质劣化，严重时出现绝缘破坏。

[0022]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包括第一绝缘层，其内设置有两根导

体线芯，其中每根导体线芯都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和金属屏蔽层。该导线以双线并绕

方式缠绕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

[0023] 实施例一：

[0024] 如图3和图4所示，为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和导线截

面示意图，包括第一绝缘层10、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第一导体线芯41依次被

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1和金属屏蔽层21。第二导体线芯42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2和金属

屏蔽层22。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的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电连接。其

中，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的材料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第二绝缘层31和第二

绝缘层32厚度相同，材质相同。一实施例中，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是单芯或是

多芯绞合线芯。一实施例中，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是圆形导线、方形导线或扁

平导线中至少一种。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接触式的电连接，即金属屏

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在导线上的任一段都紧密接触，且电连接。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

21和金属屏蔽层22是金属薄膜或金属丝编织网。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

22是单根或多跟细导线螺旋缠绕形成的金属线圈。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

层22的材料是铜或铝。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互相接触地被设置于第

一绝缘层10内。进一步，本申请实施例中的导线缠绕的变压器，其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

层22用于接地。

[0025] 如图5所示，为另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包括第一绝

缘层10、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第一导体线芯41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1

和金属屏蔽层21。第二导体线芯42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2和金属屏蔽层22。金属屏蔽

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包括共用有一段金属屏蔽层为绝缘隔离层23。

[0026] 如图6所示，为另一种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的结构示意图，包括第一绝

缘层10、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第一导体线芯41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1

和金属屏蔽层21。第二导体线芯42依次被包裹有第二绝缘层32和金属屏蔽层22。金属屏蔽

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共用有一段金属屏蔽层为绝缘隔离层23。其中，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

二导体线芯42为方形导线。

[0027] 一实施例中，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是网格式结构，即金属屏蔽网，优选采

用占据表面空间少的网格结构。或，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是条状的金属箔。其中，

屏蔽网或条状金属箔的平面占有率不大于50％，优选不大于5％。具体可采用细金属丝稀疏

编织，其孔的直径优选大于1毫米。金属优选铜和铝。

[0028] 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中，用于变压器绕组的导线采用新型的绝缘结构，使得第一

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间完全被同种绝缘材料所覆盖，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

线芯42的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紧密接触电连接。相对于整个导体，第一导体线芯

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之间的绝缘材料被金属屏蔽层21和金属屏蔽层22接触位置平均分开，

即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42之间的绝缘结构形成的耐压层被均分为两层耐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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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圈导线通过相同绝缘材料的两个独立绝缘层隔离，由导电材

质的屏蔽层将绝缘层从中间分开且接地，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圈导线并行排列，且在

导线的外侧进行绝缘包裹。采用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导线绕制的变压器，原边绕组和副边

绕组的线圈之间除了两层相同材料相同厚度的绝缘材料之外，不再存在其他不同介质的绝

缘材料，即便变压器整体再采用各种灌封工艺进行绝缘处理，其所有的绝缘灌封材料都不

会填充进入变压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圈导线之间，其它绝缘灌封介质材料也就不会

承受任何电场电压，因此完全排除了传统变压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圈之间出现高压

局部放电的现象。故不会出现不同绝缘物质之间产生持续高压放电现象，进而防止绝缘材

料的材质劣化。

[0029] 实施例二：

[0030] 如图7和图8所示，为另一种实施例中变压器的结构示意图和局部切面示意图，包

括本申请公开的导线和磁芯50。磁芯50是E型磁芯。导线缠绕在磁芯50的中柱上。导线以双

线并绕方式缠绕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导线包括第一导体线芯41和第二导体线芯

42、金属屏蔽层。第一导体线芯41包括第一端411和第二端412，第一导体线芯42包括第三端

421和第四端422，金属屏蔽层包括接地端点211。第一端411和第二端412用于变压器的原边

绕组线圈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第三端421和第四端422用于变压器的副边绕组线圈的输出端

和输出端，接地端点211用于接地。

[0031] 如图9所示，为另一种实施例中变压器的电路示意图，包括第一端411、第二端412、

第三端421、第四端422和接地端点211。第一端411和第二端412用于变压器的原边绕组线圈

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第三端421和第四端422用于变压器的副边绕组线圈的输出端和输出

端，接地端点211用于接地。

[0032] 一实施例中，磁芯50是软磁铁氧体磁芯、非晶带材磁芯、纳米非晶带材磁芯或软磁

性磁芯中至少一种。一实施例中，磁芯50可以使其它型的磁芯，导线缠绕在各种闭合磁路的

磁芯上，以绕制成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一实施例中，本申请公开的变压器还可以

增加绝缘密封结构，绝缘密封结构用于绝缘密封所述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其绝缘密封结

构的材料可以采用环氧树脂、硅胶、聚氨酯等绝缘材料进行密闭灌封使用，也可以无需灌

封，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也可裸漏状态使用。

[0033] 一实施例中，本申请公开的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采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以1：1

的变比而成，即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线圈匝数比为1：1。为了实现不同的变比，本申请公

开的变压器可以采用多条本申请公开的导线进行不同匝数的绕制，再在引出线处进行原边

绕组和副边绕组的不同匝数的串并联组合，来形成变压器的不同变比的需要。

[0034] 本申请公开的导线以双线并绕方式缠绕变压器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采用该变

压器的电源对称性好，且其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直流电阻对称和交流阻抗对称，而且缠

绕方便。又因为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的参数一直，有利于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防止磁饱和的作用，因此对变压器的电磁兼容性也是有益的。使得变压器容易实

现高频大功率化、显著改善并防止高频高压局部放电现象、接近100％的原副边耦合，使得

变压器实现超低漏感。

[0035] 以上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进行阐述，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并不用以限

制本发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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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变形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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