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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test power supply for aI transformer comprises a high voltage fre
quency conversion test power supply (1), a

1 middle boosting transformer (2), and a re
active compensation device. The high
voltage frequency conversion test power
supply (1) i s connected to the middle
boosting transformer (2), the middle boost
ing transformer (2) i s connected to a tested
transformer (3), and an input end of the
tested transformer (3) i s connected to the
reactive compensation device. The high

2 voltage frequency conversion test power
supply (1) i s of a multi-level structure with
power units connected in series. The power
unit i s an alternating current-direct current-
alternating current circuit comprising a
three-phase rectification circuit and a

3 single-phase inverter circuit. Three second
ary windings of a phase-shifting trans
former form a group. Each group supplies
power to three power units at the same
level. Multiple power units of each phase

ffl 丄/ Fig. 1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to form a star join
three-phase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y out
put. The high voltage frequency conversion

test power supply (1) i s directly used as the test power supply for a transformer, which can output voltages with various frequencies
required by a test. The test power supply can output a three-phase alternating current with a continuously adjustable voltage and a
：frequency adjustment range of 0 H z to 200 Hz, thereby providing a wide voltage and ：frequency adjustment range for the transformer
i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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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变)玉器试骀电源，包括高压变频试验电源 （1) 、屮间升 变t 器 （2 ) 和无功补偿装《。高)玉变频试验

屯源 （1) 连接中间 压变压器 （2) , 中间 变压器 （2) 与被试变压器 （3) 相连接，被试变压器 （3) 的输入

端连接无功补偿装置。 压变频试验电源 （1) 采用功率单兀串联多电平结构，功率单兀为包括三相¾流电路和单

相逆变电路的交流一直流一交流电路；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每组分别同一级的三个功率单元供电，

—相的多个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组成星型连接的三相卨压电源输出。将卨压变频试验电源 （1) 直接作为变压

器试验电源，可以输出试验所 的各种频率的电压。该试验电源能够输出电玉迕续可调、频率调节范 0 200ΗΖ

的 :相交流电，为变压器试验提供宽调压调频范围



新型变压器试验 电源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用于变压器试验 的新型变频试验 电源 。

龍 就

变压器作为 电力系统最重要 的电气主设备之一，其运行状态直接影 响着 电力系统的安全

稳 定运行 。因此 ，变压器在 出厂之前需进行变压器试验 。进行变压器试验 的 目的是取得其 性

能数据 ，用来判 定变压器合格 与否 。

根据 《GB1094.1-1996 》规定 ，变压器要做三种试验 ：例行试验 、型式试验和特殊试验 。

传统 的变压器试验 电源采用异歩 电动机协助 同歩机组起动 的方式 。异歩机将 同歩机 电动

机拖动至其额定转速 附近 ，异歩 电动机断 电，并将 同歩机 组切换至旁路 。同歩发 电机输 出侧

配置无功补偿装置 ，为变压器试验提供无功 电流补偿 。传统的变压器试验 电源 的缺 点是：占

地面积大 ，电源输 出频率可变范围小 ；可靠稳定性差；运行噪声大 ；操作复杂 ；需增加异歩

电动机协助起动 ，运行及维护 繁琐 ；可移动性差 。

发 明内容

为解 决现有技术 的不足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变压器试验 电源 ，将高压变频试

验 电源直接作为变压器试验 电源 ，输 出试验所 需各种频率 电压 ；该试验 电源能够输 出连续可

调 的电压 ，频率调节范 围为 0〜 200Hz 的三相 交流 电，为变压器试验提供 宽调压 调频范 围。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通过 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

一种新型变压器试验 电源 ，包括高压变频试验 电源 、中间升压变压器 、无功补偿装置 ，

高压变频试验 电源连接 中间升压变压器 ，中间升压变压器与被试变压器相连接 ；被试变压器

的输入端连接无功补偿装置 。

所述 的高压变频试验 电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 电平结构 ，功率单元基本 结构为交一 直一

交三相整流 、单相逆变 电路 ；移相变压器 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 ，每组分别 向同一级的三个

功率单元供 电，每一相 的多个 功率单元 串联在一起 ，组成星型连接 的三相高压 电源输 出 。

在进 行工频 耐压试验单相输 出时，所述 的高压变频试验 电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 多 电平 结

构 ，功率单元基本结构为交一直一交三相整流 、单相逆变 电路 ；移相变压器 的副边 绕组三个

为一组 ，每组分别 向同一级 的三个功率单元供 电，每一相 的多个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 ，按照

U 相末端连接 V 相首端 ，V 相末端连接 W 相末端 ，U 相首端与 W 相首端作为 出线端 ，将 功



率单元逐相连接起来，使得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试验所需的单相交流电。
所述功率单元输入侧设有焙断器，整流侧由二极管 D-a、D-b、D-c、D-d, D-e、D-f 组

成整流电路，电容组C 构成直流滤波环节，电容组C 并联有保护电阻R ; 逆变侧可控功率
开关器件VT-a、VT-b 、VT-c VT-d 实现3 电平电压输出。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变压器试验电源，采用移相变压器与高压变频试验电源串联的方式，具有较宽的
电压和频率调节范围，可满足变压器试验对电源输出电压的缓慢/急速升压，长时带负载运

行，高频运行等各种要求；省去传统的试验电源中的中频发电机组，电压与频率可分别进行

控制；具有可靠稳定性好，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维护方便，运行噪声小，可移动性强等
优势。

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试验所需无功功率完全由无功补偿装置提供，通过计算系统所需
要的无功功率选择无功补偿装置，以此降低变频试验电源的容量，降低其输出功率及输出电
流。对于两项耐压试验中，负载呈容性，为避免电流向变频试验电源流动，增加电抗器吸收
回馈的无功功率，同时可以通过电抗器减小系统对变频试验电源输入侧移相变压器的干扰，
保护电网质量。

國 綱
图1是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的结构图；
图2 是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拓扑结构图；
图3 是功率单元的基本结构图；
图4 是单相试验变频试验电源接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见图1，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包括高压变频试验电源 1、中间升压变压器2、无功补偿

装置，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连接中间升压变压器2，中间升压变压器2 与被试变压器3相连接;

被试变压器3 的输入端连接无功补偿装置。
见图2，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结构，功率单元基本结构为交一直

一 交三相整流、单相逆变电路；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每组分别向同一级的三
个功率单元供电，每一相的多个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组成星型连接的三相高压电源输出。

见图3，功率单元输入侧焙断器F l 、F2 实现保护功能。整流侧由二极管D-a、D-b、D-c、



D-d D-e、D-f 组成整流电路，电容组C 构成直流滤波环节，电阻R 实现直流侧均压并在变
频电源停机后为电容组C 提供放电通道，起保护作用。逆变侧可控功率开关器件VT-a、VT-b 、

VT-c 、VT-d 实现3 电平电压输出。
本发明变压器试验电源的结构及原理叙述如下：
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采用直接高压输入，直接高压输出的高-高方式，或较高-低-高变频方

式，简化了系统结构。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技术，每个功率单元在结构和电气性能上完
全一致，可以通用互换，增强了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可靠性与维护性。

功率单元是组成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最小单位，其基本拓扑为交一直一交三相整流/单
相逆变电路。整流电路将移相变压器副边绕组提供的三相交流电源整流为脉动的直流电源，
经过大容量的电容滤波后，可以得到稳定的直流电源。通过对由IGBT 组成的逆变桥进行正
弦调制的PWM 控制，得到等效正弦的单相交流输出。

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输出电压的大小由功率单元串联个数决定。通过功率单元串联，多
个功率单元的输出电压进行叠加，得到阶梯正弦的PWM 波形。采用叠波技术，最大限度的

消除了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电压中的谐波含量，电压波形接近于标准的正弦波，大大改善
了变频试验电源的输出性能。

本装置采用移相变压器与功率单元多电平串联叠加技术，可以消除电网中因功率单元内
电力电子器件工作而产生的谐波电流，并且能保持接近 1的输入功率因数，极大的改善了网
侧电源的质量。

试验电源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以及试验的要求，可提供多种串联级数，但不论串联级数
多少，其基本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
变频试验电源工作过程

移相变压器的原边通过高压隔离开关连接到母线电网，母线电压经多组副边绕组降压移
相后，输入到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输出经中间升压变压器接入被试变压
器。

在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运行前，通过充电电阻向功率柜内功率单元充电，以减小充电电流，
保护功率单元内的整流模块及电力电容在充电过程中的安全。在充电过程结束后，通过高压

真空接触器手动或自动地将充电电阻旁路掉，使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进入工作状态。
在变压器试验中，高压变频试验电源提供试验所需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由无功补偿装

置提供。



1 . 空载试验 （缓慢升压）
通过设置试验电源升压时间，使得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频率缓慢上升至 50Hz ，通过高压

变频试验电源的控制面板根据试验要求，通过控制面板，保持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对输出电

压进行升压降压控制。变频试验电源可以按照试验要求输出三相不对称度小于 5%的交流电。
2 . 负载试验 （迅速升压）

通过设置高压变频试验电源升压时间，使得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频率迅速上升至 50Hz ，

根据试验要求，通过控制面板，保持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对输出电压进行升压降压控制。
3 . 温升试验 （长时带负载）

温升试验中高压变频试验电源的控制方式与负载试验相同，区别在于，温升试验中高压

变频试验电源长期带负载运行。
4 . 感应耐压试验 （高频运行）

先通过频率给定，设定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 150Hz 交流电，电压经中间变压器输入到

被试变压器。再通过控制面板对电压进行外部给定，使得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试验要求的

电压。感应耐压试验中，负载呈容性，无功功率流向变频试验电源，因此在变频试验电源输

出侧增加电抗器，吸收回馈的无功功率。
5 . 工频耐压试验 （单相）

如图 1、图 2、图 3、图 4 所示，试验电源中性点打开，通过切换柜，在进行工频耐压试
验单相输出时，所述的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结构，功率单元基本结构
为交一直一交三相整流、单相逆变电路；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每组分别向同
一级的三个功率单元供电，每一相的多个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按照 U 相末端连接 V 相首
端，V 相末端连接 W 相末端，U 相首端与W 相首端作为出线端，将功率单元逐相连接起来，
使得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试验所需的单相交流电。通过对升压时间的设定，使得高压变频
试验电源输出电压快速上升。然后再根据试验要求，通过控制面板，保持频率 50Hz 不变的
情况下，对输出电压进行升压降压控制。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其特征在于，包括高压变频试验电源、中间升压变压器、

无功补偿装置，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连接中间升压变压器，中间升压变压器与被试变压器相连

接；被试变压器的输入端连接无功补偿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压变频试验电

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结构，功率单元基本结构为交一直一交三相整流、单相逆变电路；

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每组分别向同一级的三个功率单元供电，每一相的多个

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组成星型连接的三相高压电源输出。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其特征在于，在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单

相输出时，所述的高压变频试验电源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多电平结构，功率单元基本结构为交

一直一交三相整流、单相逆变电路；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三个为一组，每组分别向同一级

的三个功率单元供电，每一相的多个功率单元串联在一起，按照 U 相末端连接 V 相首端，V

相末端连接 W 相末端，U 相首端与 W 相首端作为出线端，将功率单元逐相连接起来，使得

高压变频试验电源输出试验所需的单相交流电。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新型变压器试验电源，其特征在于，功率单元输入侧设

有焙断器，整流侧由二极管 D-a、D-b 、D-c 、D-d, D-e 、D-f 组成整流电路，电容组 C 构成

直流滤波环节，电容组 C 并联有保护电阻 R ; 逆变侧可控功率开关器件 VT-a 、VT-b 、VT-c 、

VT-d 实现 3 电平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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