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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电子式互感器技术日趋成

熟。由于动态范围广、频带宽、无磁饱和等优点，电子式互感器已经开始取代传统式互感器应
用于电力系统和其他工业领域。本文提出一种以高准确度的钳形空心线圈为电流传感器，以光
纤传输系统为信号传输和供电方式，并通过虚拟仪器实现软件的数字积分器和加四阶矩形卷积
窗运用 FFT 算法的全数字化高压电流互感器的在线校验。可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现有的高压
电流互感器进行监控，大大地提高了电力系统一次设备的可靠性。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
0.05 级以上的准确度 [1]，挂网运行试验证明该系统易于现场操作，可靠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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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developing of electronics technology an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electronic

current transformer is becoming mature. Because of its wide dynamic range and frequency band, and
non magnetic saturation, the electronic current transformer is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current
transformer in power system. As an application, an all-digital on-line calibration system for high
voltage current transformer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t is based on a kind of high accurate clampshape air core coil for sensor and uses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power supply. Finally it realizes the digital integrator and fourth-order convolution window algorithm
for error calculation method by the virtual instrument in personal computer. This system can monitor
high voltage current transformer on line, and improves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system great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can reach the 0.05 accuracy class, and the on site
operation results prove that it easy to operation and has high reliability.
Keywords：Clamp-shape air core coil, on-line calibration system, digital integrator,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system, all-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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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力系统中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多为
对应的校验系统的准确等级应高于

1

引言

0.2s 级，

0.05 级，高准

确度的标准互感器是校验系统的必要条件

[1] 。另

一方面，传统的高压电流互感器体积偏大，比较笨
重、绝缘结构复杂，二次接线复杂，需要在停电环

电流互感器作为电力系统基础设备，其准确度
和稳定性是电力系统计量、保护、监测的重要保证。

境下对其进行校验，其校验周期也比较长。在线校
验系统，可以在不影响一次设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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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监控高压电流互感器，是电网智能化的具体体

质中的磁阻远远小于空气中的磁阻，电流产生的磁

现。对于在线校验系统而言，高准确度的钳形传感

场绝大部分被局限于铁磁质中，测量误差小。钳形

器的实现是该系统的难点，其次高压绝缘措施，以

的传统 CT，如果接口不紧密，经多次开合后接口处

及数据处理的误差分析方法都是该系统特色之处。

产生的间隙由空气和铁锈组成，其磁阻远远大于铁

本文针对以上几点提出一种高压电流互感器的

心中的磁阻，对磁通分布影响较大。文献 [3]中提

在线校验系统，该系统采用基于 PCB 板的高准确

供了铁心开气隙电磁式电流互感器的模型，铁心中

度钳形空心线圈为标准电流传感器，光纤传输系统

的磁场强度由所用硅钢片材料的关系曲线 H iron=f (B)确

将高压侧信号数字化传输到低压侧，起到很好的高

定，气隙中的磁场强度由 H air=B/  0 所决定，其中

压绝缘的效果，最后在 PC 机中用虚拟仪器实现数

 0 为真空中的磁导率。则开气隙铁心的励磁特性可

字积分算法和加四重矩形卷积窗的 FFT 误差分析

表示为





H  ie / liron  F ( B)  f ( B)  BN p

算法。实现了全数字化的高压电流互感器在线校验，
准确度高，实时性好，大大提高了电力系统一次设

式中，N p 为铁心的去磁系数， N p =l air/( 0 l iron)；H 为

备的可靠性。

单位励磁电流 i e 对应于铁心磁路长度 l iron 的平均磁
场强度。连续铁心的磁化曲线 f (B)以及开气隙铁心

2

在线校验系统设计

的磁化曲线 F(B)如图 2 所示。

该校验系统主要分为标准通道、被测通道和校
验平台三部分。标准通道由标准传感器，高压侧数
据发送模块和低压侧数据接收模块组成。被测通道
包括被校互感器输出转换模块和低压侧接收模块。
标准传感器采用基于 PCB 板的钳形空心线圈，
高压侧数据转换模块在接受到本地接受模块的同步
信号后，将空心线圈输出的微分信号进行放大、
A/D 转换，再通过光纤发送模块将数据发送到本地
接受模块。待测电流互感器通过分流器，将输出

图2
Fig.2

0～5A 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到互感器输
出转换模块。本地模块接收到两路通道发送回来的
数据后以 RS-232 的通信接口标准发送给 PC 机中
虚拟仪器校验平台做数字积分、误差计算和人机对
话界面。

连续铁心和开气隙铁心的磁化曲线

The magnetization curves of ferromagnetic coil
with non-split core and split core

基于 PCB 板的空心线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
方案。空心线圈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电子式互感
器之一，其结构简单轻便，动态范围广，频带宽，
绝缘性能好。基于 PCB 板的空心线圈将测量导线均
匀地绕在截面均匀的非磁性材料的框架上，从根本
上解决了铁心的磁路饱和问题，被测电流不受限制，
响应速度快，不与被测电路直接接触，同时也能起
到很好的隔离作用 [4-5] 。
本系统的标准通道选用基于 PCB 的钳形空心
线圈作为传感头。由于其非铁磁的特性，做成钳形
结构，其气隙中的空气磁阻与其本身的磁阻没有区

图1
Fig.1

2.1

在线校验系统框图

The on-line calibration system block diagram

传感头设计
在线校验的关键技术在于便于现场安装的钳形

传感头结构，传统 CT 中是靠铁心聚磁，由于铁磁

别，因此可以达到高准确度的要求。本文就开口气
隙的大小产生的误差做出了推导和仿真。
右半圈和两条连接线圈 l 1 、l 2 简化图如图
3 所示。假设一次导线通过左半边的圆心，开口线
圈分为三部分计算。左半圈，右半圈和两根连接线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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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型 PCB 板空心线圈简化图



O 1 点—左半线圈的圆心
O 2 点—右半线圈的圆心



O 3 点—线匝 l 1 过孔截面与圆心连线延长线的交点
O 4 点—线匝 l 2 过孔截面与圆心连线延长线的交点

 —线匝过孔截面与圆心连线延长线的夹角
r 1i —线匝 l 1 第 i 等份区域中心与 O 1 的距离



（3）

r 2i —线匝 l 2 第 i 等份区域中心与 O 1 的距离

Fig.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clamp-shape PCB
Rogowski coil

对于两条连接线圈，由简化图中 三角形关系可
推知

L  ( R2  R1 ) 2  d 2

左半圈按理想线圈模型计算。 把单匝线圈区域
平行于磁场方向平均分割成 n 个等份（假设 n 足够

D 

大），则线圈区域 ，磁通量  等于这 n 个等份区域

R1d
R2  R1

磁通量分段累积之和。每一等份区域内的磁通量等

R3  R12  D 2

于该区域中心点的磁场强度 H 与该等份区域面积的
乘积。

  arcsin( R1 / R3 )

线圈外圈半径和内圈半径分别为 R 2 、R 1 。每
等份间距为 (R 2 R 1 )/n，则第一等份区域中心点到圆
心的距离为 r 1 =R 1 +(R 2 R 1 )/2n，最后一等份到圆心
的距离为 r n =R 2 (R 2 R 1 )/2n，则此线匝上的磁通量

以线匝 l 1 为例，其上第 i 等份区域中心点到点
O 3 的距离为 R 1i =R 3 +L/(2n)+L(n1)i/n，则载流导体
到线匝 l 1 的第 i 等份区域的距离
r1i  (d  D ) 2  R12i  2(d  D ) R1i cos 

可表示 为



n

I

 2ri 
i 1

R2  R1
h
n

离

式中
ri  R1 

r2i  D 2  R22i  2 D R2i cos 

R2  R1 ( R2  R1 )(i  1)

2n
n

将上式代入式（ 3），即可求得载流导体 I 在

由于对称性，此磁通量乘以 N（匝数）即可得
电流 I 在此环形线圈上产生的总磁通量，即

N 

n

I

 2ri 
i 1

R2  R1
h N
n

线匝 l 1 ，l 2 上产生的磁通  。
考虑到实际设计对象为外径  25mm 的双分裂
一次导线，间距为 200mm。本文空心 线圈内半径

（2）

对于右半圈， 第 t 匝上第 i 个等份区域中心点
到电流 I 的距离为 R tri 。得出推导式如下：

同理，载流导体到线匝 l 2 的第 i 等份区域的距

（1）

设计为 R 1=55mm，线圈外半径 为 R 2 =85mm，
PCB 板厚度 为 h=6mm（由两个 PCB 组成的对板）
线圈匝数 N=450 线匝，计算时每匝 分段等份
n=300。结果如图 4 所示，仅考虑开口气隙大小对
空心线圈的影响时，开口距离在 0.1mm 以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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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传感头准确度在 0.05%以内。因此，基于

及 A/D 转换和数据发送。针对本系统的高准确度低

PCB 板的空心线圈，通过一系列的抗干扰和适当的

功耗的设计要求， MCU 选用 TI 公司的超低功耗系

机械固定措施，可以达到高准确度要求。

列的单片机 MSP430F1611，A/D 芯片选用 TI 公司
生产的 16 位、SAR 型低功耗模数转换器
AD7685。收到同步时钟后， MCU 通过 SPI 模块从
A/D 接口读取数据，然后将采集回来的数据通过
UART 模块发送到 光纤发射器 HFBR-1414。
低压侧接收部分包括接受高压侧数据和与上位
机通信。低压侧 MCU 需要有两个 UART 接口来接
收标准通道与被校通道两路的通信数据。接收到的
数据通过 MAX232 多通道 RS-232 协议的驱动器 将
数据交错地发送给 PC 机。
2.3

校验软件
校验软件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即实现 PC 机和

图4
Fig.4

开口型 PCB 板空心线圈误差分析
The error analysis of clamp-shape
PCB Rogowski coil

本地通信模块的串行通信、数字积分和误差计算。
首先， PC 机与本地模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需要
调用 Labview 中 VISA 控件，实现对串行接口的驱

校验系统标准通道的传感头结构设计为钳形，

动。通过调用的 VISA 库函数并配置不同的设备参

安装人员通过一定的防护措施，可以在不断电情况

数，就可以实现编写控制各种 I/O 接口仪器的通用

下，很容易实现校验装置的现场安装。虽然开口的

程序 [6]。

设计会对空心线圈的准确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通

其次，本系统摒弃了传统的模拟积分，采用全

过精密的计算和加工，可以达到 0.05%以上的准确

数字化的处理，用 Labview 实现数字积分器，从原

度。本系统实物图如图 5 所示，外层为全铝屏蔽壳，

理上弥补了模拟积分温度性能差、频带窄、需要相

内层机械设计分为三层，包括了基于 PCB 板的空

位微调等缺点。采用的数 字积分算法为 Simpson 公

心线圈，高压侧转换电路和激光供能接收电路。

式，由文献 [7]的仿真结果看来，在采样频率大于一
定值时，其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与理想积分器基本
上完全重合。而目前市面上高准确度低功耗的
AD 芯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本系统采用
AD7685 的 AD 采样芯片，系统采样率可达到
10kHz，完全保证了积分器的性能。
最后，本系统的误差计算采用了加四阶矩形卷

图5
Fig.5

2.2

开口型 PCB 板空心线圈实物图

The view of the clamp-shape Rogowski coil

光纤传输系统
光纤传输系统由高压侧转换模块，低压侧接收

积窗的 FFT 算法 [8-10] 。与常用的 FFT 算法相比，该
算法可以有效减少因非同步采样造成的频谱泄漏误
差，针对有频率波动的电网，有更高的准确度
[11] 。在按照

IEC—60044—8(electronic

current

模块以及上行光纤、下行光纤组成。本地接收模块

transformers)标准规定电网频率波动允许范围为 (99%～

通过上行光纤给高压侧转换模块提供激光供电、发

101%)f r （即 49.5～50.5Hz）时，矩形卷积窗的频谱

送触发同步脉冲；高压侧转换模块收到同步脉冲后

泄漏效应小于其他具有相同宽度的著名窗函数，在

进行采样，并通过下行光纤向本地接受模块传送数

抑制非同步采样所引起的测量误差方面，四阶矩形

据。供电方式采用 激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确保了光

卷积窗比其他相同宽度的著名窗函数效果更好。

功率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的稳定性，通过光电池转换

本系统软件流程图如图 6 所示，首先应该设置

后得到的电源也相对比较稳定且纹波小，噪声低，

VISA 节点，例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参数。

不易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 。

成功建立通信后将采样点做 Simpson 积分运算，积

高压侧转换模块包括增益放大电路，滤波器以

分后的值与四阶矩形卷积窗作时域乘法，最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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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 提取基频分量，计算比差值和角差值。本系统

1100

0.041

89.97

软件实现选用基于 NI 公司的 Labview，PC 机具有

1500

0.033

89.96

强大的计算功能，实现了校验系统的全数字化，不

实验结果表明，钳形空心线圈不带任何信号调

仅可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也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

理电路，在电流值较小时由于输出信噪比小影响准

灵活性。

确度。在电流值较大时，完全满足准确度 0.05%的
要求。空心线圈输出需要放大器调节输出范围，使
其输出值在最佳 A/D 采样范围以内。另外，本系统
的钳形空心线圈电流传感器，在开合 50 次以后重
复做准确度实验，准确度基本没有变化。
3.2

系统准确度实验
校验系统测试框图如图 7 所示。标准互感器为

准确度为 0.02%的电磁式标准电流互感器 （HLS—
47A），测试结果图 8 所示。

图6
Fig.6

系统软件流程图

图7

The software flow chart

Fig.7

3
3.1

系统准确度实验图

The calibration system accuracy
experiment diagram

系统性能测试
钳形空心线圈线性度实验
该实验目的为了单独验证开口钳形空心线圈的

准确度，实验平台为 NI 公司的 24 位动态采集卡，
作为对比的标准电流互感器采用准确度为 0.02%的
电磁式标准电流互感器（ HLS—47A）。本系统钳
形空心线圈的额定电流设计为 800A，当电流变化
在 50～1500A 时实验数据见下表。
表
Tab.

线圈 线性度 实验

The linearity of transducer

一次电流 /A

比差（ %）

角差 /（°）

50

0.45

89.89

100

0.13

89.93

300

0.020

89.93

480

0.022

89.96

600

0.022

89.97

750

0.015

89.93

图8

本校验系统的角差以及 0.05 级标准互感器在
对应电流下的允许比差、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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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The ratio error and phase error versus current for
this system and IEEE 0.05s error class

准确度试验结果表明，该测量系统精度满足
0.05 级标准，既可以作为 0.2s 级及 0.2s 以下的传
统高压电流互感器的校验系统，也可以用作模拟输
出的电子式互感器校验系统。

4

结论
本校验系统装置于 2008 年 11 月 19 日在河南

省三门峡向阳变电站挂网运行，对 220kV 的 A 相、
B 相、C 相 0.2 级电流互感器进行在线误差测试，
测试时间为上午 12∶00～下午 18∶00。记录数据
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9
Fig.9

现场挂网运行数据图

The results of on-site operation

本次挂网运行被测三相电流互感器 额定电流 比
均为 600/5A，0.2s 级的电磁式电流互感器。 上述
试验结果表明， 本系统提出的高压电流互感器在线
校验系统实现了高压电流互感器的在线校验，在不
断电的情况下可以对现有的电流互感器实时监控，
并且具有准确度高，易于现场操作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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