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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用电量飞速上升，农村配电网建设的长期滞后及用户负荷
不均导致低电压现象严重。三相不平衡严重、无功欠补、供电半径较长、导线截面积偏小是低电
压问题的主因。本文首先通过低电压问题的成因分析，重点讨论三相不平衡对线路电压的影响。
其次针对三相不平衡造成的线路低电压问题，提出采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治理措施，解决重载相
线路低电压问题。本文最后采用 PSCAD/EMTDC 仿真软件建立某一农村配电网实际供电模型，通
过仿真验证三相不平衡的治理措施，为农村配电网的线路低电压问题提供治理依据。
关键词：三相不平衡；低电压；治理措施

Measures for Three-phase Unbalance based on PSCAD
Huang Guilan1,2 Cai Jinding1 Lin Han3
(1. Electric and Automation School of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16；
2. Technology Center of Fujian Electric Power Co., Ltd, Fuzhou 350007；
3. Fujian Electric Power Co., Ltd, Fuzhou 350003)
Abstract Power demand is rising fast as the rural areas undergo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Long-delayed construction of rural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uneven electricity load lead to the
serious low voltage phenomenon. The serious three-phase unbalance, short of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long distances of power supply and small wire section area are the main causes of low
voltage. 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low voltage, especially in the three-phase
unbalance. Secondly, it also raises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measures for the low volt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use of three-phase unbalance. Finally, it builds the actual rural distribution
network model by PSCAD/EMTDC simulation software. And it uses the simulation to check the
measures for three-phase unbalance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low voltage of the rural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Keywords：three-phase unbalance；low voltage；measures
近年来，农村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在家用电器
下乡等惠农政策的激励下，农村用电负荷急剧上升。
老旧的线路不堪重负，部分地区供电半径过长，用
户分布不均，季节性负荷变化大，变压器陈旧等诸
多因素，导致了线路三相不平衡严重，线路电压降
大，造成末端电压下降，用户用电质量下降，供电
企业经济效益滑坡。因此，由于三相不平衡带来的

低电压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

1

低电压成因

图 1 所示为线路的等值电路，在低压网络中，
考虑到电压降纵分量 δ U 对电压绝对值大小影响很
小，故电压损耗值（电压损耗是指线路始末两端电
压的数值差）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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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U = U1 − U 2 =
=

PR + QX P ( R + X tan 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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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r + x tan ϕ )
UN

低压侧首端电压将得到提升。

2

式中， P 为线路输送的有功功率； Q 为线路输送的
无功功率； R 为线路电阻； X 为线路电抗； U N 为
线路额定电压；r 为导线单位长度电阻；x 为导线单
位长度电抗； L 为导线的长度。
由式（1）可知，线路中的电压损耗主要与线路
输送有功功率 P ，无功功率 Q ，线路电阻 R 、线路
电抗 X 这四个主要因素有关。

（a）线路等值图

图1

（b）电压向量图

电压降落计算模型

三相不平衡对线路始端电压的影响：
文献[3]规定变压器的三相负荷应力求平衡，不
平衡度不应大于 15%，只带少量单相负荷的三相变
压器，零线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 25%，不符合
上述规定时，应将负荷进行调整。现假设某供电台
区为三相不平衡台区，则调整三相不平衡后，重载
相输送功率理论值变为
3

Pav =

∑ Pi

（2）

i =1

3
调整后重载相的电压损耗理论值应该为
3

∑ Pi

P R + QX
ΔU ′ = a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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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实际重载相首端电压由于三相不平衡度的降低
而提升的电压为
3

∑ Pi

max( Pi ) R + QX
−
UN
= ΔU − ΔU ′

ΔU 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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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QX )

UN

（4）

在式（2）、式（3）、式（4）中，i=1, 2, 3 表示 A、
B、C 三相。
可见，当调整三相不平衡之后，重载相的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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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不平衡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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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相低压配电网中，针对三相不平衡的治理
措施有很多，主要从管理手段上和技术方法上采取
措施 [4]。
2.1 管理上的治理措施
针对已经出现三相负荷不平衡的配变的治理。
通过直接改变客户接线相序，达到三相负荷平衡的
目的。具体办法如下：
1）对台区出口处、各分支点三相电流、电压进
行测量，掌握台区三相负荷和电压情况。
2）统计出台区各用户的月用电量，三相用户分
别统计出每相电量，以此为均衡各支线及台区三相
负荷的参考依据。
3）根据现场实际线路走向和结构情况，绘出台
区低压线路三相负荷分布图，图中标明线路的每个
分支点，及每个分支点后详细的用户名称及接线相
序。
4）根据台区负荷分布图中内容，对各级负荷分
支点下每相的用户情况、用电量进行汇总和统计，
根据负荷分支点下每相用户的负荷情况，按首先确
保最后一级负荷分支点的平衡，再考虑上一级负荷
分支点平衡的原则制定三相负荷调整方案，确定需
要调整接线相序的用户和该用户计划要调整到的相
序名称。
5）根据三相负荷调整计划，改变客户接线相序，
进行三相负荷调整。
6）调整结束后，对台区出口处、各分支点三相
电流、电压进行测量，与调整前数据进行比对；若
不平衡，再做进一步调整。
2.2 技术上的治理措施
本文在三相不平衡的技术治理上提出了两点治
理措施，分别为：①采用三相不平衡调压器；②采
用自耦变压器调节。具体原理如下。
1）三相不平衡调压器
如图 2 所示，假设 AB 两相间负荷不平衡，则
在 AB 两相间跨接在 AB 二相线之间的电容器 Cab，
该电容器承受的电压为 AB 线电压 Uab。
由矢量图所示，电容器的电流 Iab 对变压器 A 相
和 B 相有功输出起的调整作用实质为：变压器 B 相
出线增大的有功通过相线间电容器 Cab 转移给 A 相
负荷，减少的变压器 A 相出线有功，与增大的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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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B 相出线有功，两者数值相等、方向相反。即 A、
B 相输出有功变动，但有功和不变。

（a）接线图

合格电压范围

供电制式

额定电压/V

合格电压范围/V

单相

220

198～235

三相

380

353～407

（b）矢量图

图2

三相调压原理图

可见在 AB 相线间跨接电容，在补偿变压器 A
相、B 相出线的无功功率的同时，将一定量的变压
器 A 相出线有功转移到变压器 B 相出线。
2）自耦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一样，既可是升压变
压器，也可是降压变压器。图 3 是这两种形式变压
器的电路图 [5]。根据变压器的运行特点，在重载相
线路装设升压自耦变压器，提升重载相线路电压；
在轻载相装设降压自耦变压器，降低轻载相线路电
压。

（a）升压式

图3

3

表1

（b）降压式

图4

初始情况

1）装设三相不平衡调压器
在配变低压侧首端装设三相不平衡调压器，则
配变三相输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变化情况、支路
一末端 A 相电压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由图可知，
A 相电压得到提高，且满足要求。

自耦变压器电路图

仿真分析

以某农村实际一台区供电网络为例，搭建
PSCAD 仿真模型。假设初始情况下，支路一三相负
荷不平衡，导致配变三相不平衡。其中 A 相有功负
荷 66kW，无功负荷 32kvar；B 相有功负荷 41kW，
无功负荷 19kvar；C 相有功负荷 44kW，无功负荷
21kvar。根据文献[3]的不平衡度计算公式计算配变
不平衡度，以及根据文献[6]中的规定：220V 电压允
许偏差范围为−10%～7%，380V 电压允许偏差范围
为±7%，电压偏差范围如表 4 所示。
如图 4 所示为支路一末端三相电压及配变三相
不平衡度，其中 A 相电压值小于 198V 且三相不平
衡度超过 25%，不符合要求。针对上述三相不平衡
造成的低电压问题，下面提出以下两点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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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根据线路电压损耗模型，首先分析导致低
电压的主要原因。并针对三相不平衡这一造成低压
现象的成因，提出管理手段上和技术方法上两种解
决措施。在技术方法解决低压问题上，本文提出了
采用三相不平衡调压器和自耦变压器两种方法，并
通过仿真验证这两种方法的可行性。
在实际生活中，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低电压
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分析农村低电压成因，提出
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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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不平衡调压器调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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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自耦变压器调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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