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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节能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升分析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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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铜包铝管母线是铝管外包覆薄铜管的新型节能输电母线，两种导体共同分担承载的电
流，同时内部较厚的铝管起到机械支撑的作用。在相同频率和幅值的交流电流情况下，铜管的集
肤效应深度大于铝管。这种复合结构能有效增加母线交流载流能力，减小母线重量和阻抗以及过
流面积，降低母线损耗和温升，提高能效。本文采用数值计算和有限元仿真方法，得到了铜包铝
管母线的温升和分布情况，并进行了实验，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相符。最后通过对比常规铜排母
线和铜包铝管母线的实验结果，显示出铜包铝管母线在节材和节能方面的优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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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pper-Clad Aluminum Pipe Busbar (CCAPB) composed of copper pipe and
aluminum pipe is a new type energy-saving busbar. The inside aluminum pipe of CCAPB is covered
with the layer of copper pipe. Copper pipe and aluminum pipe are mechanical contact, and each of them
shares the whole current. Meanwhile, the inner aluminum pipe has an additional mechanical support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skin depth, the skin depth of copper is larger than that
of aluminum, and the skin effect of copper is strong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ucture of copper-clad
aluminum increases the effective section area of conductor and reduces the conductor's impedance. So
the conductor loss can be decreased and electric energy will be saved.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the temperature rise and distributionof CCAPB has carried on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est data. By comparing the test results of CCAPBandconventional solid copper
bar,the excellent effect of energy and material saving of CCAPB has been shown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words：skin effect; copper-clad aluminum pipe busbar (CCAPB); temperature rise; energy
saving; material saving
母线是电力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件，输变
配电的枢纽，其工作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到电力系
统的安全可靠性 [1-3]。目前国内外在变电所高压配电
装置、发电机出口以及变压器进出线上大都采用常
规铜排母线。当铜排母线流过交流电时，因集肤效
应使导体的电阻增加、损耗上升。此外，常规铜排
母线选型过程中，需考虑集肤效应的影响，为保证

其有效载流面积，需加大母线规格，造成铜材浪费
严重，提高了输电母线的成本投入，这不符合节能
减排的政策要求 [4] 。随着我国电力领域的新发展和
国家智能电网的建设需求，电力行业对电网节能降
耗的需求极为迫切，节能、节材、本质安全成为母
线产品发展的必然趋势 [5-8]。
常用的母线导体材料有铜和铝及其合金，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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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导体时各有特点：铝比铜有较好的延展性和韧性，
但是铝表面易氧化；铜的电阻率较低，导电性较好，
表面抗氧化性能强，而且氧化后仍具有导电性，不
影响供电安全。经分析，若外层用铜、内芯用铝制
成铜包铝管母线，则既保持了铜母线表面抗氧化能
力强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铝重量轻、价格低的优
点，且由于集肤效应的作用，其导电性能比铝高得
多，又比铜略低，所以是替代铜母线的最佳复合导
电材料 [9]。
铜包铝复合材料是利用复合技术使铜层和铝层
在界面上实现紧密机械结合的一种新型导电材料，
不仅具有铜的电导率和热导率高、接触电阻低等优
点，还具有铝的密度低、价格低廉等优点。常规的
铜包铝复合材料主要包括铜包铝复合线材、铜包铝
扁排、铜铝复合板等 [10]，可代替纯铜用于高频电力
传输、电磁屏蔽、电力系统输变电等场合 [11-12]。
铜包铝管母线是不同于常规铜包铝复合材料的
新型输电母线，与常规铜包铝复合材料一样都是利
用铜和铝导体作为基准导电材料，通过特定的加工
工艺实现铜铝接触面的紧密结合，是铜和铝都具有
一定厚度的管型母线。作为一种新型的输电母线，
铜包铝管母线可以成为常规母线的升级替代品[13-14]。

1

铜包铝管母线温升计算

在铜包铝管母线的传热过程涉及 3 种常规的方
式，即传导、对流以及辐射 [15-16]。传导是热量铜和
铝传递给绝缘层。绝缘层外的空气对流和向环境的
辐射。
1.1 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度场分析计算
选取单位长度的铜包铝管母线作为研究对象，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铜管和铝管作为发热热源，把
热量传递给管内空气和主绝缘层。由于母线长度远
大于半径，因此可以认为管内空气基本不流动，且
与铝管温度近似相等，不需要考虑母线对管内空气
的导热。

就母线导体而言，铜和铝的导热系数高，导热
性能好且导热距离较短，可近似认为铜和铝的温度
基本相等，即母线的损耗全部以导热的形式传递给
绝缘层内壁。一般地，10kV 电压等级的铜包铝管母
线主绝缘层厚度为 6mm，屏蔽层厚度为 4mm，在此
把主绝缘层和屏蔽层整体作为绝缘层考虑。绝缘层
通过绝缘层外壁以对流和辐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外
部空气中。图 2 为铜包铝管母线的热量传递示意
图 [17-19]。
其中，PM 为铜包铝管发热功率，QMD 为热源通
过导热向绝缘层传递的热量，QKD 为绝缘层通过对
流换热向外界空气传递的热量。QF 为绝缘层通过辐
射向外界空气传递的热量。 θ0 为环境温度， θ1 为绝
缘层内壁温度，θ2 为绝缘层外壁温度，θM 为母线导
体温度， θ1=θM，当母线温度稳定时有
PM = QMD

QMD = QKD + QF

（1）
（2）

工程上对母线温升的计算一般采用假设法，即
先设定母线的温升，然后计算在此温升下母线绝缘
层散发的热量是否等于导体发热量，若前者较小，
则提高温升，反之则降低温升，直到两者的差值在
可接受范围内为止，此时的温升就可以认为是母线
正常工作时的温升。下面就利用此方法计算铜包铝
管母线在某一温升下绝缘外壁对流辐射换热量是否
等于母线导体的功率损耗大小。
选取额定电压 10kV 额定电流 4000A 的铜包铝
管 母 线 作 为 分 析 对 象 ， 母 线 尺 寸 为 铜 管 φ150×
1.5mm，铝管 φ147×10mm，母线的总绝缘层厚度为
10mm，三相母线间距为 0.15m。设定环境温度为
30℃。
1）求解 PM
铜管和铝管的交流电阻 RCu、RAl 分别为 2.5072×
−5

10 Ω/m 和 7.03822×10−6Ω/m，当通过 4000A 的电流
时，铜和铝的功率 PCu、PAl 分别为 19.28W、68.64W，
因此铜包铝管的总发热功率 PM 为 87.92W。
2）迭代法求解 QKD 和 QF
假设 θ2 为 60℃，温升为 30℃，取热边界层的平
均温度 θP 为定性温度，则

θp =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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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包铝管母线的热量传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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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0 + θ 2
2

= 45℃

（3）

据此查得干空气的各热物性参数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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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p = 2.795 × 10−2 W/m ⋅ ℃
⎪
⎪⎪υp = 17.455 × 10−6 m 2 /s
⎨
⎪ β p = 3.145 × 10−31/K
⎪
⎪⎩ Prp = 0.699

QKD+QF=85.3W
热平衡误差为

量，即
g β p (θ 2 − θ 0 ) Dk3

υp2

(

N up = 0.53 Grp Prp

α=

N up λp
Dk

)

1/ 4

= 1.4925 × 107

= 30.1214

= 4.96

（5）
（6）
（7）

（8）

铜包铝管的辐射模型为受临近物体遮挡的大空
间辐射换热，计算公式如下：

(

)

QF = ε C0 A1 T14 − T24 (1 − φ )

（9）

式中，QF 为物体向大空间辐射换热量（W）；ε 为物
体辐射表面的黑度；C0 为黑体辐射系数；A1 为辐射
表面的面积（m2）；T1、T2 为辐射物体和环境的绝对
温度（K）； φ 为几何结构角系数，根据查表和计算
可得
ε =0.7、C0=5.67、A1=0.5314m2、 φ =0.7302
由式（9）计算可得
QF=22.12W

（10）

QKD+QF=101.47W＞PM

（11）

（16）

热平衡误差小于 4%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可以
认为 θ2 为 56℃。
由圆筒极坐标的傅里叶导热公式可计算出母线
温度 θ1：
Q=

则有
QKD=απDk(θ2−θ0)=79.35W

PM − (QF + QKD )
× 100% = 2.97%
PM

（4）

由传热学经典公式可以计算出空气对流的换热

Grp =

（15）

θ1 − θ 2
r
1
ln 1
2πλ l r2

（17）

式 中 ， 绝 缘 材 料 的 热 导 率 λ=0.5W/(m·℃) ， r1=
0.075m，r2=0.085m，因此可以得出 θ1=59.5℃，母线
导体的温升则为 29.5℃。
1.2 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度场有限元仿真
图 2 为三相母线并排布置时，通过 4000A 电流
后的二维稳态温度场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导热、对流和辐射 3 种传热方式共同作用使铜管和
铝管发热量与向周围环境散失的热量达到平衡时，
母线整体温度维持在一个恒定值。此时，母线最外
侧绝缘层温度最低，最内侧铝管温度最高，二者相
差 3～4℃，说明温升沿管径方向分布较均匀，不会
出现较大的温度梯度，各层之间因温差产生的热应
力也较小，因此材料结构较稳定。通过仿真结果可
以得出，稳态后绝缘层内壁温度 θ1=59.8℃，外壁温
θ2=57.4℃，此时母线导体的温升为 29.8℃。另外，
将仿真结果与分析计算对比发现二者基本吻合，说
明此计算方法可行。

假设温升偏高，则需降低该参数再次计算。假
设 θ2 为 56℃，温升为 26℃，查干空气的热物性参数
可得
⎧λp = 2.781× 10−2 W/m ⋅ ℃
⎪
⎪⎪υp = 17.2576 × 10−6 m 2 /s
⎨
⎪ β p = 3.165 × 10−31/K
⎪
⎪⎩ Prp = 0.699

（12）

重复计算式（5）至式（7），得到

图2

7

Grp = 1.3317 × 10 、N up = 29.2749、α = 4.789

则有
QKD=66.5W

（13）

QF=18.8W

（14）

2

三相母线稳态温度场分布图

铜包铝管母线和常规母线的温升实验

本文主要对铜包铝管母线和常规铜排母线进行
对比实验。在加载相同工频电流的情况下，测试两
种母线的损耗和温升，从而计算出铜包铝管母线的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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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率和温升降低率。实验对象尺寸及加载大小见
表 1。
表1
额定电流/A

实验对象尺寸及加载大小
常规母线

绝缘铜包铝管母线

4000

4000

表2
电流/A

4000

母线长度/m

3

位置

项目

常规母线

绝缘铜包铝管母线

环境温度/℃

30.7

30.1

三相有功功率/kW

4.45

2.72

电压方均根值/V

4.07

2.20

电流方均根值/A

4021

4012

壁面平均温度/℃

94.1

57.0

三相有功功率/kW

1.88

1.80

电流方均根值/A

4019

4020

三相有功功率损耗/kW

2.57

0.92

铜排：

铜管：

铝管：

母线

宽×厚×长

外径×厚×长

外径×厚×长

前段

120×10×3

φ 150×1.5×3

φ 147×10×3

数量

2

1

1

截面积/mm2

2400

699

4302

型号
规格/
(mm×mm×m)

实验对象示意图分别如图 3、图 4 所示。

常规母线与绝缘铜包铝管母线实验结果对比

短接端

结果

表3

常规母线与绝缘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升对比

实验电流/A

常规母线

绝缘铜包铝管

温升/℃

母线温升/℃

63.4

26.9

4000

表4
图3

常规母线

规格/
(mm×mm×m)

绝缘铜管母线尺寸

测试接线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120×10×3

φ 80×1.5×3

φ 77×8×3

6

1

1

48.8

59.3

26.5

28.6

—

—

2100

8160

2100

7100

2860

9600

额定电流

常规母线与铜包铝管母线的铜材消耗对比

测试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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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管：
外径×厚×长

1

型号

88

铜管：
外径×厚×长

数量

表5

本文又针对额定电流 2000A 和 8000A 的铜包铝
管母线与常规母线的温升情况进行了实验对比，同
时对额定电流 2000A 的铜包铝管与铜排的铜材消耗
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分别见表 4、表 5。

铜排：
宽×厚×长

8000

母线电流/A

表 3。

绝缘铜包铝管母线

2000

温升 50℃时

表 2。常规母线与绝缘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升对比见

57.6

8000

母线电流/A

常规母线与绝缘铜包铝管母线实验结果对比见

36.5

2000

温升 30℃时

实验结果统计如下。

温升

额定电流/A

温升/℃

图5

温升

降低值/℃ 降低率/%

常规母线与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升对比

常规母线尺寸
型号

图4

64.2

节能率/%

铜包铝管
铜排

规格/(mm×mm)

重量/(kg/m)

铜管： φ 80×1.5

3.29

铝管： φ 77×8

4.68

120×10

10.68

节铜率/%

69.2

通过以上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节能率。通过实验对比，4000A 额定电流的
铜包铝管母线比常规母线节能 64.2%。
2）温升降低率。通过实验发现 4000A 额定电
流的绝缘铜包铝管母线温升在标准允许温升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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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而且比常规母线温升降低 57.6%。同时，铜
包铝管母线的温升随着电流增加而小幅上升，在相
同温升的情况下，铜包铝管母线也能够承载更大的
电流。
3）节铜率。由表 5 可知，铜包铝管母线因利用
复合技术使 铜层和铝层 在界面上实 现紧密机械 结
合，因此其重量减小，节铜率可达 6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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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铜包铝管母线的温度场数值计算结果和实验
结果可知，铜包铝管母线具有以下优势：
1）节能效果显著
铜包铝管母线的复合材料管型设计充分考虑了
交流电在导体中产生的集肤效应，电流呈环形分布
在母线截面上，增大了有效载流截面积，降低了母
线交流电阻，使交流损耗也随之减小。经实验测算，
载 流 量 为 4000A 的 常 规 铜 排 母 线 的 电 能 损 耗 为
0.857kW·h/m，而相同载流量的铜包铝管母线的电能
损耗为 0.307kW·h/m。由此推算，铜包铝母线的年
节能率为铜排母线的 64.2%。因此，绝缘铜包铝管
母线比铜排母线更节能。
2）明显节省铜材
相同额定电流下，铜包铝管利用集肤效应形成
管内中空结构的母线所耗铜材比铜排少约 69.2%，
降低了母线的生产成本。经核算，节能铜包铝管母
线比普通铜排母线成本至少可下降 50%。
3）工作更加安全可靠
一方面，节能铜包铝管母线将导体温升由国家
标准的 50℃降低至 30℃，相比常规铜排母线，导体
发热量降低 57.6%，避免因母线的高温运行导致绝
缘材料碳化和线路短路而引起火灾事故；另一方面，
35kV 及以下节能铜包铝管母线的工频耐压时间为
5min，66kV 及以上的为 30min，节能铜包铝管母线
的绝缘水平高于现行标准，大幅度提高了绝缘管母
线的绝缘水平。
综上所述，节能铜包铝管母线在节能、节材、
安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综合优势，若在电力系统、
石油化工、煤化工和新能源等领域中广泛推广，则
将有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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