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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一种用于一二次深度融合的电子传感器在工程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若干问
题，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结合实际测量数据对比分析，验证方案适用于 10kV 柱上
断路器内置电子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采样，对一二次深度融合设备的工程应用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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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electronic senso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deep fus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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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some problems which occurred in electronic sensors' appli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deep fusion equipment. Here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it, and presents relevant
solutions. The designs are suitable for processing the signal of electronic sensors which built-in 10kV
column breaker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test data. This paper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deep fus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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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在 2016 年末提出的“配网自动化
终端 DTU/FTU 需要考虑一二次设备融合的需求和
考虑采用电 子式互感器 来取代传统 的电磁式互 感
器”的总体思路成为了现阶段几乎所有配网自动化
终端生产企业的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针对 10kV 柱上断路器内置电子传感
器的输出信号采样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出现的若干问
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1

一二次深度融合成套设备工程应用中遇
到的问题

某一客户现场挂网运行的线路保护装置采用一
二次深度融合成套设备，10kV 柱上断路器内置电

图1

压、电流电子传感器，电流传感器采用低功耗铁心
线圈电流互感器（LPCT），电压传感器采用电容分
压式传感器（CVT），控制单元采用基于无源电子传
感器的智能馈线终端（FTU）。在设备挂网运行一段
时间中出现以下故障：①设备报“后备欠压”及“电
压采样错误”报警，三相电压采样值为：Ua：14593V，
Ub ：5302V，Uc ：5681V，零序电压 U0 ：2604V；
②FTU 电流采样端子断开输入电缆，零序电流 I0 显
示 6.5A；电缆接入电流输入端子后，I0 显示为 0。
针对上述情况，用万用表在传感器输出口测试电压、
电流输出数值均正常。现场挂网运行设备的交流采
样部分原理框图如图 1 所示。

现场 FTU 交流采样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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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分析

根据第 1 节的现场描述可以判断电子传感器及
AD 芯片等后级电路是正常工作的，那么故障就发
生在交流信号的保护电路和调理电路。
2.1 三相电流采样电路分析
图 2 所示为三相电流采样电路。将样机的电流
信号线对机壳施加 500V 工频电压时未通过，信号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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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分析，电流信号输入端采用压敏电
阻 10K390 抑制差模及共模干扰，抑制共模干扰的
压敏电阻存在动作电压低，信号线对机壳承受的耐
压较低以及 EMC 浪涌试验通不过等问题。

三相电流采样电路

电子式电流传感器采用低功耗铁心线圈电流互
感器，自带线圈隔离，可以避免因一二次侧间信号
与电源共地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1-2]；但电子式电压传
感器从 10kV 母线通过低压臂电容分压到 FTU 的信
号输入间完全没有隔离措施，这将引起：①高压一
次侧引入二次侧；②因一、二次侧间信号与电源共

图3

线对机壳施加 GB/T 15153.1 中规定的浪涌 4 级及
GB/T 17626.4 中规定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 4 级
时均未通过。

地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3-4]。
2.2 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及零序电流采样电路分析
如图 3 所示为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及零序电流
采样电路。信号输入端保护采用压敏电阻 10K390
及 TVS。但由于 10K390 的动作电压为 39V，存在
同图 2 一样的问题。

交流电压及零序电流采样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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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时零序电流有数值显示。

根据运放“虚短”、“虚断”：
R1
Vo1 = −
Vi
R1 + RD1
Vo = −

R5
Vo2
R4

Vo1 = Vo2

3

（2）

为了解决上述电磁兼容及交流采样不准等问
题，保证测量精度及可靠性，本文从信号的传输、
隔离以及 AD 转换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其中隔离方
式提出两种方案。
3.1 双绞屏蔽线长线传输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电场、磁场和地电位
等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电子传感器模拟小
信号而言，为了获得更好的信号质量，建议采用双
绞屏蔽线 [5-6] 。双绞屏蔽线分为单屏蔽层和双屏蔽
层。双屏蔽层要求内外层绝缘，成本较高；但它对
高频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较好，在实际应用中，可将
内屏蔽层在二次侧接地，外屏蔽层在一次侧接地。
若采用单屏蔽双绞线，则应在接收信号的二次侧将
屏蔽层单端接地 [7-8]。
3.2 微型互感器方案
考虑到电子式电流传感器是 LPCT，自带线圈
隔离，但信号需经 8～15m 长的电缆传输；而电子
式电压传感 器输出信号 调理回路没 有任何隔离 措
施，故将交采回路设计为微型互感器采集，原理框
图如图 4 所示。
3.3 光电耦合隔离方案
如图 5 所示，本设计采用高速线性光耦 HCNR201
进行光电隔离，它具有超低线性度（0.01%）、低增
益温度系数（−65ppm/℃）、耐压等级高（5kV）、隔
离电压高（最高隔离 8kV）、单向传输、抗共模干扰
能力强及信号一比一线性高速传输等优点。交流电
压信号经过调理后接入光耦，光耦将夹杂在输入量
中的各种干扰脉冲都挡在输入侧，具有较高的电气
隔离和抗干扰能力 [9-10]。

（3）

R5
R1
R1
×
Vi = −
Vi
R4 R1 + RD1
R1 + RD1

Vo = −

（1）

（4）

由式（4）可见， Vo ≠ Vi ，而是 R1 的分压值，且
相位反相，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TVS）在不同交流电压下的阻抗 RD1 不同，这将导
致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及零序电流均存在采样不准
的问题。在信号输入端 Vi 采用标准源输入交流信号，
得出如表 1 测试结果。将分压 TVS 去除后测试结果
见表 2。
表1
Vi 输入/mV

TVS 存在时测试结果
Vo 输出/mV

10

7.79

20

15.71

100

86.83

200

184.91

1000

877.62

表2

TVS 去除时测试结果

Vi 输入/mV

Vo 输出/mV

10

9.97

20

19.97

100

99.89

200

199.98

1000

999.99

此外，零序电流由于信号幅值较小（额定值
0.2V），易受高频、接地及工频干扰，造成输入端悬

图4

解决方案

微型互感器方案
2019 年第 12 期

85

技术与应用

图5

3.4

光电耦合隔离电路

施对电路的相位特性进行改善 [10, 12]。

ADC 采样
输入信号为交流小电压信号，采用差分输入，

表3

零序电流联调测试结果

AD 芯片采用 MAX11046，该芯片具有高达 1GΩ 的

电子互感器零序电流/mA

测量值/mA

相对误差/%

高阻输入，3μs 快速转换时间，高吞吐率：每个通

0

12.9

—

道为 250ksps，16 位/14 位高速并行接口，低温漂、

200

202.4

1.20

高精度 4.096V 内部基准支持±5V 输入范围，3.0V

300

298.9

−0.37

至 4.25V 外部基准范围，支持±4.0V 至±5.2V 满量程

400

402.6

0.65

输入范围，满足交流模拟量输入通道需要 10MΩ以

500

505.2

1.04

上输入阻抗匹配要求。

600

602.5

0.42

700

702.8

0.40

800

804.5

0.56

900

903.0

0.33

1000

997.9

−0.21

2000

1993.0

−0.35

3000

2986.0

−0.47

4000

3984.0

−0.40

5000

4987.0

−0.26

4

实验数据分析

以零序电流为例，柱上断路器与 FTU 间的连线
采用方案 1 中的单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在 FTU 端接
地；隔离方案采用方案 2 中的微型互感器隔离，AD
转换芯片采用方案 4 中的 MAX11046 芯片。交采回
路经改进后与电子式传感器联调结果见表 3。测量
精度满足 0.5 级互感器的比差要求（＜0.5% )。
但微型互感器方案在测试相位误差时发现
“1V/0.35V”互感器角差为 5°，“0.2V/0.2V”互感
器在信号下降沿角差为 2.3°，这将不满足相差不大
于 10′的标准规定 [11]。相角偏移是电容因素引起的，
包括前面的电容分压器、传输电缆分布电容以及互
感器线圈分布电容等因素，可以采取一定的补偿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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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零序电流为例，柱上断路器与 FTU 间的连
线采用方案 1 中的单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在 FTU 端
接地；隔离方案采用方案 3 中的光耦隔离，AD 转
换芯片采用方案 4 中的 MAX11046 芯片。测量精度
亦可满足 0.5 级互感器的比差要求（＜0.5%），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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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误差时采用示波器对比输入与输出端的波形如
图 6 所示。光滑曲线为输入信号，带点曲线为输出
信号，由图可知，输入线与输出线基本重合，线性
度较好；输入信号有效值为 10mV 时，输出信号有
效值为 9.98mV，相位误差在 5′左右，满足 0.5 级电
子式互感器对采样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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