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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变压器三相直流电阻不平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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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干武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研究。通过实例分析了线材、引线结构及外部负载对变压器直

流电阻不平衡的影响，总结了引起电阻不平衡的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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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balanced DC resistance in dry—type transformer and it's influence are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the winding wire，lead structure and external

load on the unbalanced DC resistance in transformer are analysed by example．The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unbalanced DC resistance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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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对于干式变压器而言．国家标准GB／T 10228—

2008《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5．3条中规

定：对于2 500kVA及以下配电变压器，电阻不平衡

率相不大于4％，线不大于2％；同时，该标准中也明

确规定由于线材及引线结构等原因而使直流电阻不

平衡率超过上述值时。除应在出厂试验记录中记录

实测值外，尚应写明引起这一偏差的原因【“。但是，

目前很多用户对标准的这一条款不太理解，要求变

压器制造厂满足标准规定的限值。对于1 000kVA

以上较大容量的干式变压器．要满足标准限值的要

求由于结构限制需要付出较大的材料成本。同时，由

于变压器材料的性能及制造水平的提高，干式配电

变压器容量已大大超过标准所列的2 500kVA的限

定，由外部结构引起的电阻不平衡更加突出。本文中

作者主要对干式变压器三相电阻不平衡及其影响进

行研究。

2绕组电阻不平衡

对于标准GB／T 10228—2008《干式电力变压器

技术参数和要求》中所述的线材原因主要反映在绕

组的电阻中。由于线材截面积误差、电阻率误差及绕

制导线长度的误差使绕组电阻发生变化，引起变压

器三相电阻不平衡。

高压绕组由于匝数多、导线长及截面积小。所以

电阻值较大，由线材引起的电阻误差对三相电阻不

平衡影响较小。而低压绕组由于匝数少、导线短及截

面积大，所以电阻值较小，由线材引起的电阻误差对

三相电阻不平衡影响较大。因此．主要针对低压绕组

线材引起的三相电阻不平衡的后果进行分析。

2．1 绕组电阻不平衡对变压器温升的形响

在三相负荷相同的情况下。绕组三相电阻的不

平衡将导致变压器三相绕组的温升不相等。设低压

绕组a,b、c的电阻分别为R。、尺。、尺。，三相电阻平均

值为R，其中：R。=0．97R；尺6=R；R。=1．03R，则三相电

阻相间最大不平衡率为6％。设a、c相绕组电阻损耗

分别为瓦、Pk，则：
2

户乙=0．97RI (1)
2

R=1．03RI (2)

根据干式变压器绕组温升计算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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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Ⅳ：o．爹：0．36(PⅣ36q 36—1 (3)下Ⅳ=o． 甲=． 一J (3)
、一W，

式中g甲一绕组散热表面的单位热负荷，W／m2

岛一折算至参考温度的绕组损耗，W

品一绕组的有效散热表面积，m2

根据式(3)分别计算a相和c相的温升L、rc得：

，2 、0·8

丁。：o．36x0．9736x0 97“8(尝1 (4)丁。=o． ． 1等J ()
、VW

2
0 8

r。：o．36×1．03n8f≠1 (5)
＼．)W ／

"l'c=-1．05％ (6)

从式(6)可得相电阻最大不平衡率为6％时，电

阻值最大相温升是最小相温升的1．05倍。同理，根

据式(3)得相电阻最大不平衡率为4％时，电阻最大

相温升是最小相温升的1．032倍，对变压器的正常

运行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国标规定的三相电阻相间

最大不平衡率4％是合理的。综上所述，当由线材引

起的三相电阻不平衡率超过国标规定的4％时对变

压器三相温升影响较大。因此，由线材引起的三相电

阻不平衡需引起变压器制造商的重视。

2．2 绕组电阻不平衡对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平衡的影响

变压器带负荷后，内部阻抗产生压降，二次电压

与空载电压不相等，电压调整率可以反映变压器带

负荷后二次电压变化程度。电压调整率占俐与变压器

参数和负荷电流性质有关，电压调整率s隈计算式为[31：

占(嘲2』L(％(％)cos‘p2+Ux(％)sinq02)+

笸!坠型竺堡二堡㈣塑型 f7、

rv2 200
、’7

式中％㈤一短路阻抗的电阻分量

酞㈩一短路阻抗的电抗分量

cosq，，一负荷功率因数

口一负载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

a一空载电压与额定空载电压之比

以SCBl0—100011010．4为例，UR(％)-0．9％，电抗

分量％(％)=5．9％。设cosq02=0．8，3=1，ot=l。设短路阻

抗的电阻分量值等于绕组的电阻值。根据式(7)计算

干式变压器二次侧三相电压调整率为：

占曲f％1=4．265％ (8)

占矧％1=4．265％ (9)

占2cf％1=4．287％ (10)

根据文献[4】定义电压不平衡度为相电压不平

衡率(R珊)，即最大均方根电压值和最小均方根电

压值之差与平均相电压的比值，其表达式为：

p 一． f111v,jn=max[VA,Vs,Vc⋯,．,]--minI V,4,VB,Vc]100％ 、1 47

rPAV

式中K，％，％一相电压，V

％，一平均相电压，V

根据式(8)～式(10)计算的电压调整率计算变压

器二次各相的相电压值代入式(11)得：

PI，uR=0．05％ (12)

从式(12)可知，绕组电阻不平衡率为6％时引

起的二次电压不平衡率为0．05％。因此，由绕组线材

引起的电阻不平衡率超差对干式变压器二次电压不

平衡率的影响很小，基本可忽略不计。

3零线排引起的电阻不平衡

大容量干式配电变压器低压绕组电阻值小。产

品外形尺寸大、零线排长，由零线排引起的三相电阻

不平衡是变压器本体三相电阻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图1为低压绕组和零线排电阻电路图。

图1 低压绕组和零线排电阻电路图

图1中，月。、尺6、尺。分别表示低压绕组a,b、C三

相电阻，R。=R。--R。；R。表示b、C之间零线排直流电

阻；R2表示b-,a之间零线排直流电阻；Ro表示0,a

之间零线排直流电阻。

以SCBl0—2500／10／0．4干式变压器为例。已知：

R。=尺6=R产1．693 8x10m，零线排规格为16x150
fR8)。得：

R1=R2=4．616x10巧Q

Ro=1．538 9x10。6 Q

按图1电路计算得相问最大电阻不平衡率为：

△庐譬：5．26％ (13)
n

式中R一三相电阻平均值，n

从式(13)可得：零线排引起干式变压器最大电

阻不平衡率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4％的要求。因此，

大容量干式配电变压器零线排对三相电阻不平衡影

响较大。

根据图1，求每相绕组的电阻损耗(以a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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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oRo (14)

从式(14)可得a相绕组上消耗的电阻损耗值是

I‘R。，其余电阻损耗消耗在绕组之外的铜排上。根据

式(3)可得绕组的温升不受零线排电阻影响。由于变

压器绕组本身的电阻值未发生变化，根据式(7)和式

(11)可知，零线排引起的电阻不平衡对变压器二次

电压不平衡率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

4侧出线电阻不平衡

干式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结构有横排侧出线和立

排侧出线，但其出线结构复杂，引线电阻不平衡率

大。本文中以横排侧出线进行分析。图2为低压横排

侧出线示意图．图3为低压绕组和横排侧出线电阻

电路图。

(娼龠j(剧 ＼f霹。，＼氍毛一
。。_。‘k—-

’＼一／。、N千爿。 L二—r‘Ⅱ—P-r一

．巴 b蚓J a一●

图2低压侧出线示意图

图3低压绕组和零线排电阻电路图

图3中RⅡ1、R6l、尺。1、R01分别表示a,b、c、0相横

排侧出线导电排电阻，其他符号定义同图1。

以SCBl0—1000／10／0．4干式变压器为例。对干

式变压器横排侧出线结构引起的出口端三相电阻不

平衡进行分析。

已知：侧出线距离外壳底部高2 005ram，侧出线

铜排为10x100(R5)。

尺乒R6娟。=5．277x10q11
R．=Rz=1．166x10巧Q

R。l=2．892x10。5 12

R6l=3．691×10。5 n

R。l=4．699×1 0。5 n

R01=2．195×10‘5 n

Ro=6．993x10南Q

把上述已知电阻值代入图3电路图，求得最大

相电阻不平衡率为：

AR=6．83％ (15)

从式(15)可得出，侧出线对干式变压器三相电

阻不平衡影响很大。

根据图3，可求出带有横排侧出线绕组的每相

电阻损耗为(以a相为例)：
2 2

尸F，(尺。+R。1)+Io(Ro+R01)
2 ， 2

=，R。+，R。。+，0(Rol+Ro) (16)

从式(16)可得，o相绕组上消耗的电阻损耗是fro，

而其他电阻损耗消耗在绕组之外的侧出线铜排上。

根据温升计算公式(3)可知，其绕组本身的温升不受

侧出线电阻不平衡的影响。由于变压器绕组本身的

电阻值未发生变化，根据式(7)和式(11)可知，侧出

线电阻不平衡对干式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平衡率影响

较小，可忽略不计。

5夕h部负荷不平衡

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变压器将10kV或6kV电

压变压为380V／220V电压向用户供电。由于用电特

点及负荷变化大等因素．变压器运行中常出现三相

负荷不平衡情况。如变压器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

下运行，将会引起变压器三相温升不平衡，而由于三

相温升不平衡又反过来影响三相绕组的电阻和输出

电压不平衡。标准GB 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

第7．2．5条中规定“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应该分

配平衡，最大相负荷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嘲。

5．1 外部负荷对变压器电阻不平衡的影响

本文中笔者假设变压器的三相平均负荷为额定

负荷的70％，最大相负荷为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1 10％，最小相负荷为三相负荷平均值的90％，即厶=

0．9Ip，厶=厶，Ic=1．1I,。计算变压器各相负载损耗为：

Pk。=O．91p)2R=0．8 1I#R (1 7)

如=艘 (18)

Pk=(1．1珀璃=1．2l∥尺 (19)

根据式(3)分别计算三相温升。



掰 第51卷

t：o．419f罂} (20)
＼‘)甲 I

2 、0·8

r产0．36《譬) (21)

，2 、0
8

忙o．304f华) (22)
＼ ．)Ⅳ f

根据式(20)～式(22)得：

"re=1．16r^=1．38r。 (23)

设三相绕组在20℃时的电阻值为R∞，b相绕组

温升为r。=80K。根据式(23)得：C相绕组温升L=

92．8K，a相绕组温升ro=67．2K。电阻计算公式为：

R；235+t矿)xR加 (24)

根据式(24)求负荷不平衡时三相绕组的电阻值，

得：

Ro=(器陬=1．2855R加(25)
胙(裟暑)姓∞=1．2353R加 (26)

R声(器)斌∞=1．1851R如(27)
三相电阻最大不平衡率为：

△庐学一8 13％
、

(28)

根据式(28)可知，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干式变

压器三相电阻不平衡率大于线材和引线结构(零线

排和侧出线)引起的电阻不平衡．并会导致变压器内

部的不平衡。

5．2外部负荷不平衡对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平衡的

影响

变压器在设计时每相绕组的电阻和电抗都相

同，当三相负荷平衡时，每相电流大小相同，在变压

器内部的压降也相同，所以其输出电压也相同。当三

相负荷不平衡时，其各相电流不同，在其内部的每相

电压降就不相等，负荷电流大的一相电压降大，负荷

电流小的一相电压降小，造成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设最大相负荷为三相负荷平均值的110％，最小相

负荷为三相负荷平均值的90％，三相负荷的平均值

为额定负荷的70％。以SCBl0-630／10／0．4(％(％)-4％)

干式变压器为例，U斤(％)=1．1％，电抗分量uz(％)=

3．8％，设co印2=0．8，卢-o．7，a=l。设短路阻抗的电阻

分量值等于绕组直流电阻值。根据式(7)计算三相电

压调整率。 ‘

占∞㈣=2．21％ (29)

占缸％1=1．97％ (30)

s甜嘎j=2．46％(31)

根据式(29)。式(31)计算的电压调整率计算变

压器二次各相电压值，代入式(11)得：

g“R=0．53％ (32)

从式(32)可知，由外部负载不平衡率为10％时

引起的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平衡率为0．52％，是绕组

电阻不平衡引起的二次侧电压不平衡率0．05％的

10．4倍。

6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结论如下。

(1)线材引起的于式变压器三相电阻不平衡率超过

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对干式变压器三相绕组的

温升影响较大，对输出电压不平衡率影响很小。因

此，由线材引起的三相绕组电阻不平衡必须引起变

压器制造厂的足够重视。

(2)引线结构(包括零线排和低压侧出线)引起

的干式变压器三相电阻不平衡率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时，对于式变压器三相绕组的温升无影响，输出电压

不平衡率影响很小。因此，国家标准规定由“引线结

构等原因而使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过标准限值时。

除应在出厂试验记录中记录实侧值外．尚应写明引

起这一偏差的原因”是合理的。也证明了外部引线引

起的电阻不平衡率允许超过标准限值。其不良后果

很小。

(3)---相负荷不平衡将引起干式变压器三相绕组间

的温升值相差较大，从而导致干式变压器三相绕组

电阻不平衡率超过国标规定的限值，该因素影响比

结构原因的影响大。三相负荷不平衡对变压器二次

电压不平衡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变压器满负荷运

行时，用户必须对变压器三相负荷不平衡运行引起

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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