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质量 （２０１３ 第 ０３ 期）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的质量鉴定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的质量鉴定
Ｍｉｃｒ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刘跃东，李红高，刘学森，颜景林（华碧司法鉴定所，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２４）
Liu Yue- dong,Li Hong- gao,Liu Xue- sen,Yan Jing- lin（ＦＡＬＡＢ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２４）

摘 要：目前为了改善电能质量，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等无功补偿技术装置在电力供电系统中的应
用越来越普及。选择合理的补偿装置，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的损耗，提高系统的运行电压和
稳定水平，使电网质量得到提高。反之，若选择或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供电系统电压波动，谐波增大等
诸多因素。该文针对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的过电烧毁现象，借助电子探针和扫描电镜 Ｘ 射线能谱定
量分析（ＳＥＭ／ＥＤＳ）以及 Ｘ 射线显微系统等微量物证分析手段，从实物烧坏状态分析以及微量物证失效
分析角度对涉案设备进行了过电压分析。同时针对过电压现象进行了补偿电容器选型计算，计算结果
表明系统（配电网）产生了过补偿。过补偿的结果就是系统（配电网）形成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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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到系统上，
其接线原理如图 １ 所示。无功补偿的原

微量物证司法鉴定是归属于三大鉴定领域的物证

理是利用电容器支路电流相位角超前电压 ９０°，如在

鉴定，
是物证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微量物证技术是指

图 １（并联电容进行无功补偿）中，系统的负载可视为电

通过失效分析、
理化分析等手段从微观角度对物证进行

感 L 和电阻 R 的串联再与电容 C 并联电路。当系统中

分析论证的技术方法。鉴于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在电

没有电容器补偿时， 电网供给系统的负荷可视为电感 L

力供电系统应用中的重要地位，其质量问题也起着举足

和电阻 R 的串联电路。电网供给负荷的电流为 I１， 其滞

轻重的作用。将微量物证技术应用于低压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的质量鉴定，是司法鉴定领域的一次技术突破，是
司法鉴定技术的有效补充。

1 背景技术[1]
目前，改善系统的功率因数的常用方法是将电容器

后电压 U 的相位角为 Φ１，如图 ２ 所示。电流 I １ 可分解
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有功电流 IR，其相位与电压 U 的相
位相同；另一个则是无功电流 IL１，其相位滞后电压 U 的
相位 ９０°。有功电流 IR 与电压 U 的乘积就是负荷从
电网吸收的有功功率，计算公式为 PR＝UIR＝UI１ｃｏｓ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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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功功率则是无功电流 IL１ 与电压 U 的乘积，计算
公式为 PL＝UIL１＝UI１ｓｉｎΦ１。由图 ２（无功补偿原理）可以看
出，当 Φ１ 越大，功率因数 ｃｏｓΦ１ 越低，负荷从电网吸收
的无功功率 PL 也就越大。

IL２＝IL１＋IC，
其功率因数角为 Φ２。

2 技术方案
关键点：针对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过电压失效，调
查案例背景后，借助扫描电镜 Ｘ 射线能谱定量分析等微
量物证分析方法手段，分析了电抗器线圈的材质成分，并
从实物烧坏状态分析以及微量物证失效分析的角度对涉
案设备进行了电压分析。同时计算了整流变压器的补偿
容量，
以便分析补充容量的合理性。

3 实际案例
图 １ 并联电容进线无功补偿

3.1 案例背景
两家公司就交易合同所涉的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的质量及安全性，
委托我所进行司法鉴定。
3.2 分析过程
3.2.1 电抗器线圈成分分析

对三方签字取样电抗器线圈等样品进行物证分析，

图 ２ 无功补偿原理

当在负荷两端并联电容器 C 时，此时电源供给的电
流 I２＝I１＋IC。式中负荷电流 I１ 的无功分量 IL１ 和 IC 的相位正
所以 IL 和 IC 在数量上是相减。如此并联的
好相差 １８０°，
电容就把负荷的无功电流补偿了。补偿后的无功电流为

借助扫描电镜 Ｘ 射线能谱定量分析手段［２］，
对检材进行定
能谱
性分析。分析表明电抗器线圈材料所采用的是铝材，
分析结果如图 ３ 所示。

电抗器线圈来样外观照
元素 重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ＣＫ

１２．１４

２３．３５

ＯＫ

２．４３

３．５１

Ａ１ Ｋ

８５．４３

７３．１４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图 ３ 电抗器线圈材质元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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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过电压分析过程
3.2.2.1 从实物烧坏状态分析

（１）接触器分析

外观检查发现接触器没有保护功能而烧坏，接触器
的外观照片如图 ４ 所示；现场鉴定设备接触器照片以及
通过国家 ３Ｃ 认证设备的断路器照片如图 ５ 所示；无功补
偿电路原理图来源如图 ６ 所示。

图 ４ 接触器没有保护功能而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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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现场鉴定设备接触器照片及通过国家 ３Ｃ 认证设备的断路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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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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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电路原理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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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快熔分析

上面烧坏面积严重，
说明是从电源侧（配电网）来的过电压

快熔烧毁状态如图 ７ 所示。观察图 ７ 可发现，
快熔的

和大电流。

图 ７ 快熔的上面烧坏面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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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切单元上的断路器分析

相电流不平衡。B 相过电压后电流大，
从而导致绝缘体击

投切单元中间烧坏（绝缘体烧坏），说明过电压引起三

穿。外观检查图片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断路器（投切单元上的断路器）烧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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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微量物证失效分析

显微观察分析（如图 １０ 所示）的结果表明，快熔存在过电
烧毁迹象。

（１）快熔
绝缘数据表明是过电压烧坏，而不是负荷有故障正
常熔断；同时，光学显微观察分析（如图 ９ 所示）和 Ｘ－Ｒａｙ

（２）其他元件
过电压引起电路板上的元件烧毁，
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９ 光学显微观察分析

图 １０ Ｘ－Ｒａｙ 显微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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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投切控制单元电路板元件烧毁迹象

3.3 电容器选型计算
根据双方提供的 《技术协议》６．４ 条，
Ｔ２ 整流变压器
的补偿容量计算如下：
电动机功率为 ８００ｋＷ，负 荷 率 为 １００％，电 压 为
６６０ＶＤＣ。
计算公式为：
３０

Q＝ηρ（ｔｇΦ１－ｔｇΦ２）
其中，
Q 为电容量；
η 为负荷率；
ρ 为电机功率（ｋＷ）；
Φ１ 为无功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
Φ２ 为无功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角。

下转 ３５ 页

电子质量 （２０１３ 第 ０３ 期）

基于 Ｔａｋａｇｉ－Ｓｕｇｅｎｏ 型自适应模糊神经网络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参考文献
［１］杨士元．模拟系统的故障诊断与可靠性设计［Ｍ］．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 施冬梅．ＢＰ 神经网络在模拟电路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Ｊ］．电气传动自动化，２００８，（２）：２４－２６．
［３］韩宝如，吴恒玉，黄果．基于小波神经网络的模拟电路
故障诊断研究［Ｊ］．电子质量，２００９，（１０）：３４－３６．
［４］丛爽．几种模糊神经网络系统关系的对比研究［Ｊ］．信息
与控制，２００１，３０（６）：４８６－４９２．
［５］ＱＩＮ Ｘ Ｆ．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ｕｚｚｙ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

［６］ＨＡＮ Ｂ Ｒ，ＷＵ Ｈ 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ｏ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ＩＣＩＥＣＳ２００９，２８２７－２８３０．
［７］Ｌｅｏｃｕｎｄｏ Ａｑｕｉｌａｒ，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ｅｌｉｎ，Ｏｓｃａｒ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ｍｏｔｏｒ ｄｒ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ｎｅｕｒｃ－ｆｕｚｚｙ ＡＮＦ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ｆ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０３，３（３）：２０９－２１９．
［８］胡慧，张彪．粗糙集和主元分析在基于神经网络的模拟
电路故障诊断中的应用［Ｊ］．自动化与仪器仪表，２００９，
（３）：３５－３７．

ｗｏｒｋ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ｏ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Ｉｎｆｏｒｍａ－

［９］ＪＡＮＧ Ｊ Ｓ Ｒ．ＡＮＦＩＳ：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ｆｕｚｚｙ ｉｎｆｅｒ－

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ＣＩＥＣＳ２０１０），

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

２０１０：２１５－２１８．

１９９３，２３（３）：６６５－６８５．

上接 ３０ 页

计算：当 η＝１００％，
ρ＝８００ｋＷ，额定状态下电机功率因
无功补偿后的功率因数：
ｃｏｓΦ２＝０．９３（ｃｏｓΦ２
数：
ｃｏｓΦ１＝０．８５，
的一般范围是在 ０．９～０．９６ 之间）时。
当 ｃｏｓΦ１＝０．８５ 时，
则 Φ１＝３５．３２°，
ｔｇΦ１＝０．６１９ ７；
当 ｃｏｓΦ２＝０．９３ 时，
则 Φ２＝２３．９６°，
ｔｇΦ２＝０．３９５ ２。
那么：
Q＝１００％×８００×（０．６１９ ７－０．３９５ ２）
＝８００×０．２２４ ５

正确计算的电容量的 ７ 倍。
如果投入 ７ 倍的电容量给系统（配电网），其后果一定
是产生过补偿，过补偿的结果就是系统（配电网）形成过
电压。
综上所述，通过微量物证分析，过电压是由于选型错
误而引起的。
另外，该装置未通过国家强制性 ３Ｃ 认证，根据国家

＝１７９．６Ｋｖａｒ

强制性产品 ３Ｃ 认证制度的规定，该装置不符合国家 ３Ｃ

≈１８０Ｋｖａｒ

认证实施规则 ＣＮＣＡ－０１Ｃ－０１０：２００７ 的要求。

在 正 常 情 况 下 ，补 偿 装 置 选 型 电 容 器 的 容 量 为
１８０Ｋｖａｒ 至 ２００Ｋｖａｒ。
《技术协议》６．４ 条，
Ｔ２ 整流变压器的补偿容量计算
为 １ ４００Ｋｖａｒ。
（ＴＤＣ－６６０／５０－１４００－ＬＯ５４－ＣＯ３）
《技 术 协 议》供 货 范 围 中 基 波 容 量 （ 电 容 量 ） 为
１ ４００Ｋｖａｒ 。
实际的电容量大于正确计算电容量的 ７ 倍。现场 ４
组电容器为一套设备：
１ ４００／４＝３５０Ｋｖａｒ。
分析：
如果用正确的计算，电容量 ２００Ｋｖａｒ 分成 ４ 组为一
套设备：
２００／４＝５０Ｋｖａｒ，那么实际一组电容量（３５０Ｋｖａｒ）是

4 小结
通过失效分析微量物证技术，准确地分析出了案例
中的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的质量问题，为法院提供科
学的司法鉴定报告，
为法院的科学判案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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