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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力系统中 , 光学传感器较之传统的电气传感器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叙述了近年来光学电流互

感器(OCT)、光学电压互感器(OVT)在实际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及发展 , 详细总结了从 110kV 三相

OCT 到 500kV 组合式光学电流电压测量系统(OMU)等实际项目的研究工作。对光学电流互感器的一些新

型设计进行了探讨 ,并展望了应用于电站的基于光纤传感 、光纤监控 、光纤通信及光纤继电保护的光纤局域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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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和电压的测量在电力系统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因为它为电力系统提供了用于计量 、控制和

继电保护的必要信息。传统上 ,电流和电压的测

量都是靠电磁感应式的电流互感器(CT)和电压

互感器(PT)来完成的 ,它要求在高电压与大地之

间提供有效但却复杂而昂贵的电气绝缘 。由于电

站和相关电气设备正朝着高电压 、大容量的方向

发展 ,使得高电压等级的 CT 和 PT 变得越来越笨

重 、昂贵。另一方面 ,由于近年来光纤及光电技术

的迅速发展 ,使得有可能采用新的光电技术来解

决传统的电流和电压测量中的实际问题 ,并有信

心期待 OCT 、OV T 在某些应用中 ,最终将取代传

统的 CT 和 PT。与传统的电气测量设备相比 ,光

学传感器除了显示出其固有的优越的绝缘性能

外 ,还具有频带宽 、动态范围大 、不受电磁干扰 、尺

寸小 、重量轻 、安全性好 、性价比高等特点。本文

总结了笔者多年来在不同电压等级光电式互感器

的研制 、实际运行及新型 OCT 传感头结构等方面

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 ,并对光电式互感器中的一

些新的技术进行了探讨 ,最后展望了光纤传感器

及光纤局域网在电站中的应用前景 。

1　用于计量和保护的 110kV 三相光

学电流互感器

　　基于法拉第(Faraday)磁光效应的 OCT 是要

测量环绕电流的磁场强度线积分 ,法拉第磁光效

应是指线偏振光在电流磁场的作用下其偏振面要

旋转一个与有效光程和磁场强度成比例的角度。

依此效应设计 OCT 时 ,理想的传感头应满足[ 1] :

①传感材料的 Verdet 常数大 ,受温度影响小;②

材料本身残留的双折射小;③线偏振光环绕载流

导体形成闭合或近似闭合的光路;④闭合环路中

的光损耗接近于零 ,并且光的线偏振态保持不变。

按照以上 4点 ,笔者采用重火石玻璃设计并制作

了图 1所示的闭合单环路光学电流传感头 ,该结

构的特点是光路闭合性好 , 光学胶合面少[ 1 , 2] 。

OCT 在实际电站中通常是以三相的形式而获得

广泛应用 ,为此 ,按图 1 的结构制作三只同样的

OCT 传感头 ,用于110kV 三相输电线的计量和保

护 ,并首次将 OCT 与微机继电保护连接起来 ,在

110kV变电站投入了实际运行 ,如图 2所示。三

只完全对称的 OCT 传感头放置在三个相邻的光

纤复合绝缘子的顶部 ,分别用来检测A 、B 、C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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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闭合单环路光学电流传感头结构

Fig.1　OCT w ith Single Closed Optical Path

图 2　在 110kV电站运行的三相 OCT

Fig.2　Three_phase OCT Operated in a 110kV Substatioin

电流 。光纤复合绝缘子跟传统的瓷套绝缘子相比

具有尺寸小 、重量轻 、便于运输和安装 、绝缘性能

好 、耐污性强等优点 ,并且是完全干式结构 ,不需

充油或 SF6 气体。因而它跟 OCT 的完美结合 ,

比传统 CT 具有更高的性能价格比 ,更具市场竞

争力 。连接传感头的光纤紧嵌在光纤复合绝缘子

中 ,从高电压端连接到低电位端的传输光缆上 ,然

后传输光缆将三路光信号传输至控制室里的光电

检测及信号处理单元 。光电检测单元将光信号转

换为电信号并经过低通滤波 、交直流分离 、交流放

大等模拟信号处理后 ,一路直接送到继电保护的

数据采集板 ,为继电保护提供保护信号;另一路经

过高精度数据采集后送到单片机系统 ,提供计量

信号 。单片机与 PC 机相连 ,实现电流信号记录

及数据库管理。为了考核 110kV 光电互感器的

各项性能及技术指标 ,以取代传统的互感器 ,将

OCT 与 X803O型微机高压线路成套保护装置在

华中科技大学动态模拟试验室进行了整组动态模

拟试验 ,试验项目包括启动及选相功能 、零序方向

保护功能 、单项接地保护功能 、相间保护功能 、振

荡闭所功能 、CT 断线闭锁功能 、抗干扰试验 、考

机试验等。试验表明 ,OCT 系统各项技术性能指

标均符合 110kV 微机线路成套保护装置要求。

另外 ,为了考核 OCT 的高压及计量方面的性能和

指标 ,在国家互感器质量检测中心进行了系列试

验 ,包括误差 、耐压 、动热稳定 、局部放电等。将

A 、B 、C三相 OCT 与高精度的传统 CT 进行线性

度误差比对试验 ,结果表明 ,在额定电流范围内 ,

三相 OCT 的比差均在 0.2%以内。

2　500kV 组合式光学电流电压测量
系统

　　组合式光学电流电压测量系统(OMU)是指

将OCT 和 OVT 的传感头用一根光纤复合绝缘

子来支撑 ,这样的组合测量系统可完成对高压传

输线的电流和电压的同时测量 ,并进而获得功率 、

能量等重要参量。与传统的独立式绝缘支撑结构

相比 ,组合式的结构由于少了一个高压绝缘子 ,因

而可大大节省设备费用 ,另外还具有尺寸小 、结构

简单 、占地少等优点 。由于电压等级越高 ,绝缘子

越昂贵 ,因而组合式光学电流电压测量系统在

500kV等高电压等级的电站中取代传统的 CT 与

PT 更具有实际意义
[ 3 ,4]

。

与OCT 基于 Faraday 磁光效应类似 , OVT

基于 Pockels电光效应。某些透明的光学介质在

外电场的作用下 ,其折射率会线性地随外加电场

变化 ,这种现象称为 Pockels效应 ,又称线性电光

效应 。Pockels效应一般在非中心对称的晶体中

出现 ,通常选用轴单晶作为 Pockels敏感材料 ,如

Bi4Ge3O12(简称 BGO)晶体是较为理想的 Pockels

材料。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 ,BGO晶体由各向同

性变成各向异性的双折射晶体 。当线偏振光投射

到双折射晶体的端面 ,入射光束就会变成初相角

相同而电位移矢量相互垂直的两束光 ,由于它们

在晶体中的传播速度不同 ,出射时有一定的相位

差。采用检偏器将相互垂直的两束出射光变成偏

振相同的相干光 ,产生相干干涉 ,从而将相位调制

光信号变成振幅调制光信号 ,将相位差的测量转

化为光强度的测量 ,最后获得被测电压值。

图3 所示为 OMU 中的光学电压传感头 ,一

块外形尺寸为 5mm×5mm×10mm 的 BGO晶体

被用作 Pockels传感元件 。图 4 所示为 OMU 中

的光学电流传感头 ,采用重火石玻璃制造 ,外形尺

寸为 95mm×95mm×26mm ,用来测量 2 500A的

额定电流。图 5所示为用于 500kV 的光纤复合

绝缘体结构 ,主体支撑采用 500kV的传统绝缘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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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传输光纤嵌套在里面的光纤复合绝缘子里 ,这

种特殊结构可以保证整个绝缘体符合 500kV 高

电压绝缘的要求 。从绝缘体出来的光纤与地面的

光缆连接 ,将光信号传输到控制室里面 ,最后经光

电检测 、模拟信号处理后就与 DSP 数字信号处理

单元相连 ,完成信号恢复 、滤波 、误差计算等。试

图 3　OMU 中的电压传感头　　　图 4　OMU 中的电流传感头　　　图 5　500kV 光纤复合绝缘支撑结构

　　Fig.3　OVS in the OM U　　　　　F ig.4　OCS in the OMU　　　　Fig.5　Optical Fiber Embeded 500kV Insulator

验结果显示 ,光学电流传感器和光学电压传感器

在大范围内都具有良好的线性特性 ,误差比对试

验的结果也符合国家计量标准 。

3　OCT 中的新技术

OCT 的研究及应用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有

关OCT 中新的传感头结构 、新的传感材料以及新

的检测技术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

3.1　新的 OCT 传感头结构

用磁光玻璃取代光纤做传感材料的一个显著

特点是可以设计不同的传感头结构。除了针对电

流测量的不同应用场合设计不同尺寸的闭合式和

开口的钳式 OCT 结构外 ,大多数的新型设计是针

对OCT 的灵敏度提高[ 5 ～ 8] 。文献[ 5]提出了一种

环路数可调的多环路结构 OCT 传感头 ,如图 6所

示 ,它由四块长条型的棱镜构成。改变入射小棱镜

的位置即可调节光的闭合环路数 ,从而可以根据实

际电流的大小来调整 OCT 的测量灵敏度。如果不

受光损耗和传感头尺寸的限制 ,或者采用具有光放

大性能的玻璃材料 ,则这种结构的光环路数从理论

上讲可以无限地提高。文献[ 5]中进行的一项试验

显示 ,将该结构分别调整为单环路与双环路时 ,双

环路的输出响应是单环路的1.6倍 ,由于传感头中

的线性双折射随光程的增加而增大 ,使得双环路的

灵敏度的提高没有达到理想值。

　　OCT 中另一种较为流行的传感器是采用较

小尺寸的磁光介质做传感元件和环形带开口的铁

心做电流磁场束集器的混合型点式结构 ,它在计

量和保护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 ,并在日本已有这

类商品出售。由于这种 OCT 的传感材料尺寸很

小 ,为了提高灵敏度 ,一般采用镀金属膜的多次全

反射结构 。但金属膜反射不仅使得传感元件内部

的光损耗增加 ,而且会引入相差和附加旋转角 ,从

而降低测量灵敏度并引起测量误差 。文献[ 9]设

计了一种采用多次临界全反射的点式结构 ,如图

7所示。临界全反射不仅使得光的偏振态得到保

持 ,并且使光损耗降到最低 ,从而可以设计成 20

次的临界全反射结构 ,大大提高了灵敏度 。文献

[ 9]还专门进行了一项试验 ,将多次临界全反射结

构OCT 与相同尺寸相同反射次数的金属膜结构

OCT 的输出响应比较 ,结果显示 ,临界全反射结

构的灵敏度大为提高 。

图 6　环路数可调的多环路结构 OCT 传感头

Fig.6　OCT w ith Adjustable Multi_ring Optical Path

　　在许多实际应用中 ,需要用开口结构的 OCT

来测量高压下的电流 。文献[ 10]报道了一种可拆

卸的开口结构的OCT ,如图 8所示 。用两只活动

的传感臂组成一个闭合的光路 ,两者的输出经组

合计算就可得到一完整的等同于闭合光路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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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值。由于其中的条形传感元件可以移动 ,

因而可以在不断开电流回路的情况下进行电流测

量。图 9所示为考虑光路不完全闭合的实际情况

时离 OCT 传感头 30mm 外的外界电流磁场对系

统输出的影响的理论计算结果 。

图 7　多次临界全反射结构的混合型 OCT

Fig.7　Hybrid OCT w ith 20 Critical Angle Reflections

图 8　直角三角形可开口的 OCT 传感头

Fig.8　Right_triangle Shaped Detachable OCT

图 9　外界电流磁场对开口型 OCT 输出的影响

F ig.9　Response Due to Ex ternal Current A round the Senso r

3.2　采用光纤光栅传感及分布式多路测量系统

自从 Bragg 光纤光栅发明以来 ,它已在光纤

通信系统和光纤传感器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文献[ 11]报道了一种采用 Bragg 光纤光栅与 Ter-

fenol_D 磁致伸缩材料并带有温度补偿的测量电

流磁场的传感系统 ,利用磁场和磁致伸缩材料对

光纤光栅的 Bragg 波长进行调制 ,将一对光纤光

栅按特定的结构固定 ,使得磁致伸缩效应对两只

光纤光栅的 Bragg 波长的调制效果相互叠加而温

度的影响相互抵消。如图 10所示 ,两只 Bragg 光

栅垂直放置 ,两者分别感受横向磁致伸缩与纵向

磁致伸缩效应 。但由于横向磁致伸缩与纵向磁致

伸缩的方向相反 ,而热膨胀效应引起的伸缩方向

是各向同性的 ,因而两只光纤光栅 Bragg 波长移

动的差值使得横向和纵向磁致伸缩效应叠加 ,但

温度效应相互抵消。补偿后的磁场调制型光纤光

栅在 22°C ～ 80°C 的范围内 , 波长变化仅为

0.11nm ,其温度灵敏度是温度补偿前的 1/10。

由于光纤光栅输出的是波长移动信号 ,很容

易实现集中分布式多路信号检测 ,将多个磁致伸

缩和电致伸缩材料与其相应的光纤光栅串接在一

起 ,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电流和电压或电场和磁

场的多路分布式集中检测 ,这种系统在电站中尤

其具有实用性 。

图 10　带温度补偿的光纤光栅电流磁场传感器

Fig.10　Fiber Bragg Grating Based Current

　　Senso r with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4　基于光纤传感 、光纤监控 、光纤通
信及光纤继电保护的光纤局域网

　　电站中的测量 、控制和继电保护 ,传统上都是

通过同轴电缆将电气传感器测量的电信号传输到

控制室 ,然后通过载波 、微波等方式传到上一级的

管理系统 。这种传统的结构在电站恶劣的环境条

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电磁场的干扰 ,电站现场

与上一级管理层之间的联系也缺乏快速性 、实时

性和灵活性。当系统容量增大 、信号增多时 ,设备

与设备之间以及设备与控制室之间的通信传输结

构越来越复杂 。随着光纤传感技术和光纤网的快

速发展 ,光纤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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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目前光学电流互感器 、光学电压互感器 、光纤

分布式温度传感器 、光纤电力故障监测仪以及光

纤远距离继电保护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

展 ,并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因此 ,将光纤传感 、光纤

监控以及光纤保护连接在一起 ,形成分布控制系

统 ,并与上一层的光纤局域网和电力部门的局内

网相联 ,对传统电力系统进行适当的技术改造 ,已

是水到渠成了。

　　如图 11所示 ,用星形光纤耦合器将电站内的

光纤测量变送单元与控制单元及保护单元连接起

来 ,并与控制室内上一层的光电信号处理接口 、计

算机局域网和 Internet相连 。而每个功能单元又

有独立的光纤局域网 ,如检测单元用光纤星形耦

合器将 OCT 、OPT 以及光纤温度传感器 、光纤局

部放电检测 、光纤电场磁场分布检测 、光纤泄漏电

流监测 、光纤污秽测量等光纤传感器连接起来形

成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而继电保护中又有独立

的母线保护光纤局域网 、变压器保护光纤局域网

等等。另外 ,采用最新的集成芯片研制网络传感

器 ,可以通过 Internet 直接对每个电气设备进行

访问 ,以便远距离地实时监控大型设备的运行参

数和工况 。随着光纤传感器和光纤通信技术的成

熟 ,以及在恶劣的电站环境中 、光纤系统所显示的

绝对优越性 ,用光纤系统取代电气系统是未来电

图 11　基于光纤传感 、光纤监控 、光纤通信及光纤继电保护的光纤局域网

F ig.11　Optical Fiber LAN for Fiber Sensing , Fiber Monitoring , Optical Communication and Optical Relay P rotection

站建设和改造的必然趋势 ,并且这种技术不仅适

用于变电站 ,也同样适用于发电厂 、水电站和抽水

节能电站 ,对整个电力工业都有重要影响。

5　总　结

本文总结了多年来在光电式互感器领域所进

行的一些重大的研究项目 ,报道了光电互感器的

一些最新研究方向和成果 。通过对从 110kV 三

相OCT 到 500kV组合式光学电流电压测量系统

(OMU)等实际项目的研究 ,在 OCT 的研发方面

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在与电力部门加强广泛

联系并开发实际产品的同时 ,进行有关光电互感

器中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不断跟踪和预研 ,并最终

形成集光纤传感 、光纤监控 、光纤通信及光纤继电

保护于一体的光纤局域网即光纤化的电站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光纤技术将在

电力系统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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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ptical Current and Voltage

Transducers for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YI Bensh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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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In elect rical pow er indust ry , optical sensors are inherently advantageous over convention-

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In this paper ,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 of some high voltage op-

tical current and optical voltage t ransducers are repo rted in detail.A three_phase optical current

transducer w as developed and put into use in a real 110kV elect rical substat ion.The calibrated ra-

tio errors within rated current range is less than 0.2%.By employing opt ical insulators , the optical

current t ransducers are w ith good insulation , light weight and small size.At the same time , the

combined current and voltage optical metering uni t(OMU)for 500kV power sy stem is present-

ed.In the OMU , the BGO cystal and flint g lass w ere used as sensing elements for high voltage and

electrical current , respectively.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optical current sensor

and optical voltage sensor w ere of good linearity.The specifically designed insulator for 500kV

high voltage system w as a optical insulator embedded in a conventional porcelain column.

Some new technologies used in optical current sensors recent ly are discussed as well.These

new sensors include:bulk glass optical current senso r with an adjustable multi_ring closed optical

path , hybrid type bulk glass sensor w ith mult iple crit ical angle ref lections for sensi tivi ty enhance-

ment , right_triang le shaped detachable Faraday effect current clamp and fiber Bragg grating based

magnetostrictive senso r for DC current measurements.

The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used in power system in the future for optical sensing , optical

monitoring , opt ical communication , optical relay pro tection and optical local area netwo rk are in-

troduced as a conclusion.

Key words:optical current transducer;optical voltage t ransducer;f iber Bragg g rating;optical fiber

monitoring;optical fiber relay protection;optical fiber local area ne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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