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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选频滤波特性校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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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开展针对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选频滤波特性的校准工作，提出一种基于增益误差值的判定方法。通过

研究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的选频滤波特性，理论推导其判定指标。研究发现，在干扰幅值倍数 α=1且滤波器衰减

倍数 β≤0.5时进行选频滤波校验，测试仪最大的增益绝对误差应小于 0.969 1 dB，此时选频滤波特性符合测试仪

-6 dB带宽应小于扫描频率的 2%的要求。提出的判定方法高效、可靠，可支撑测试仪选频滤波校准工作的开展，用

于提高测试仪选频滤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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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librate the selective fil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er winding deformation tester
(TWDT), a determination method based on gain error value is proposed. By researching the selective fil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er winding deformation tester, determination indexes are deduced theoretical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the disturbance amplitude time α is 1 and filter attenuation time β is lower than 0.5,
the  maximum  gain  absolute  error  of  tester  is  less  than  0.969 1  dB,  and  at  this  time,  selective  filtering
characteristics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at the -6 dB bandwidth of tester should be less than 2% of the
scanning frequency.  This  method is  efficient  and reliable,  and it  can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ective
filtering calibr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selective filtering performance of tester.
Keywords:  calibration;  transformer;  winding deformation tester;  frequency response analysis;  selective
filtering characteristics

0    引　言

变压器是电网的核心设备，绕组变形是电力变

压器最常见的内部故障之一。在电动力和机械力的

作用下，绕组的尺寸或形状发生不可逆的变化，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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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发生局部变形后，即使没有立即损坏，也有可能

留下严重的故障隐患[1-3]。《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

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4]和《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

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5]把变压器绕组变形试验放

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规定频响法测试绕组变形为

110（66）kV及以上变压器必须进行的试验项目。

对变压器绕组变形进行测试，通常采用基于频

率响应分析法（frequency response analysis，FRA）的

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6-8]（以下简称测试仪）。频

率响应分析法将变压器的等值电路当作是共地的二

端口网络，当绕组变形后，内部参数变化将导致传

递函数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和比较变压器的频率响

应特性曲线，可发现变压器绕组是否发生变形[9-10]。

测试仪具备一个正弦波激励信号输出接口和两

个独立的信号检测接口[11]，作为一种测试仪器，其通

用技术部分应符合 GB/T 6587——2012 《电子测

量仪器通用规范》[12]的要求。为满足现场测试，减

小其他频率信号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其抗干扰能

力，即选频滤波性能（滤掉除扫频信号以外的干扰

信号的能力），作为测试仪的基本功能要求。在电

力行业标准 DL/T 911——2016 《电力变压器绕组

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方法》[13]中虽然已经提及，但

缺乏对应的校准方法对该性能指标进行科学的评估

和判定。为判定测试仪选频滤波性能，一般采用频

谱分析仪进行测试。然而，测试仪扫频信号输出和

响应信号检测均集成在仪器内部，响应信号检测端

的滤波器性能测试需要拆解或破坏测试仪[14-15]。因

此需要研究一种更有效、直接的判定方法，便于测

试仪校准时对选频滤波特性进行判定。

本文开展对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的选频滤波

性能测试研究，提出相应的判定方法，并对 HR
1000、TDT6U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选频滤波性

能进行测试。通过开展四川电力生产单位变压器绕

组变形测试仪器现场判定试验和性能评价工作，证

实了提出的方法可靠，符合测试仪实际的工作情

况。最后对提高测试仪的选频滤波性能提出建议。

1    频率响应分析法

绕组局部变形后，绕组的相对电阻、电感、电容

等参数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测量绕组变形的基础。

自 1966年 Lech和 Tyminski提出了低压脉冲法

（LVI）确定变压器是否通过短路测试后，一系列的

变压器绕组变形检测方法已在国内外发展，例如低

电压短路阻抗、频率响应分析法（FRA）、扫频阻抗

法、振动检测法等。

变压器绕组在一定频率范围可等效成二端口电

路网络。它由有限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可看作由

串联电容 Cs、并联电容 Cg、电感 Lij、互感 Mn 和电

阻 R构成的 π型电路[16]，图 1为变压器绕组的等效

电路。

图 2为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 transformer
winding deformation tester，TWDT）测试接线图。正

弦激励信号 Vs(ω)注入绕组的一端，通过激励信号

检测端口测得的 Vs(ω)用 V1(ω)表示，响应信号

V2(ω)由响应检测端口在绕组的另一端测得。通常用

V1(ω)和 V2(ω)这两个信号的均方根值计算电压比，

结果以对数刻度上的频率和振幅的形式给出，其表

达式为

H(ω) = 20log10

V2(ω)
V1(ω)

(1)

2    选频滤波判定方法

2.1    判定原理

根据 DL/T 911——2016对选频滤波性能的要

求，其－6 dB带宽应小于扫描频率的 2%，即测试仪

的选频滤波功能对检测到的位于输出正弦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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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压器绕组等效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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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WDT 测试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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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处的信号，应至少衰减为该信号原幅值的二

分之一。干扰信号对测试仪的影响主要是对激励信

号输出的幅值造成干扰，使响应信号检测端口的正

弦信号有效值发生变化，影响增益检测的准确度。

因此，可通过增益检测值来判断选频滤波性能

是否满足要求。基本思路是将 DL/T 911——2016
提出的频带衰减要求转换成增益要求，利用测试仪

的增益检测结果对选频滤波特性进行间接判定，利

用增益检测的误差值表示测试仪选频滤波特性优劣

程度。

|∆δ|

选频滤波判定试验接线图如图 3所示。设置测

试仪为单频点检测模式，输出固定频率的正弦信

号，信号发生器输出已知频率和幅值的正弦干扰信

号；加法器将测试仪输出的信号和信号发生器输出

的信号同相相加后用标准衰减器进行衰减；计算测

试仪检测的增益值与已知的标准衰减器的误差，若

误差小于判定值 ，即可认为选频滤波性能满足

要求。

2.2    判定指标推导

设测试仪输出正弦信号 V1(t)的频率为 f0，幅值

为 A，相位为 φ0；信号源输出正弦信号 V2(t)作为干

扰信号，频率为 k 倍信号 V1(t)的频率，即 kf0，幅值

为 α 倍信号 V1(t)的幅值，即 αA，相位设为 φ1，则有：{
V1(t) = Asin(2π f0t+φ0)
V2(t) = αAsin(2πk f0t+φ1)

(2)

加法器为同相比例相加，设比例系数为 1，经过

加法器后的信号 V(t)表达式为
V(t) = V1(t)+V2(t) (3)

设衰减器的衰减量为 δ dB，即信号幅值衰减输

入信号的 10δ/20 倍，则通过标准衰减器后的信号

Vδ(t)表达式为

Vδ(t) = A×10
δ

20 sin(2π f0t+φ0) +

αA×10
δ

20 sin(2πk f0t+φ1)
(4)

测试仪内部对输入信号在频率 f0 处具有选频

滤波功能，会对除 f0 以外信号幅值衰减。测试仪响

应信号检测端口的输入信号为 Vδ(t)，设测试仪选频

滤波器对频率为 k 倍 f0 输入的干扰信号幅值衰减

为 β 倍，则经过测试仪选频滤波后的信号 Vout(t)为

Vout(t) = A×10
δ

20 sin(2π f0t+φ0)+

αβA×10
δ

20 sin(2πk f0t+φ1+φ2)
(5)

式中 φ2 为滤波器对干扰信号的移相角。

测试仪按照下式计算扫频增益 Am，其表达式为

Am = 20log10

(
Vout

Vin

)
dB (6)

其中 Vout 和 Vin 为正弦信号的均方根值。

Vout(t)的信号均方根值 Vout_rms 由下式给出：

Vout_rms =

√√√(
A×10

δ

20

)2

2
+

(
αβA×10

δ

20

)2

2
(7)

测试仪激励信号检测端测得输入的激励信号均

方根值 Vin_rms 由下式给出：

Vin_rms =
A
√

2
(8)

测试仪输出正弦信号频率下的理论增益 δf0 为

δ f0 = 20log10



√
(A×10

δ

20 )
2

2
+

(αβA×10
δ

20 )
2

2
A
√

2


=

20log10

( √
1+α2β2×10

δ

20

)
=

δ+20log10

√
1+α2β2

(9)

选频滤波判定时可用绝对误差来表示，由于外

接的标准衰减器衰减量 δ 已知，所以，不同参数对

选频滤波校准的影响可用下式来表示：

∆δ = |δ− (δ+20log10

√
1+α2β2)| =

|20log10

√
1+α2β2|

(10)

从式（10）可知，影响选频滤波性能指标的因素

为外部干扰信号对激励信号的幅值倍数 α 和滤波

器自身对干扰信号的衰减倍数 β。
根据要求，测试仪对检测到的位于（1±2%）倍

输出正弦频率值处的信号应至少衰减为该信号原幅

值的二分之一，即 β≤0.5。试验时设输入干扰信号

IN
OUT

IN
OUTIN示波器

加法器 标准衰减器

V1

V2

Vs

绕组变形测试仪

IN

IN

OUT信号发生器

Vs. 正弦信号输出接口； V1. 激励信号检测接口； V2. 响应信号
检测接口。
 

图 3    试验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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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值与测试信号的相同，即 α=1，可以得出判定的

指标为

∆δ = |20log10

√
1+α2β2|≤

20log10

√
1+0.25 = 0.9691

(11)

因此，在此种情况下选频滤波校准的指标为
|∆δ|≤0.9691 dB (12)

α = 1

表 1给出了不同选频滤波衰减指标下的校准理

论要求（ ）。

3    试验验证

为验证提出的选频滤波性能试判定方法的正确

性，选用目前国内各电力企业普遍配备的两种变压

器绕组变形测试仪 HR1000和 TDT6U进行验证，

两种 TWDT的参数如表 2所示。

选频滤波判定试验的接线按图 3进行连接，试

验步骤为：

1） 测试仪设置为单频点扫描检测模式，扫描频

率 Fo 分别设置为 1，10，100，500，1000 kHz；
2） 数字示波器同时测量加法运算器两个输入

端的信号幅度及频率；

3） 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信号，频率分别设置

为 0.98 Fo 和 1.02 Fo，设置输出幅值与测试仪输出正

弦波信号幅值相同；

4） 加法器由宽带运算放大器搭建而成，幅值运

算线性度宜优于 1%，用于把测试仪和信号发生器

输出的正弦波信号进行同相比例相加，比例系数取

为 1；
5） 选择标准衰减器的衰减量为-20 dB。
在测试仪以频率 Fo 进行单频点扫描检测过程

中，分别记录施加频率为 0.98 Fo 和 1.02 Fo 正弦波

信号时的扫频增益检测数据，试验结果记录如

表 3所示，试验数据绘制折线图如图 4所示。

图 4表明了不同中心频率处外加干扰信号的检

测增益值。可以看出，在低频段（1~100 kHz）选频

滤波性能最好，干扰信号对测试仪的增益检测影响

最小；在中频段（100~600 kHz），干扰信号对测试仪

增益检测准确度的影响开始凸显，检测结果在一个

较小范围内波动；在高频段（>600 kHz），干扰信号

对增益检测准确度的影响最大，出现最大 0.6 dB
的检测误差，但是仍然满足<0.9691 dB的选频滤波

指标。因此，从表 3和图 4可以判定，试验采用的

两个测试仪选频滤波性能均符合 DL/T 911——2004
的要求。

表 1    不同衰减下的判定指标

β 衰减分贝/dB ∆δ

1/2 -6.0206 0.9691

1/3 -9.5424 0.4576

1/4 -12.0412 0.2633

1/5 -13.9794 0.1703

表 2    TWDT 仪器参数

型号 频率误差 幅值误差 频率范围 动态范围

HR1000 <0.01% ±0.5 dB 10 Hz~2 MHz -100 ~20 dB

TDT6U 0.005% ±0.5 dB 100 Hz~2 MHz -100 ~20 dB

表 3    实验结果

（1±2%）Fo 干扰信号/kHz A测试仪测试值/dB B测试仪测试值/dB

0.98 -19.967 -19.962

1.02 -19.984 -19.976

9.8 -19.968 -19.964

10.2 19.972 -19.968

98 -19.960 -19.962

102 -19.962 -19.959

490 -19.859 -19.962

510 -19.885 -19.998

980 -19.362 -19.887

1020 -20.053 -19.518

−21.0

−20.5

−20.0

−19.5

−19.0

10.2 1 02098051049010298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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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选频滤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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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心频率±2%的选频范围，随着频率增

加，选频滤波的中心频率频带增大。扫频为 1 kHz
时，选频带宽为 0.98~1.02 kHz，测试结果受 0.04 kHz、
较窄带宽的干扰信号影响；扫频信号 1 000 kHz时，

选频带宽为 980~1 020  kHz，测试结果受 40  kHz、
较大带宽的干扰信号影响。因此，为提高测试仪选

频滤波性能，模拟滤波时应在高频段设计具有较好

滤波性能的滤波器，数字滤波时应提高高频段采样

精度和增加采样点数。

4    结束语

针对基于频率响应分析法的变压器绕组变形测

试仪选频滤波性能要求，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选频

滤波性能判定方法，即外接干扰信号的情况下进行

增益检测。当检测的增益绝对误差小于给定值时，

判定选频滤波性能满足要求，并给出了详细的推导

过程和判定依据。研究发现：

1） 由于采用检测增益的绝对误差值判定，因

此，判定指标与试验时标准衰减器具体值无关，在

试验时无需选择特定的衰减器，但应知其衰减量。

2） 本方法属于综合判定法，将 DL/T 911——
2016提出的频带衰减要求转换成增益要求，采用增

益绝对误差值间接表示，利用测试仪的检测结果对

选频滤波特性进行综合判定，无需拆卸测试仪内部

的选频滤波器，符合现场测试和校准以及仪器的工

作原理。

3） 测试仪工作在低频段（1~100 kHz）、中频段

（100~600 kHz）时，仪器选频滤波性能较好，干扰信

号对增益检测影响较小；处于高频段（>600 kHz）
时，增益检测值误差增大，但仍然能满选频滤波的

指标要求。为了分析测试仪的选频滤波性能，可在

高频区间设定更多频率点进行试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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