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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满足国家电网安全运行和有效的安全维护，对高压输电线路进行雷击检测并采取必要防

雷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针对普通的ＰＣＢ罗氏线圈容易受电磁干扰和安装工艺影响而降低测量精度的问

题，设计了一种Ｃ型多层的ＰＣＢ罗氏线圈作为雷击电流检测传感器。以ＭＳＰ４３０处理器为核心，完成了

整个电路系统设计和实际装置的研发。在分析了电磁干扰和安装工艺影响基础上，增加了抗干扰措施，

有效降低了干扰。实验结果表明，系统最大检测误差为４０％，满足了实际应用需求。该系统雷击电流

波形和幅值对输电线路进行差异化防雷设计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成本低廉，易于推广普及。

关键词：雷击电流检测；ＰＣＢ罗氏线圈；Ｃ型多层；ＭＳＰ４３０

中图分类号：ＴＰ２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引 言

由于电网中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和人员伤亡，因而及时地监测避雷器运行状态和

评估避雷器健康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电网的事故

以输电线路的故障占大部分，输电线路的故障又以

雷击跳闸占的比重较大，尤其是在山区的输电线路

中，线路故障基本上是由于雷击跳闸引起的。避雷

器在露天环境中安置，老化或者受潮会导致避雷器

的保护能力下降，严重时造成电网大范围停电事故。

电网系统易受雷击产生故障，输电线路故障检测、定

位是输电线路运维工作的重点［１２］。雷击电流波形

和幅值对输电线路进行差异化防雷设计具有指导意

义，研究有效测雷和防雷措施是确保电力系统正常

运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在雷电流监测领域的研究取

得了众多具有价值的成果。江天炎等人进行了罗氏线

圈检测励磁变压器中脉冲干扰信号仿真试验研究［３］，提

出了用磁钢棒测量法和磁带测量法检测雷击电流的幅

值［４５］，用行波法实现故障定位［６］，设计了雷电定位系

统［７］、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 （罗氏线圈）［８］、ＰＣＢ（Ｐｒｉｎ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ｏａｒｄ：印制电路板）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检测雷击电流波形和

幅值［９］，罗氏线圈防雷领域的研究［１０］，罗氏线圈电子式

电流互感器谐波测试方法和 ＣＰＵ系统隔离回路解决方



案［１１１２］等。雷电定位系统相对价格较高，行波法因为高

频分量被衰减导致精度降低。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电流传感

器各方面性能优越，但是普通的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是将导线

（漆包线）均匀地绕在环形非铁磁骨架上制成，其绕制过

程通常是由手工或绕线机来完成的［１３］。在批量化生产

中，很难做到线圈均匀绕制，不利于产业化发展。采用

罗氏线圈为轻便大口径柔性传感器［１４１５］，既便于安装又

便于携带，同时能够适应各种电缆直径。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

线圈成本低，便于批量生产，但是测量灵敏度低，而且安

装不方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 Ｃ型 ＰＣＢ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暂态电流采集方法，具有成本低、便于批

量生产、安装方便、检测灵敏度高的特点，对我国实现电

力系统雷击电流检测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方面发

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１ 系统原理

如图１所示，当设备遭遇雷击时，输电线路或设备

的避雷器上会瞬间流过雷击电流，远程雷击检测仪启

动，记录雷击时间，捕捉雷击的定位。然后将雷击的时

间，地点等信息发送到监控服务器，配置软件记录上述

信息后，通过监控服务器转发到任意的其他客户端，如

手机客户端、ＰＣ客户端等。

图１ 避雷器雷击智能计数仪广域监测系统框图

远程雷击检测仪由两个雷电流传感器、一个测量主

机组成，能同时监测正反两路雷电流信号。如图 ２所

示，系统前端采用独立研发的Ｃ型多层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雷

电流互感器用来检测１００ｋＡ以上的雷电流，用积分电

路处理后，经峰值检波和测量触发电路，低功耗 ＣＰＵ

ＭＳＰ４３０处理器进行数据采集，应用 ＧＰＳ定位技术、ＲＦ

短距离数据传输及 ＧＳＭ技术，实现对雷电流的远程实

时检测功能。

图２ 远程雷电流测试仪系统框图

选择 ＡＤ公司的一款低功耗、低噪音模数转换芯片

ＡＤ７６５５实现模数转换；处理器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ＴＩ）的低功耗芯片 ＭＳＰ４３０Ｆ１４９；存储器用 Ｍ２５Ｐ３２

ＶＭＷ６ＴＧ串行 Ｆｌａｓｈ存储芯片。

为了便于测量数据的获取，设计了两种通讯方式，

一种是在现场用便携式笔记本通过ＲＦ模块射频通讯方

式接收数据（通信距离１５００ｍ以内），另一种是通过短

信ＧＳＭ方式发送至监控终端。

２ Ｃ型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及电流检测

２１ 罗氏线圈测电流原理

传统的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将导线均匀地绕在非磁性材

料的框架上，有大电流 ｉ（ｔ）的导线垂直穿过线圈的中

心，导线输出端能感应出反映电流ｉ（ｔ）大小的电压信号

ｕ（ｔ）的测量装置。定义：Ｈ为线圈内部的磁场强度；ｈ

为截面高度；μ０为真空磁导率，μ０ ＝４π×１０
７Ｈ／ｍ；

ｕ（ｔ）为线圈两端的感应电压；Ｎ为线圈匝数；ａ、ｂ为线

圈横截面的内径和外径；非磁性环形骨架中心距中轴被

测电流距离为 ｒ；每匝线圈横截面积为 Ｓ。当被测电流

ｉ（ｔ）沿轴线通过线圈时，在环形绕组所包围的体积内产

生相应变化的磁场Ｈ。依据安培环路定律得：

ｉ（ｔ）＝∮Ｈｄｌ （１）

Ｈ＝ｉ（ｔ）／２πｒ （２）

Ｂ＝μ０Ｈ＝μ０ｉ（ｔ）／２π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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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电磁感应定律，穿过感应线圈的感应电动

势为：

ｅ＝－ｄφｄｔ （４）

φ＝∮ＢｄＳ＝∮μ０ｉ（ｔ）２πｒ
ｄＳ＝

　　∫
ｂ

ａ

μ０ｉ（ｔ）
２πｒ

ｈｄｒ＝
μ０ｉ（ｔ）
２π

ｈｌｎｂａ

（５）

所以罗氏线圈输出的感应电动势：

ｕ（ｔ）＝－ｄφｄｔ＝－
μ０Ｎｈ
２π
ｌｎｂａ

ｄｉ（ｔ）
ｄｔ ＝

　　 －Ｍｄｉ（ｔ）ｄｔ

（６）

其中：Ｎ为线圈匝数，互感系数Ｍ为：

Ｍ ＝ｕ０Ｎｈｌｎ（ｂ／ａ）／２π （７）

由式（６）可知，罗氏线圈输出的感应电动势ｕ（ｔ）与

被测电流的微分信号成正比，比例系数即为互感系数

Ｍ，式（７）表明 Ｍ的大小与线圈的结构和线圈匝数决

定。因此，罗氏线圈输出信号经过一个积分器后就可以

得到被测电流波形，所以用罗氏线圈能够测量电流。

２２ 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

传统的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在批量化生产中很难做到线

圈均匀绕制。随着ＰＣＢ制作工艺的提高，线路尺寸上可

重复生产的精度高，所以采用 ＰＣＢ结构的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

圈得以应用。其与传统电磁式互感器相比，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

ｋｉ线圈具有的体积小、成本低、传输频带宽等优点。实

际应用中，由于双面 ＰＣＢ结构型绕线匝数有限，导致测

量灵敏度较低，为了增加测量灵敏度，设计中采用多层

串联方式提高绕线匝数。两层串联型正反 ＰＣＢ结构的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原理如图３所示。设计中采用多个 ＰＣＢ

板罗氏线圈正反相连安装构成电流检测传感器，增加了

罗氏线圈的匝数，由式（２）可知，这样能产生足够的感应

电动势，能有效提高信号采集的精度，同时，每个ＰＣＢ罗

氏线圈采用正反相间连接方式，消除平行于印制板平面

的磁场干扰。另外，ＰＣＢ板上的布线尽量均匀密绕，减

少匝间和板间电容，减少批量生产的参数差异。

图３ 串联ＰＣＢ型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设计原理图

在实际安装过程中，要断开原有线路，才能把闭环

的线圈套在电力线上，这给安装带来了严重不便。因

此，在设计中对电流检测部分进行了改进，研制了一种Ｃ

型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的新型电流传感器，如图４所示，

将线圈结构改为开口的Ｃ型结构，在开口位置增加了一

个安装定位的锁片Ｋ。安装的时候，先打开锁片Ｋ，通过

缺口将线圈直接套在电力线上，然后闭合固定锁片 Ｋ，

完成安装。

图４ Ｃ型ＰＣＢＲｏｇｏｗｓｋｉ线圈

３ 干扰分析及处理

受安装工艺和外界磁场影响，实际工作状态与理想

状态之间存在干扰的影响，下面对几种干扰情况进行

分析。

３１ 磁场干扰

任意方向的干扰磁场均可分解为垂直于（ｚ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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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于（ｘ轴、ｙ轴）罗氏线圈的磁场，这里分别称为垂

直场和平行场。当罗氏线圈受到垂直磁场 ＢＺ的作用

时，会在线圈上产生感应电动势：

ｅｚ＝－
ｄφｚ
ｄｔ （８）

式中：φｚ为垂直干扰磁场 ＢＺ在线圈中产生的磁通量。

实际输出电压：

ｕｏ（ｔ）≈ｕ（ｔ）＋ｅｚ （９）

为了减少 ｅｚ的影响，设计了特殊的 ＰＣＢ罗氏线圈，

即增加一层ＰＣＢ，沿着 ＰＣＢ线圈骨架中部，绕制一圈与

线匝方向相反的回线，垂直干扰磁场 ＢＺ会在回线上产

生与ｅｚ相反的电动势，从而抵消影响。同时，回线与载

流导体产生的有用磁场方向平行，不会影响被测电流感

应电动势。

为了减少平行磁场干扰，设计中尽可能增加线圈匝

数，减小线圈尺寸，降低线圈对称位置的平行干扰磁场

强度的大小差异，尽可能均匀绕制线圈，及 ＰＣＢ的走线

对称，大小相同的平行干扰磁场产生的干扰电动势相互

抵消。另外，用一个只留中心位置开孔的金属壳把罗氏

线圈屏蔽在里面，减小外磁场的干扰。

３２ 载流导体位置影响

如图５所示，载流导体从ＰＣＢ罗氏线圈的中心位置

Ａ移动了ＫＲ距离到位置Ｂ。Ｒ为ＰＣＢ罗氏线圈外径，Ｋ

为偏心系数，且Ｋ≤１。

图５ 载流导体偏斜示意图

被测电流在Ｃ处线匝产生的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

和磁通分别为：

Ｈ（ｄθ，ｔ）＝ ｉ（ｔ）ｃｏｓα
２π Ｒ２＋Ｋ２Ｒ２－２ＫＲ２ｃｏｓ槡 θ

（１０）

Ｂ（ｄθ，ｔ）＝ｕ０·Ｈ（ｄθ，ｔ） （１１）

ψ（ｄθ，ｔ）＝Ｓ·Ｂ（ｄθ，ｔ） （１２）

其中：α＝ｔａｎ－１ Ｋｓｉｎθ
１－Ｋｃｏｓθ

，θ弧度对应的线圈匝数ｎ＝

Ｎ·θ
２π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ｎ圈线圈的感应电动势为：

ｄ［ｅ（ｄθ，ｔ）］＝－ｎｄ［ψ（ｄθ，ｔ）］ｄｔ （１３）

其中ｄθ表示角度变化量，由式（１０）～式（１３）可得被测

电流在线圈中产生的总的感应电动势为：

Ｅ（ｔ）＝∫
２π

０
ｄｅ（ｄθ，ｔ[ ]） ＝

　　 －∫
２π

０

Ｎθ
２π
·

ｄＳ·ｕ０·
ｉ（ｔ）ｃｏｓα

２π Ｒ２＋Ｋ２Ｒ２－２ＫＲ２ｃｏｓ槡
[ ]θ

ｄｔ ＝

　　 －
ｕ０ＮＳ
４π２Ｒ

·∫
２π

０

ｃｏｓα
１＋Ｋ２－２Ｋｃｏｓ槡 θ

ｄθ·ｄｉ（ｔ）ｄｔ （１４）

由此求得互感系数的相对误差：

ε＝
１
２π∫

２π

０

ｃｏｓα
１＋Ｋ２－２Ｋｃｏｓ槡 θ

ｄθ－１ （１５）

由式（１５）可得，当Ｋ≤０４３时，ε＜００１％，即

实际应用中，载流导体的位置偏心系数 Ｋ小于０４３就

可忽略载流导体偏心导致的互感系数的误差。设计中，

根据安装导向的大小情况设计 ＰＣＢ罗氏线圈的中心孔

径比载流导体稍大，则可保证安装的偏心系数 Ｋ小于

０４３，误差影响可以忽略。

４ 系统测试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ＩＥＣ１０２４《避雷针防雷电

气》、ＩＥＣ１３１２《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均执行１０／３５０ｕＳ和

８／２０ｕＳ雷电波形。国家标准 ＧＢ１１０３２－２０００《交流规

范》、ＧＢ３４８２－３４８３－８３《电子设备雷击实验、导则》均

执行８／２０ｕＳ雷电波形。为验证本采集系统的采集精

度，用冲击电流发生器作为行波源，产生８／２０ｕＳ不同幅

值、不同极性的标准电流波形，用示波器检测结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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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电流检测值，与本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到的结

果见表１。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系统检测的最大误差为

４０％，小于１０％，满足应用规范的要求。

表１ 系统测试结果

预置冲击／Ａ 标准电流／Ａ 测试结果／Ａ 相对误差

＋８０ ＋８２１ ＋７９２ －３５％

＋５００ ＋５３０２ ＋５５１６ ＋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９１ ＋１０１１３１ ＋０２％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１３５７ ＋２５００９５ －０５％

－８０ －７９６ －８１３ －２１％

－５００ －５１１４ －４９２５ ＋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３９６ －１０１００３ －０６％

－２５０００ －２４８８６４ －２５０１１８ －０５％

５ 结束语

本设计采用ＰＣＢ罗氏线圈作为电流检测传感器，设

计了雷击电流检测系统。从理论上分析了电磁干扰和

安装工艺对检测精度的影响。设计中根据分析结果改

进了设计方案，同时，为了增加安装的方便性，将ＰＣＢ罗

氏线圈结构设计为带锁片的 Ｃ型结构，实现了低成本、

便于安装的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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