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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6300-2004

前 言

本标准代替JB/1' 6300一一1992《控制用电压互感器》。

本标准与JB/T 6300-1992《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编写格式按照GB/'r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
— 产品型号编制按JB/f 3837《变压器类产品型号编制方法》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 将 “检验规则”章标题修改为 “试验项目’，，并增补了关于试验分类的内容，删除了关于进行

    型式试验的必要条件;

— 增加了“标志”一章，并将有关铭牌和端子标志的规定纳人该章:
— 补充了“包装、运输、贮存及出厂文件”一章中有关出厂文件的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互感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PC22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变压器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朝晖。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JB/1' 6300一 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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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用电压互感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试验项目、试验方法、

标志和包装、运输、贮存及出厂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6k V及以下电压等级、频率为50Hz或60Hz的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和5kV及以下电压

等级的直流控制用电压互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11.1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GB 311.1一]997, neq IEC 60071-1:  1993;
    GB/T 507绝缘油 击穿电压测定法(GBIT 507-2002, eqv IEC 60156:  1995)

    GB 1207 电压互感器 (GB 1207-1997, eqv IEC 60 186:  1987)

    GB 1208 电流互感器 、GB 1208-1997, eqv IEC 60 185: 1987)
    GB/T 2900.15-1997 电工术语 变压器、互感器、调压器和电抗器(neq EEC 60050-421: 1990, IF.C

60050-321:  1986)

    JB/T 3837 变压器类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JB/T 9652-1999 控制用电流互感器
    JBIT 10433-2004 三相电压互感器

3 术语和定义

    GB 1207, GBIT 2900.15和JB/T 1043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 controlling voltage transformers
    供供电、电控和变流设备用于电气测量、电压反馈和电气保护的电压互感器

3.2

    直流电压互感器 DC voltage transformers   (direct current type voltage transformers)

    用于直流系统中测量直流电压或给控制装置提供正比于主电路电压信息的一种互感器。
3.3

    零磁通或电流比较(补偿)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s with zero magnetic flux or current
comparision   (compensation)
    具有补偿绕组，带检测元件或不带检测元件，铁心工作磁通为零的电压互感器。

3.4

    零磁通或电流比较(补偿)直流电压互感器 DC voltage transformers with zero magnetic flux or

current comparision   (compensation )
    具有励磁 (或调制)绕组，带检测元件或不带检测元件，铁心工作磁通为零的直流电压互感器。

3.5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 directive voltage-transformation voltage transfo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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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电压通过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成正比例关系而直接变换的电压互感器
3.6

    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 indi概。vevo.怕ge.tra璐fo~ donvoltagetransformers
    一种由电阻和电磁单元组成的互感器。其设计和内部接线使电磁单元的二次电压与施加到电阻与变

流器一次绕组串联的一次回路的电压成正比。

4 产品分类和型号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直流电压互感器:双相直流电压互感器:交直流电压互感器。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型号按JB厅3837的有关规定.其型号字母涵义见表1
                                      表 1 型号字母涵义

序 号 分 类 涵 义 型号字母

1 型 式

    电压互感器

  直流电压互感器

双向直流电压互感器

交直流电压互感器

  J

JZ

JZS

JZJ

2 相 数
单相

三相 瞥

3 绕组外绝缘介质

变压器油 (或合成绝缘液体)

      空气 (干式)

            气体

    浇注成型 (固体)

          绝缘壳

G

Q

Z

K

4 用 途
测量用

保护用 B

5 电压变换形式
直接

间接 J

6 结构特征
普通

串级 C

7 磁 通

    普通

零磁通补偿型

零磁通调制型

U

l

                      J
                        .

8

一 !

          检测元件

�� �一无
霍尔元件

光电元件

压电元件

              H
一

} G
} 丫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条件

5.1.1 正常使用条件
5.1.1.1 海拔

    海拔不超过l0(洲〕m。
    注:当海拔超过 1以刃111时，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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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环埂温 度

    最高气温:400C
    最高日平均气温:300C

    最高年平均气温:20'C;

    最低气温:一5℃。
    注:当温度超出上述范围时，见5.1.2<

5.1.，.3 相对湿度

    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90%，且该月平均温度不低于250C o

5.1.1.4 大气条件
    大气中无严重影响互感器绝缘性能的污秽及腐蚀性和爆炸性介质。

5.1.1.5 安装条件
    安装场所无严重的振动和颠簸。

5.1.2 特殊使用条件
    若使用条件超出了5.1.1的规定，用户应在订货时明确提出。如海拔、冷却空气温度、抗震等级、

防磁及污秽等级等特殊环境条件。

    对于不符合5.1.1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的互感器，其额定值及试验方面的补充要求 (在规定范围内

的)按GB 1207的规定。

    对于超出规定值的温度条件及特殊运行条件 (例如:冷却空气循环受到限制时)，其温升应由制造

厂与用户协商确定。

5.2 额定值

52.1 额定一次电压

    三相系统相间连接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一次电压为:100V, 220V, 380V, 500V, 660V,
1150V, 3000V, 6000V.

    三相系统相与地间连接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一次电压应为上述电压的1/万。
    直流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一次电压为:110V, 220V, 440V, 500V, 630V, 800V, 1000V, 1250V

1600V, 2500V, 3150V, 5000V,

5.2.2 额定二次电压

    三相系统相间连接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及直流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二次电压为:IOV,  IOOV.

    三相系统相与地问连接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二次电压应为:10/万V, 100/石V,
52.3 额定输出标准值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额定输出标准值为:IVA, 1.5VA, 2VA, 2.5VA, 3VA, 3.5VA, 4VA, 5VA, 6VA,
7.5VA,  IOVA,  15VA, 20VA, 25VA, 30VA, 40VA, 50VA, 60VA. 80VA,    100VA.

52.4 额定电压因数标准值
    额定电压因数标准值按GB 1207的规定。

5.2.5 辅助电源电压波动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辅助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士5%，士10%，士巧%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在辅助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内，其电压误差不应超过5.4规定的限值。

5.3 准确级

5.3.1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准确级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准确级按GB 1207的规定。

5.3.2 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准确级

5.3.2.1 准确级的标称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准确级，以该准确级在额定电压下规定的最大允许电压误差的百分数作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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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保护用电压互感器的准确级，以该准确级在5%额定电压至与额定电压因数相对应的电压范围内的

最大允许电压误差值的百分数作为标称，并在其后标以字母“P "o

5.3.2.2 标准准确级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0.1, 0.2. 0.5, 1, 30
    保护用电压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3P. 6P0

5.4 电压误差和相位差
    在额定频率、额定负荷及功率因数为1.0时，测量用电压互感器在50%一120%额定电压，保护用

电压互感器在5%额定电压至与额定电压因数相对应的电压下，各准确级电压误差和相位差不应超过表
2所规定的限值，保护用电压互感器在2%额定电压下，其电压误差和相位差不应超过表2所规定的限

值的2倍。

    双向直流电压互感器，正、负电压方向的电压误差均不应超过表2所列限值。
    交直流电压互感器，交流或直流电压误差均不应超过表2所列限值。

                                  表2 电压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类型 准确级
电压误差

  (%)

相位差

(’) erad

  测量用

电压互感器

0.1

0.2

0.5

1.0

3.0

士0.1

士0.2

士0.5

士1.0

士3刀

士10

士20

士40 一
士8。 一
一 {

」 士03
} 一 -

        丰0.6} 一

} 士1.2
{ 12.4
一 一

  保护用

电压互感器 ;:
士3.0

士 6刀

士120

士24U

13.5

士7.0

5.5 密封性能

    油浸式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应能承受持续时间为12h、压力为0.04MPa的密封试验;充气加压的最小

剩余压力不低于。025MPao
5.6 温升限值

5.6.1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温升限值按GB 1207的规定。
5.6.2 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

    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应在辅助电源电压为正偏差时进行温升试验，温升限值按GB 1207的
规定。且附加装置的温升不应超过60K.

5.7 绝缘要求
5.7.1 额定绝缘水平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应能承受符合表3规定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表3 一次绕组绝缘水平

电压等级

    kV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方均根值)

                      kV

0.66 (0.63)

      ()

1.2 (1.25)

    (1.6)

    (2.5)

    (3.0)

    (5.0)

  3

4.2

5.2

6.2

8

10

20

注:括号内数值为直流电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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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等级为RV及6kV的交流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其.次绕组应能承受GB 311.1的规定的额定短
时工频耐受电压。

5.7.2 二次绕组及励磁 (或调制)绕组绝组要求
    二次绕组之间及对地、励〔(或调制)绕组对地，二次绕组与励磁(或调制)绕组之间应能承受额

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均为RV (方均根值))o

5.7.3 附加装置绝缘要求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附加装置应能承受符合表4规定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表4 附加装置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辅助电硕交流电压 (方均根值)及直流电压

                            v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方均根值)

                      v

    U,共印

团<认成300

300<认X660

1000

2000

2500

57.4 绝缘油的 电气 强度

    绝缘油应能满足油浸式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使用条件需要，其击穿电压不应低于40kV ,

5.8 抗电源干扰
    带有半导体逻辑、线性、微处理部件或组件构成附加装置的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应能在来自电网区

快速瞬变电磁干扰的情况下正常工作，并保证其相应的准确级。

5.9 一般结构要求

5.9.1 外壳防护等级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外壳防护等级为B'OO.

5.9.2 接地姐性和接地符号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应有直径不小于8mm的接地螺栓、或其他供接地用的零件。接地处应有平整的

金属表面，且应有可靠的防锈镀层或采用不锈钢材料，并在其旁边标有明显的接地符号“吉’，

5.9.3 出线端子

    出线端子应按GB 1207和JB/1' 10433的规定。

5.10 短路承受能力

    短路承受能力应按 GB 1207的规定。

6 试验项目

6.1 试验分类

    本标准所规定的试验分为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

    型式试验:对每种型式互感器的一台所进行的试验，用它验证按同一技术规范制造的互感器均应满
足除例行试验外所规定的要求。

    注:在一台互感器上进行的型式试验，对于其他具有较少差别的互感器，可认为是有效的.但此差别应经制造厂与

用户协商同意。

    例行试验:每台互感器都应经受的试验。
6.2 型式试验

    下列试验项目是型式试验。其详细说明见有关条文。

    a)雷电冲击耐受电压试验 (见7A);

    b)抗电源干扰试验 (见7.8);

    c)温升试验 (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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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短路承受能力试验 (见7.6).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绝缘试验项目应在同一台互感器上进行。
    互感器在承受本条规定的绝缘试验后。应经受6.3所规定的全部例行试验
    注:上述列项排序并不是规定的试验顺序。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常规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常规产品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周期性检验;
    c)常规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且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产品长期停产后又重新恢复生产时:

    e)例行试验结果与前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3 例行试验

    下列试验项目是例行试验，其详细说明见有关条文。

    a)外观检查;

    b)出线端子标志检验 (按5.9.3);

    。)绝缘油电气强度试验 (按7.9):
    d)密封性能试验 〔按7.10);

    e)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按7.2):

    f)感应耐压试验 (按7.3) ;

    9)误差测定 (按7.7).
    除项目9)误差测定是在项目b), e)及f)试验后进行外，其余试验项目的前后顺序或可能的组合

均未标准化。

试验方法

  试验的一般要求

7.1.1 试品

    试验应在制造完成的产品上进行。
7.1.2 环境

    试验应在周围气温为10̀C --40℃下进行 (温升试验时.周围气温变化不应超过 IOK)，且试验前试

品的温度应与周围气温无明显差异。

    试验地点无影响测量准确度的外来干扰 (例如:强电磁场、热源、日照、强气流等)。
7.1.3 测，仪表

    试验中使用的测量仪表，必须是按规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验合格者.以保证测量准确度符合要求。
    基准 (标准)互感器的准确级至少比被试互感器的准确级高出两个等级。

7.1.4 电源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交流试验电源波形应为近似正弦波，且三相电源应基本对称。控制用直流电压

互感器的直流试验电源纹波不应超过4%.
    试验电源应保持电压 〔或电流)的相对稳定。

7.2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应按GB 1207和JB/1' 10433的规定。附加装置电路中的元、器件如按其相
关标准规定不能承受本标准规定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值时，应将这些元、器件或短接、或拆除、或

对其采取相应的绝缘措施。
7.3 感应耐压试验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感应耐压试验应按GB 1207和JBfr 1043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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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试验
    一次绕组的雷电冲击耐受电压试验应按GB 1207和JB/T 10433的规定。

7.5 温升试验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温升试验按GB 1207的规定。
    注:附加装置的温度应用热电偶法或温度计法侧量，附加装置的装设位置应避开空气流动和热辐射

7.6 短路承受能力试验

    短路承受能力试验应按GB 1207和JB/T 10433的规定。

7.7 误差测定
    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定应按GB 1207和JB/T 10433的规定。
    间接电压变换型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定应按GB 1208和JB/T 9652的规定，并对其串联电阻进行偏

差测定，其偏差不应超过表5所列的限值。
                                  表5 串联电阻偏差限值

互感器准确级

      0.1

      0.2

      0.5

      1.0

      3.0

      3P

        6P

电阻偏差 %

    土。.05

    士0.1

    士。.2

    士0.5

    士1.5

    士1.5

    十3.0

7.8 抗电源干扰试验

    将下列参数的尖脉冲电压以共模方式叠加在受试互感器的附加装置的交流电源上。

    a)脉冲电压幅值 (500负载时):)1000V;
    b)脉冲上升时间:蕊5ns:

    。)脉冲持续时间 (50%幅值时):O.1Ns-211s;
    d)脉冲周期:20ms;

    e)脉冲极性:正 (+)或负(一):
    f)脉冲相位:00 -3600。
    抗电源干扰试验应结合7.7进行。试验时，干扰脉冲的正 (+)、负(一)极性分别进行，每次时

间不少于 l nun，其脉冲相位在0' -360。往返2--3次。

7.9 绝缘油电气强度试验
    绝缘油的电气强度试验按GB/T 507的规定。

7.10 密封性能试验
    将互感器静放4h后，按5.5的要求试验。

S 标志

8.1 接线端子标志

    接线端子标志应位于端子表面或近旁处且清晰牢固。并符合GB 1207和JB/T 10433的规定。
    接线端子标志:

    A. B. C. N— 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端子;

    a, b, c, n—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端子:
      十”、“一”— 直流辅助电源输人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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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流辅助电源输人端子
8.2 铭牌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提供的铭牌应由不受气候影响的材料制成 并安装在明显位置
    铭牌应标志出下列内容:

    a)国名;

    b)制造单位名称 (名称中如不包含所在地名时，应同时标出所在地名);

    c)互感器型号及名称;

    d)标准代号:
    e)额定频率:
    f)相数:

    9)额定绝缘水平:
    h)绝缘耐热等级 (A级绝缘不必标出):

    i)额定一次电压、额定二次电压、额定输出及对应的准确级:

    J)互感器的总重量及油浸式互感器的绝缘油重量，单位为kg;

    k)产品序号:
    1)制造年月。
    附加装置还应标出:

    m)辅助电源电压.单位为V;

    n)辅助电源容量 单位为VA (< IOOVA可不标出);

    0)附加性能数据:
    P)接线原理图

9 包装、运输、贮存及出厂文件

9.1 包装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的包装，应保证产品及其组件、零件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致损坏，供电气连接
的接触面不应锈蚀

92 运输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在运输过程中应无严重的振动、颠簸和冲击现象，运输中还应防止雨淋和风雪直
接浸人

93 贮存

    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应贮存于干燥通风的场所，周围环境不应有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与尘
埃

9.4 出厂文件

    每台控制用电压互感器应附有下列出厂文件:

    a)产品合格证:

    b)例行试验记录:

    c)产品使用说明书:
    d)产品备用件一览表 (如果有备用件):
    。)产品拆卸件一览表(如果有拆卸件)

    出厂文件应妥善包装，防止受潮。
    根据用户要求，制造企业可提供本标准规定的有关型式试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