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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炉滤波补偿改造

恒裕实业汽车零部件分公司有二台 1t铸造中频电炉，中频电炉

属于典型谐波源，产生大量谐波，造成补偿电容器无法正常投入运行，

功率因数达不到供电要求的 0.9 以上，每月产生无功罚款 1.2 万元左

右，变压器温度在夏季达 75度，造成电能浪费，寿命缩短。

一、中频电炉概述

中频电炉铸造车间以 0.4kV 电压供电，其主要负荷为 6脉动整流

中频炉，整流设备在工作中在把交流变为直流的同时产生大量的谐波，

属典型谐波源；谐波电流注入电网，在电网阻抗上产生谐波电压，引

起电网电压电流畸变，影响供电质量及运行安全，使线路损耗及电压

偏移增加，对电网和工厂本身电气设备均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1、中频原理



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将工频 50HZ 整流成脉动的直流电，

可以调节的直流电压 Ud,来调节负载电流。LD 为滤波电抗，是把工

频和中频网络隔开，并把直流电流滤成平化的波形。逆变电路是 8 只

晶闸管组成单相桥式逆变电路，它将直流电流逆变为交流中频电流，

并将它送入负载。负载电路是炉圈与电热电容组成并联谐振。逆变电

路的输出频率受负载电路振荡频率控制，工作在略高于负载振荡频率。

并联变频电路对负载的适应能力特别强，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电

路，主要是用作中频熔炼和透热的电源。

特征谐波分析

中频炉的整流装置为 6 脉动可控整流；

整流装置所产生的谐波为 6K+1 次奇次谐波，采用傅立叶级数对

电流进行分解变换，可知电流波形含有 6K±1 次高次谐波，根据对

中频炉的测试数据，其谐波电流含有量见下表： 6 脉动桥式换流器

谐波电流含有量：（In/I1）

谐 波

次数
5 7 11 13 17 19 23 25

谐 波

含量

0.

23

0.

11

0.

08

0.

07

0.

02

0.

01

0.

007

0.

006

中频炉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谐波，针对中频炉的测试及计

算结果，特征谐波主要以 5 次为最大，7 次，11 次，13 次谐波电流

比较大，电压电流畸变严重。

二、基础数据及系统图



中频炉参数：中频炉由一台变压器独立供电，容量为 2 吨，视在

功率 S=2000KVA，有功功率为 P=1800KW，无功功率为

Q=1020KAR，功率因数为 PF=0.87，供电电压 U=400V，工作电流

I=1750A。

变压器参数：变压器型号为 S11-2500KVA，电压为

10000V/400V，额定电流为 I=2186A。

实际运行参数：视在功率 S=700KVA-2200KVA，有功功率为

P=600KW-2000KW，无功功率为 Q=550KAR-1150KAR，功率因数为

PF=0.6-0.93，工作电流 I=430A-1924A

供电系统图：

三、滤波补偿装置设计依据

根据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19-1993

根据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12326-2000

根据供电系统阻抗和相关参数

根据现场测量结果及仿真计算

四、改造方案

1,目标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中频炉谐波治理设计了整套滤波方案，

综合考虑负荷功率因数、谐波吸收需要和背景谐波，在企业变压

器 2500KVA 0.4KV 低压侧安装一套谐波滤波装置对谐波进行治理。

滤波装置谐波电流的设计满足国标 GB/T14549-93《电能质量 公

用电网谐波》的管理规定。

2,在 0.4KV 系统运行方式下，滤波设备投运后，滤波器吸收点处

某次谐波的幅值及含有量都有大幅度下降，功率因数 0.95 以上。

3,不因为投入滤波装置而引起某次谐波的谐振或谐振过电压、过

电流。

方案确定

由于中频炉在工作过程中谐波较大，如 5次谐波达到了基波电流

的 21.5%，对电网、设备本身和其它用户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外，考虑设备的功率因数特点，在设计时要做到谐波消除补偿无功

提高功率因数等。

针对设备的特性本方案采用滤波兼无功补偿的方式，它的主要作

用：改善供电系统的稳定性；抑制谐波电流以减少谐波造成的危害。

中频炉工作过程可分为初加热过程和正常工作过程，初加热过程

持续时间短，但高次谐波比较丰富，设计时要考虑各滤波支路不会对

高次谐波放大，而在整个过程中正常工作占大部分时间，其中正常工

作过程时电流大，谐波含量大。从测试数据看主要谐波成分是 5次 、

7次、11 次、13 次其中以 5 次谐波为最大，电压畸变严重。综上因

素考虑滤波装置设计 5次、7次、11 次三条 LC 滤波支路，吸收 5、7、



11 次及以上次数的谐波。方案采用仿真法对各回路投入时是否产生

非特征频率的谐振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回路的参数。

技术特点

针对用户系统谐波无功专门设计制造，消除特性谐波补偿无功功

率，滤波效果明显。

对于 5、7、11 次谐波电流吸收率达到 75%以上，谐波满足

GB/T14549-93 要求。

根据谐波源的特性设定滤波器的投切方式和控制策略。

检测系统情况，按照负荷的无功电流、谐波电流进行实现跟踪。

使受电功率因数提高到 0.95 以上，降低配电网的线损、增加配

电变压器的承载效率。

补偿过程中电网电压波动满足国家标准 GB/12326-90 要求，即：

满负荷到轻负荷补偿变化引起的一次侧电压波动≤2.5%。

装置保护措施：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欠电压保护、接地保

护、 过热保护。

补偿装置系统总功率损耗：P 损小于 1.5%*Q 总。

系统不产生无线电（射频）电磁干扰。

运行方式：全自动，连续工作。

五、总结

滤波补偿装置投入运行，自动跟踪中频炉的各种负载设备变化，

使各次谐波得到有效滤除。



未治理前电压总畸变率(THD)严重超出国标 5%的限值要求。经治

理, 电压总畸变率(THD)从原来的 15.6%,降止 3.4%,各次谐波都符

合国标

GB/T 1454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标准要求。

3、经治理谐波电流都得到有效改善，未投入 5、7、11 次的谐

波电流都严重超标，投入后超标的各次谐波电流吸收率都大于 80%

以上，符合设备设计要求。如 5 次谐波电流从 356A,降止 35A 左右;

7 次谐波电流从 182A,降止 30A 左右， 11 次谐波电流从 119A,降

止 18A 左右，注入公共点的各次谐波电流均符合国标 GB/T

1454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要求。

供电系统及滤波原理图：

滤波装置投入后系统的功率因数得到大幅提高，供电系统

0.66KV 侧从原来的 0.87 左右提到 0.95 以上,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无功功率都得到节省，有效降低用电设备和供电线路的损耗。



谐波治理后变压器温度由原来的 75 度降低到 50 度，节省了大

量电能，变压器使用寿命延长。

通过治有效改善了中频炉的供电电能质量，提高了中频电源的利

用效率,有利于系统的长期安全、经济运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向志军

2017.5.9



改造后设备正常生产



改造所添加消谐补偿柜



贵州佳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注塑机节能改造

该公司占地约 30亩，拥有大大小小注塑机 12台，其产品主要为

民用居家塑造桶盆类，销售辐射湘贵川闽四省周边地区，产量相对较

大。从注塑机工艺过程知道，在注塑成型产品成本中电能量消耗成本

占了很大的比例，该公司为有效减少电能损耗，经朋友介绍，特委托

进行注塑机节能改造

注塑机变频改造可行性

1 节能改造的提出

该公司的各类注塑机约90%以上是采用液压传动和电液比例控制

方式，事实上采用电液阀控(即高压节流)控制模式注塑机工作时存在

很大的能量浪费，一般一个产品的注塑成型过程如图 1。

图 1 注塑过程示意图

各个过程所需的速度和压力因不同工艺而不同，即所需的液压油

流量不同，因而注塑机整个动作过程对油泵电机来说是个变负载过程，

在定量泵注塑机液压系统中，油泵电机始终是以恒定转速提供恒定流

量的液压油，各个动作中相应多余的液压油则通过溢流阀回流，从而



造成电能的浪费，据统计由电液阀控模式造成电能损耗高达 36~68%，

根据注塑机设备工艺油泵电机耗电占整个设备耗电比例高达65~80%，

因而对阀控电液模式进行节能改造具有很大潜力。

2 节能改造原理

对于塑料制品行业来说，电耗是其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而注塑

机是塑料制品厂的主要能耗设备之一，因此降低注塑机的能耗成为注

塑行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传统的注塑机是采用定量泵供油的，注塑过程的各个动作对速度、

压力的要求也不一样，它是通过注塑机的比例阀采用溢流调节的方式

将多余的油旁路流回油箱，在整个过程中，马达的转速是不变的，故

供油量也是固定的，而由于执行动作是间隙性的，也并不可能是满负

载的，因此定量供油就有很大的浪费空间，据实测至少有 50%左右。

变频节能正是针对这一浪费空间，实时检测来自注塑机数控系统的比

例压力和比例流量信号，适时调整各个工况动作所需的电机转速(即

流量调节)，让泵出的流量和压力，刚好能满足系统的需要，而在非

动作状态时(主要是在冷却状态)，让电机停止运行，这样节能空间就

进一步地增大了，故对注塑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能够带来巨大的节能

效果。注塑机变频改造原理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3 注塑机专用变频器的特点

接受任务后，经市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选用了康沃注塑机专用变

频器(cvf-zs 系列)，通过对阀控电流、电压信号的采集，经 cpu 处

理后对油泵电机进行相应的调速，从而满足注塑机工艺要求，它具有

以下特点:

(1) 具有适合注塑机专用的频率给定信号通道

通用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标准为 0~10v 电压信号或 4~20ma 电流信

号，但注塑机专用变频器的具有 0~1a/10v 信号接收通道，康沃 zs系

列变频器可接入 0~1a 电流信号，而不需要另外加装信号转换电路。

(2) 过载能力强、响应速度快

一般注塑产品的周期相对较短，从 10几秒到几分钟，一个成型产品

从开模到合模各个过程动作要求迅速，采用变频控制时油泵电机负载

频繁变化，这就要求变频器有很强的过载能力，康沃 zs系列变频器

根据阀控信号进行快速升降速，加减速时间可达 0.5s~1s。



4.变频改造电路

注塑机变频改造时采用:变频+工频控制方式，其控制柜主电路由电度

表、zs变频器和工频旁路接触器等构成，控制电路由工频/变频切换

开关、启动、复位开关、指示灯等构成。

(1) 变频控制柜主电路

如图 3 示，采用工频旁路目的是为了在变频器出故障时可直接切换到

工频运行，而不影响生产。

图 3 注塑机改造主电路图



图 3 中 zd 为断路器，k1、k2、k3 为接触器，sb3 为故障复位按

钮。在改造注塑机时仍保留注塑机原有控制电路中的星-三角转换电

路，这样可方便改造同时保持注塑原来的控制特性。

(2) 变频控制柜控制电路

如图 4 所示。

图 4 注塑机变频柜控制电路图

图 4 中 sb1 为工频/变频转换开关，选用三级开关;sb2 为变频器

启动按钮;l1 为总电源指示灯;l2 为工频运行指示灯;l3 变频运行指

示灯，l4为变频器故障指示灯，其故障信号由变频器 ta、tc 输出;k

m1、km2 变频运行接触器;km3 为工频运行接触器。

5. 变频主要参数设置

以康沃 cvf-zs-4t0150 变频器在注塑机中应用为例，采用比例流量+

比例压力信号两路信号控制，主要参数设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cvf-zs-4t0150的主要参数设定

6 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6.1 调试前注意事项

注塑机变频节能电气改造相对比较简单，但在改造前应详细了解注塑

机工况，熟悉注塑机工艺流程，调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安装前查清

注塑机原有电路接线方式，包括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仔细观察注塑机

工频运行是否正常，油泵马达是否经常处于过载状态；根据注塑机的

模具及注塑工艺观察注塑机节电改造的潜能；控制信号线路注意正负

极性不要接反；信号线与主回路线要分开布线等。



6.2 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由于注塑机工艺的特殊性，在改造中遇到了一些故障，以下为在注塑

机变频改造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1） 变频器频率无变化

由于变频器采用注塑机阀控电流信号进行调速，变频器运行后出现频

率显示为 0.0(有的变频器显示为 0)现象，其主要原因为信号极性接

反;信号取错;信号接线端口与参数设定不符;注塑机辅助电源故障等，

出现这种故障应先查明注塑机阀控制的类别是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还

是脉冲控制信号(部分机型)，及信号正负极性是否与变频器控制端子

对应。

(2) 油泵噪音大

变频器运行后有些注塑机会发出异常的噪音，这时应判断噪声源在何

处，是来自电机还是油泵，若为油泵的噪音则可能原因有:注塑机液

压油过少，有空气吸入;注塑机滤油器或油路阻塞;注塑机油泵叶片磨

损较严重;遇到以情况应先检查注塑机油泵，排除故障后方可运行，

另外当注塑处于低速高压工作状态时，也会出现油泵噪音异常情况，

这时适当提高速度信号。

(3) 温度控制干扰

注塑机变频器改造中常遇见的问题是改造后因干扰注塑机不能正常

运行，注塑机加热单元采用热电偶检测温度，这种检测元件容易受谐

波干扰，从而造成注塑机温度显示和控制不准确，这时可从以下方面

排除干扰:尽量缩短变频器与注塑机电动机之间的连线，动力线用金



属软管套装，动力线与温度检测线不要靠近走线;在变频器近端主回

路线缆加装电抗器或磁环;变频器可靠接地;或给注塑机内部温控电

偶供电电源加阻容滤波电路，如图 5 所示。

图 5 注塑机温度干扰滤波电路图

其中 a+为热电偶端；b+接温度控制板，处理时即在温度检测(热电偶)

线路中对称地加入以上阻、容元器件以消除干扰。

5 节能实例

先给一台亿利达 e-140 品牌注塑机进行改造，该注塑机油泵电机

为三相异步电机，其功率为 15kw，采用康沃 cvf-zs-4t0150 变频器

进行节能改造，经测试其节能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cvf-zs-4t0150 变频器节能情况



以每天工作 22h，每月工作 28天计算，每月节电 1478.4kwh，该公司

所在工业区电价为 0.7 元/kwh，一台变频节能控制柜投资为 9300 元，

使用约 9 个月后便收回投资，同时采用变频改后实现电机软启动;减

少机械冲击;降低液压油温等，该公司自去年初改造以来系统运行稳

定。

向志军

2018.4.20

佳美公司生产车间



佳美公司生产一角

改造后变频控制柜



绿紫园多层建筑项目低压配电设计

该项目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共八层，使用年

限为二级----50 年。本低压配电设计主要依据,为国家相关规范及标

准，其主要有：1，《民用建筑电气规范》（JGJ16-2008）、2，《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3，《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05

年版）、4，《建筑照明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５，

《住宅建筑规范》（ＧＢ５０３８６――２００５），６，《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４――９５）、７，《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２――９５）

建筑电源：由变电站埋地引来一路２２０＼３８０Ｖ低压电缆引

入，每单元个设一配电箱，配电箱按图纸设置。本工程为三级负荷。

配电系统：为住户配电采用分区树干式，计量到户，电表集中设

置，公共用电单独设表计量

线路规格：１从配电箱引出的配电线路未标准的均采用ＢＶ――

５００Ｖ型铜芯电线，２ 凡是未注明的线路：照明支路２×１.５

MM，空调插座３×４ＭＭ，普通插座３×２.５ＭＭ

管线敷设方式：１电缆进线穿焊接钢管保护，保护管室外部分伸

出散水外１.５米，埋深１.０米。 ２ 建筑物内照明及个信号线采

用ＰＶＣ高强冷弯管暗布线。３ 管径选择：除图纸注明外，ＢＶ－

２.５ＭＭ导线，２－４根用¢２０,５－６根用¢２５。４ 翘板开关

应上端按下为闭合，下端按下为断开，各种单项三孔插座应上孔为保

护线，左孔为零线，右孔为相线。



1Ｃ―Ｓ系统，大楼接地为联合接地， ２所有电气设备和电气

线路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按规程接地。 ３电源引入建

筑物进线处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１欧姆，如不能满足要求，

应增加接地极， ４电源入户处设置总等电位联接，入户穿钢管需与

接地体由－４０×４镀锌扁钢可靠焊接

避雷装置：１本工程属三类防雷建筑物， ２利用钢筋混凝土基

础内的主筋作为自然接地体，引下线采用构造柱内二根主钢筋通长焊

接，钢筋接点应搭接焊联，上端与避雷网焊接，下端与接地体焊接，

地梁二根主筋焊接一周。 ３屋顶所以金属凸出物需通过¢１２镀锌

圆钢与避雷带可靠连接

凡是未说明未述部分，请按有关规范标准施工。

向志军

2019.1.20



系统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