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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是发尧输尧变尧配电系统
中的重要设备之一袁它的性能尧质量直
接关系到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运
营效益遥

世界上第一台变压器诞生于 1876
年袁这台变压器是干式的遥 但直到二十
世纪中叶袁干式变压器仅局限于低电压
和小容量的变压器制造中遥 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袁随着环氧树脂等
新材料的出现袁世界上研制成功了环氧
树脂真空浇注的干式变压器袁并迅速在
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配电变压器等
诸多领域获得广泛应用遥 据有关资料统
计袁近 20年来干变得到了迅猛发展袁特
别是在配电变压器中袁干变所占比例愈
来愈大袁 如欧美发达国家已占 50豫以
上曰我国起步晚袁近年约占到 3%~5豫袁
大中城市中约占 20%~30豫袁如北京尧上
海尧广州尧深圳等城市已达 50豫以上遥

一、未来的电力变压器将在如下几
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

随着电力变压器生产制造技术的
长足发展袁许多专家预测袁未来的电力
变压器将在如下几方面获得进一步发
展遥

1. 节能低噪院随着新材料尧新工艺尧
新技术的引入袁 如新的低耗硅钢片尧箔
式绕组结构尧阶梯铁心接缝尧环境保护
要求袁噪声研究的深入袁计算机优化设
计等袁将使未来的干式变压器更加节能
更加宁静遥

2. 高可靠性院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
性袁将是人们的不懈追求遥 在完成引进
技术的消化吸收之后袁 将在电磁场计
算尧波过程尧环氧树脂浇注工艺尧热点温
升尧局放机理尧质保体系尧可靠性工程等
方面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袁积极进行可
靠性认证袁进一步提高干变的可靠性遥

3. 环保特性认证院 以欧洲标准
HD464为基础袁开展变压器耐气候(C0尧
C1尧C2)尧耐环境 (E0尧E1尧E2)尧耐火 (F0尧
F1尧F2)特性的研究与认证遥

4.大容量院随着城市用电负荷不断
增加袁城网区域变电所越来越深入城市
中心区尧居民小区尧大型厂矿等负荷中
心袁35kV 大容量的小区中心供电电力
变压器将获广泛应用 , 配电变压器从
50kVA ~2500kVA 为主的变压器 袁向
10000kVA~20000 kVA/35kV 电力变压
器拓展遥

5. 多功能组合院从单一变压器向带
风冷尧保护外壳尧温度计算机接口尧零序
互感器尧功率计量尧封闭母线尧侧出线等
多功能组合式变压器发展遥

6. 多领域发展院从以配电变压器为
主袁向发电站厂用变尧励磁变尧地铁牵引
整流变压器尧大电流电炉变尧核电站尧船
用及采油平台用等特种变压器及多用
途领域发展遥
二、变压器未来发展的几点设想
1. 电力变压器设计安装应充分考

虑地震因素
在唐山大地震中袁旧式瓦斯继电器

渊浮筒式水银接点继电器冤抗振能力差袁
因振动而使水银流动造成误动作袁造成
大面积停电事故遥 而开口杯挡板式瓦斯
继电器具有较高的耐振能力袁 动作可
靠遥 因此袁目前在我国电力系统中推广
应用的是开口杯挡板式瓦斯继电器遥

汶川大地震中损坏的电力设备袁尤
其是 500kV 及以下含有大型瓷套管的
高压设备袁包括变压器尧断路器尧隔离开
关尧电压互感器尧电流互感器等遥 为此袁
笔者认为干式变压器的未来发展应该
是抗震的袁除了拥有坚实的底座袁还应
足够的缓冲橡胶渊目前袁缓冲橡胶在高
层建筑的抵御地震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冤袁在地震到来时袁能够将地震的能量
充分化解遥

2. 着重解决变压器渗油尧漏油问题
众所周知袁 变压器绝缘套管渗油尧

漏油是中尧小型电力变压器运行中常见
故障遥 通常造成套管漏油的原因是由于
变压器接线桩头过热引起套管上的密

封过早老化袁接线桩头的螺母和螺杆松
动等遥

高分子复合材料可以很好的将金
属尧陶瓷尧玻璃等材质进行粘接袁从而达
到渗漏油的根本治理遥 为彻底解决变压
器套管漏油问题袁我认为未来应该是采
用玻璃钢干式复合套管遥 当然袁现在干
式套管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袁可以彻底解
决套管漏油问题遥 玻璃钢干式复合套管
无油尧无气尧纯固体尧完全免维护曰设计
绝缘裕度大,半导体材料电容屏,最大限
度提高了起晕电压,运行中基本无局放曰
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 ,便于运输,可
任意角度安装,耐高温(在 155C毅的静电
除尘机里正常使用),阻燃绝缘材料,无分
解,电气性能稳定,无燃烧及爆炸危险,抗
弯能力强,机械性能优异,可以安全运行
于重震地区遥 大型变压器袁为了彻底减
少低压套管漏油等故障几率袁还应将变
压器低压侧与低压母排之间采用软连
接遥 当地震发生时袁软母线本身的缓冲
弯将大大缓解施加到套管上的应力袁能
量得到较大的释放袁减少造成套管渗漏
的因素遥

3. 电力变压器可设置多用途防护
罩

海湾战争时袁 美国向伊拉克投掷
石墨炸弹袁攻击其供电设施袁使伊拉克
全国供电系统 85%瘫痪曰在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中袁使用石墨
炸弹对南电网进行攻击袁造成南斯拉夫
全国 70%的地区断电袁这给电力变压器
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导电率极高
的石墨箔条一旦沾上清洗十分困难遥 笔
者认为在室外的大型电力变压器应设
置多用途防护罩袁多用途防护罩像电动
卷帘门窗一样 可以自由电动开启与关
闭遥 在紧急情况下袁多用途防护罩可以
将电力变压器完全保护起来袁采用高强
度玻璃钢的防护罩的多用途防护罩可
以有效阻挡外来野物品冶的入侵渊包括小
动物冤曰 在外界天气不好时也可以为变

压器等设施的检修维护带来方便遥 另
外袁 泥石流对电力变压器带来的危害袁
也证明多用途防护罩的必要性尧 重要
性遥 在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袁如果电力
变压器能够抵挡住一些自然灾害袁将会
对灾区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帮助遥

国际社会动荡不安袁 许多未知因
素袁不可预测的情况让那些重要的变电
所尧变电站袁甚至重要的变压器的安全
运行袁变得更加重要袁我们应野未雨绸
缪冶防患于未然袁先把那些重要的尧容易
被野攻击冶的变压器保护起来袁为社会的
和谐尧稳定尧发展更好地做出应有的贡
献遥

4. 电力变压器应向小型化尧电子化
发展

特种材料会在变压器领域一展身
手袁比如非晶合金变压器兼具了节能性
和经济性袁 其最大特点是空载损耗很
低袁 仅为 S9系列油浸式变压器的 20%
左右袁是目前节能效果较理想的配电变
压器袁特别适用于农村电网等负载率较
低的地方遥 尽管国家发改委早于 2005
年开始鼓励和推广非晶合金变压器袁但
受制于原材料非晶合金带材产能不足
的制约袁我国非晶合金变压器一直未进
行大规模生产遥

由于新型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与
应用袁笔者认为未来的电力变压器将会
逐步解决野铁芯冶问题袁未来的电力变压
器的运行不再是电要磁要电的过程袁而
是电要要要电的过程袁彻底打破野铁芯冶的
瓶颈遥 电力变压器将向小型化袁电子化
发展袁甚至智能化发展遥 无论是从电力
变压器生产成本还是维护成本都将大
大降低遥

最终能够取代油浸式变压器的将
是干式变压器袁取代干式变压器的将是
电子变压器袁随着时代的发展袁电力变
压器将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袁也许未来的
电力变压器将不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样子遥 殷黑龙江 古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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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桥式起重机蹬机门安全开关加装
LED安全指示

桥式起重机渊天车冤蹬机门安全开关的好
坏袁是直接影响操作者人身安全及设备正常运
行的重要装置之一遥目前天车门安全开关都不
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袁使用者对其好
坏心中完全无数遥 它的主要问题是院在维修过
程中袁人为短接尧限位开路尧损坏及接触不良等
多种因素遥根据上述现象我们在原限位开关的
上部加装了一个高亮 LED 红色发光二极管遥
操作者在使用中袁如果在天车门没有关好的情
况下袁红色发光二极管始终发光袁只有在关好
门的时候它才熄灭遥如果因短路尧开路尧损坏等
原因袁 就可以通过这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熄灭
判断上述故障现象遥本装置已成功应用到天车
限位上袁效果非常理想渊改装前见图 1尧改装后
见图 2冤遥

二、桥式起重机电铃系统改进
目前桥式起重机普遍存在着一个缺陷袁就

是在噪音太大的车间使用时袁电铃铃声显得太
小遥在生产过程中袁天车运行时袁天车司机按动
电铃袁桥下工作人员几乎听不清袁这样严重威
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遥

综上所述袁 我们采用了交流 220V/直流
24V 开关电源及直流 24V(型号 DL34)汽车大
蜗牛电喇叭,取代传统的交流无火花棒式电铃,
改装成本较低遥 改装后效果良好, 声音响亮袁
保证了天车作业时地面人员的安全遥
殷武汉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武汉分部 马
锦源

桥式起重机安全装置的优化 1. 原文关于“重复接地”对于提高系统安全性的的理
由很牵强

如果 RA>>RB袁则重复接地不可能使故障地用户野预期人
体接触电压冶得到大幅降低遥 如果 RB>>RA袁虽然 A端电器故
障接地时 RA两端故障电压远低于靠近电源端 RB两端的电
压袁A端用户安全性得以提高袁而此刻靠近电源 B端的用户
野预期人体接触电压冶却大幅升高袁使 B端用户危险大大增
加要要要可谓院野城门失火袁殃及池鱼冶袁请参看本文附图 1遥

然而袁鄙人仍然提倡 PEN线和 PE线作重复接地遥 因为
重复接地可以降低 PEN 线断路故障时负载侧中性点对地
电压曰在 PE线断路时重复接地可以维持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的正常运行袁切断接地故障回路遥

2援 A点重复接地时的“预期人体接触电压”分析过程
中袁渊3冤式和渊4冤式存在严重笔误袁正确的书写应该为院
U't =IdZPE2+Id ZPE2渊RA+RB冤ZPE2+RA+RB

渊 RARA+RB
冤袁因为 ZPE1<<(RA+RB)袁

上式分母中的 ZPE2可以忽略袁则 U't =IdZPE2+IdZPE1渊 RARA+RB
冤

当 RA=RB时袁U't =IdZPE2+ 12 IdZPE1

3. 野总等电位联结”后，重复接地不会减小预期人体接
触电压

野总等电位联结冶后袁原文的表达式是完全正确的袁即
野预期人体接触电压冶为院U''=IdZPE2

上式表明袁作野总等电位联结冶后袁减小野预期人体接触
电压冶的途径只有两条院
一是设法降低故障电流 Id袁二是尽量减小室内 PE线的

阻抗 ZPE2遥
野预期人体接触

电压冶 大小与 ZPE1尧RA尧RB都毫无关系遥
因此袁原文关于这方
面的分析和运算没
有任何意义遥
殷江西 尹石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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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硬盘刻录机具有录像画质清晰尧 硬盘容量巨大尧 录制时间超
长尧使用简单方便尧视频可以编辑尧光盘拷贝便于播放保存等一系列优
点袁以及整个录制尧编辑尧拷贝过程完全不依赖电脑袁仅用遥控器按提
示简单操作就可以制作精美的光盘袁 因此 DVD 硬盘刻录机在电视录
制尧录像转刻光盘尧会议记录尧影视直录系统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袁
尤其中老年朋友对它情有独钟袁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金正 DVD-RW13
硬盘刻录机DVD-RW13采用了铝合金拉丝面板轮廓分明袁 与其它刻录
机明显不同的是面板右侧有一个抽屉式硬盘盒袁机器的标准配置不含
硬盘袁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配遥

一尧丰富的输入输出端口要方便连接
本机设计了丰富的输入接口位于机器侧面和背面袁 侧面有 AV尧DV1394和 USB尧后置 RF有线电视尧AV尧S端子曰输出端口全部后置袁分

别有 AV尧S 端子尧色差尧同轴尧光纤数字音频输出尧5.1 声道袁背板接口遥
为获得最佳画质显示可以选用色差输出遥 对于不同的输入信号使用方
法完全一样袁只需要不断按野信号源冶切换到你要的端口袁在电视上看
到对应画面就行遥
二尧超大容量的串口硬盘要海量储存
金正 RW13 使用与台式电脑通用的 SATA串口硬盘袁 并且设计为

独特的托架结构袁用户只要拉开硬盘抽屉弹窗门袁放入硬盘袁关上窗门
就搞定袁前后几秒钟便可更换硬盘遥目前可以选用的有 320GB尧500GB尧1000G渊1TB冤和 2000GB渊2TB冤,这种接口的硬盘在台式电脑中广泛使
用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遥 当然袁不管硬盘多大袁对需要永久保存的内容
或重要资料还是需要及时刻录光盘以防万一遥
三尧灵活自如的记录方式要随意刻录

1尧手动录像院不管是录电视节目
还是摄像机转录袁在录制过程中我们
可以随时录像或者暂停袁只取其精华
保存下来遥 2尧定时录像院该机具有丰
富的定时录制功能 ,可以设置 20个定
时刻录事件 ,每个刻录事件可设定为
单次尧每天尧周末尧工作日等,录像信号源包括侧面 AV尧后面 AV 及 S 端
子,录像内容可以设定到光盘或硬盘上遥 3尧多种画质等级录制院本机支
持以 HQ尧SP尧SP+尧LP尧EP尧SLP六种不同等级画质录像尧 为不同的需求
提供更多的选择遥 4尧在时移模式下录像院现在有线电视基本上采用机
顶盒收看袁系统提供的回看模式通常要 30分钟或 1 个小时后袁而通过RW13的时间转移模式则可以随时回看遥

四尧多样化后期处理要自由编辑
1尧节目分割院不管是摄像转录还是电视录制的节目袁前后内容常不

想要的或拍摄不佳的内容袁 如果要将其分为不同的标题独立起来袁则
可选择野分割冶遥 选择后节目处于播放状态袁可快进尧快退等选择要分割
的点袁然后确定即可将一段视频一分为二遥 2尧分段操作院户外拍摄的DV袁谁也保证不了有晃动模糊的地方袁甚至镜头对着地面无意摄了几
分钟遥 现在好了袁不必小心翼翼的采集数据袁所有内容进入刻录机硬盘
后袁不想要的地方在野分段冶操作中可隐藏起来遥 一个片段可多处隐藏袁
在两次确定键之间的部分就是隐藏的内容袁分段编辑更可贵之处还在
于被野隐藏冶的地方如果是被不小心误擦袁还能把它找回来遥

五尧好东西共同分享要多重拷贝
1尧从硬盘到光盘院将硬盘内录像文件刻为光盘是本机的一个重要

功能遥 录制到硬盘上的视频可以快速刻录到 DVD光盘上袁刻录好的光
盘可在普通影碟机上播放遥 本机支持刻录最常见的 DVD垣R/RW 和DVD-R 碟片袁两种碟片刻录画质并无区别袁市面价格也无差异袁我们
可以灵活选用遥 2尧本机刻录的 RW光盘文件可以快速拷贝回硬盘遥 这
种方式特别适合硬盘上文件已被删除袁又需要复制已刻录的 DVD+RW
光盘袁这种来回复制的方式不会导致画质的任何下降袁又不必用其他
影碟机播放重新录制遥 3尧 在 U 盘尧 光盘和硬盘之间相互复制数据院RW13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本机录制的视频复制袁不过对于照片尧音
乐或者软件尧文档等数据它还可以在硬盘尧光盘和 U 盘之间相互复制袁
这同电脑复制文件如出一辙遥比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 U盘上的
上千首 mp3歌曲刻录到一张 DVD 光盘上遥

除了硬盘录像尧 光盘刻录外袁RW13 也是一台 DVD播放机可以播
放 DVD尧SVCD尧VCD尧CD尧MP3尧JPEG 等多种碟片袁 通过 USB接口也可
播放数码像机内的照片或 U盘内某些格式的电影遥

在默认设置下本机各项参数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遥
金正 DVD-RW13 刻录机超大的硬盘空间尧 完善的录制和拷贝功

能让我们不用电脑也能制作高品质的野影视大片冶袁如果刻录过程中自
己添加一些喜爱的背景音乐则制作的视频更加精彩袁同时它也是录制
影视节目的得力助手和数码相机尧摄像机的最佳伴侣遥

详细内容可参考 2015叶电子报曳第 4期第 14版遥

汇款地址院渊610041冤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
道西段 399号天府新谷 7 号楼 2-1503 室
叶电子报曳读者服务部袁电话院028-65113930
汇款附言请一定留电话方便联系 渊不留电
话不发货冤遥 金正 DVD-RW13刻录机院不
含硬盘每台 2580 元袁 含 500G 硬盘每台
2980元袁含 1T硬盘每台 3080元袁含 2T硬
盘每台 3180元遥 机器实行一年保修遥

超大容量硬盘录像 自由编辑光盘刻录
要金正 DVD-RW13硬盘刻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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