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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型电流互感器铁心检测的两种方法 
蒋大维，袁芬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知道，无论是硅钢铁心还是纳米晶或者铁氧体等

任何磁性材料，由于涉及到产品退火工艺，在一定程度上，

其磁性能都无法保证绝对的一致性，所以为了做出合乎性

能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一般都要对铁心先进行检验，防

止性能不合格的铁心做成了成品，导致较大的损失。

根据 GB/T20840.1 互感器通用技术要求，我们知道，

互感器的准确度包含比差（一次电流实际值和理论值的误

差百分比）和角差（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的相位误差），而

互感器的比差公式和角差公式如公式 1 和公式 2 ：

互感器比差公式 F ：

                  (%)    ——公式 1

由于 Φ 通常很小，一般按分来计算，所以 Φ ≈ sinΦ，

即相位差 Φ ：

                (′ )  ——公式 2

其中 F ：互感器的比差，单位 : % ；

其中 Φ ：互感器的角差，单位 : ′ ；

其中 I1 ：理论一次电流，单位 : A ；

其中 H ：铁心的磁场强度，单位 : A/cm ；

其中 Lc ：铁心的磁路长度，单位 : cm ；

其中 φ ：铁心 B-H 的损耗角，单位 : ° ；

其中 α ：负载阻抗角，单位 : °。

通过两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再铁心方面涉及到互感

器准确度的有如下几个参数，铁心的磁场强度 H、铁心的

磁路长度 Lc、铁心的 B-H 的损耗角 φ。而在电流互感器

设计已经定型的情况下，所以说，真正涉及到铁心的只有

两个参数，即是 H 和 φ，也就是说，我们对互感器铁心性

能参数的检测也是主要围绕这两个参数进行。为了方便说

明，本文的铁心直接选用硅钢卷绕铁心，牌号为 Z11 来进

行。

首先我们来看下，Z11 的 B-H 曲线和 φ-H 曲线，如

图 1。

正常的铁心生产厂家会给出这两个曲线给客户参考，

理论上制造互感器的厂家有了这两个曲线就能计算出互感

器的准确度是否满足要求，但是我们上文也说了，由于铁

心工艺的不稳定，导致每个铁心的性能并不能一致，所以

两个曲线只能做参考，实际上在制造互感器的时候还是要

事先检测铁心的性能，那大家要问了，这两个曲线还有什

么作用？有，在我们互感器铁心性能检测选点的时候，是

需要参考这两条曲线的。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几种电流互感

器的铁心检测方式。

1、励磁电流输入感应电动势输出法

图 1 ：硅钢卷绕牌号 Z11 的磁化曲线

图 2 ：励磁电流输入，感应电动势输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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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这种方法是传统互感器厂家最常见的测试铁

心性能的方法，其原理是输入一个励磁电流，从而检测二

次输出的感应电动势，电动势不小于计算值，即符合铁心

性能要求，由于一般铁心的性能都在低端时候不好，所以

控制的点一般为额定电流的 5% 和 20%，同时要满足磁通

密度 B ≥ 50Gs, 因为太低的磁通密度不容易检测。

具体的方法如下 ：

（1）先利用 Z11 的铁心计算互感器的性能。

举 例 1 ：一 个 环 形 的 电 流 互 感 器， 铁 心 尺 寸

80*120*20，牌号 Z11，变比 600/5A，20VA，0.8，绕

制参数是 120T, 两根 φ1.06 的漆包线并绕，据此我们省

略设计过程，给出设计结果如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按照 Z11 的曲线，完全满足互感器

的准确度要求，那么我们批量生产时，按照励磁电流输入

感应电动势输出法，如何进行控制。

（2）选择计算单中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

通密度。

经查看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通密度分别

表 1:600/5A 电流互感器设计表单

600A/5A

准确度 :0.5，

满足要求 ! 环 形 电 流 互 感 器 计 算 单 结论 ： 本次设计能满足准确度要求 !输出功率

（S，VA）:20
铁心内径

(ID1，mm)

铁心外径

(OD1，mm)

铁心高度

(HD1，mm)
选择铁心材质↓ 选择铁心绝缘↓ 二次输出 (I2,A) 匝数 (N2,T)

80 120 15 Z11 铁心绝缘 - 涂层 5 120

热电流倍数
选择需求

准确度↓

选择二次

负荷形式↓

输出功率

（S，VA）
功率因素（cos）

漆包线线径

(d,mm)
2 股漆包线并绕

2 0.5
输出功率

（S，VA）
20 0.8 1.06 2

带绝缘

（ID2，mm）

带绝缘

（OD2，mm）

带绝缘

（HD2，mm）

铁心绝缘厚度

（Hj,mm）

铁心质量

（MF,g）

截面

（SC，cm2)
磁路（LC，cm)

79 121 16 0.5 739.5 2.94 31.4
线包内径

(ID3,mm)

线包外径

(OD3,mm)

线包高度

(HD3,mm)
排绕系数 叠绕系数

平均匝长

（Lc，mm）
线包需排绕 2 层↓

74.1 124.2 20.9 1.15 1.2 83.752 2 
单线长度

（L,m）

铜线质量

（Mg,g）

铜阻

（rO，Ω）

线径流密

（J,A/mm2）

输出功率

（S,VA）

Z11 设计

Bmax(Gs)
可过载倍数

10.050 157.800 0.100 2.84 20 12000 2 

负载阻量（RB，Ω）
估算漏抗

（Xo，Ω）

负载感量

（XB，Ω）
总感抗（X2，Ω）

总电阻

（R2，Ω）
总阻抗（Z，Ω） 阻抗角（°）

0.64 0.1 0.48 0.58 0.740 0.940 38.108 
电流倍数 1% 5% 20% 100% 120% 过载 ：200%

电动势（E，V） 0.05 0.24 0.94 4.70 5.64 9.40 
磁密（B，GS） 60 300 1200 6000 7200 12,000

场强

（H，mA/cm）
7.61 21.21 53.01 160.01 186.01 360.01

损耗角（Ψ,°） 19.24 30.88 41.8 57.8 57.8 57.8
复合误差 0.040 0.022 0.014 0.008 0.008 0.009 

计算出（e，%） -3.352 -2.072 -1.365 -0.833 -0.807 -0.937 
匝数补偿后（e'，%） -2.55 -1.26 -0.56 -0.03 0.00 -0.13 

计算出 Δ（′） 74.0 27.4 8.4 -2.9 -2.8 -3.3 
0.5（e，%） - 1.5 0.75 0.5 0.5 0.5
0.5（Δ，′） - 90 45 30 30 30

每点误差对比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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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0Gs 和 1200Gs，也满足≥ 50Gs 的要求。

（3）选择计算单中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

通密度时的励磁电流 I0。

I0=H*Lc/ N1

其中 I0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励磁电流，单位 mA ；

其中 H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磁场强度，单位 mA/

cm ；

其中 Lc 铁心的磁路长度，为定值，单位 cm。

其中 N1 为励磁电流匝数，通常由自己设定，如果励

磁电流较大，可以调节 N1 为多匝，如果电流较小，则设

为 1 匝比较合适。

根据公式计算 ：5%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励磁电流 I0 为 ：

I0  = 21.21*31.4/1 ≈ 666mA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励磁电流 I0 为 ：

I0  = 53.01*31.4/1 ≈ 1664.5mA

（4）选择计算单中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

通密度时的感应电动势 E2。

E2=N2*Sc*B/0.045

其中 E2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感应电动势，单位

mV ；

其中 B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磁通密度，单位 T ；

其中 Sc 铁心的铁心截面积，为定值，单位 cm2。

其中 N2 为感应电动势匝数，通常由自己设定，如果

感应电动势较小，不易检测时，可以调节 N2 为多匝，如

果电动势较大，则设为 1 匝比较合适。

根据公式计算 ：5%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感应电动势 E2

为 ：

E2 = 1*2.94*0.03/0.045 ≈ 1.96mV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感应电动势 E2 为 ：

E2= 1*2.94*0.12/0.045 ≈ 7.84mV

（5）据此，我们可以列出铁心性能控制数据的表单，

如表 2。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比较简单，只要拿到铁心输入

一个交流电流，然后测试输出的感应电动势即可，当然这

种方法简单实用，易于操作，现在是大部分厂家使用的主

要手段。

如图 2，这种方法也是互感器常见的测试铁心性能的

方法之一，其原理是输入一个励磁电压 U1，从而检测一

次侧励磁电流 I0  ，I0  小于计算值，即符合铁心性能要

求，由于一般铁心的性能都在低端时候不好，所以控制的

点一般为额定电流的 5% 和 20%，同时要满足磁通密度

B ≥ 50Gs，因为太低的磁通密度不容易检测。

也用例 1 的互感器进行举例，其中第（1）步和第（2）

步基本一样，要计算出 5% 和 20% 的磁密，上面已经计

算过，分别为 300Gs 和 1200Gs。

（3）选择计算单中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

通密度时的感应电动势 E2。

E2= N2*Sc*B/0.045

表 2
铁心性能控制表单

准确级 0.5 　
铁心尺寸 80*120*15 mm

铁心截面积 SC 2.94 cm2
铁心磁路长度 Lc 31.4 cm
励磁电流匝数 N1 1 T

感应电动势匝数 N2 1 T
励磁电流 I0   5% 666 mA

感应电动势 E2   5% 1.96 mV
励磁电流 I0   20% 1664.5 mA

感应电动势 E2    20% 7.84 mV

2、励磁电压输入励磁电流输出法

据此我们也可以延伸出励磁电压输入测试励磁电流，

通俗的说就是空载电流的方法，励磁电流越小证明在相同

的磁通密度下，铁心的 H 值越小，即互感器的损耗越小，

那么比差值和角差也就越小，如图 3。

图 3 ：励磁电压 U1 输入，励磁电流 I0  输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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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2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感应电动势，单位

mV ；

其中 B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磁通密度，单位 T ；

其中 Sc 铁心的铁心截面积，为定值，单位 cm2。

其中 N2 为感应电动势匝数，通常由自己设定，一般

为了方便计算，N2 和 N1 的匝数一样多，目的是方便输入

电压 U1 在调压器电压在合适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匝数设

定为 100T。

根据公式计算 ：

5%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感应电动势 E2 为 ：

E2 = 100*2.94*0.03/0.045 ≈ 196mV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感应电动势 E2 为 ：

E2= 100*2.94*0.12/0.045 ≈ 784mV

这个感应电动势 E2 的计算是为了方便用电压源 U1 调

压，一直调到电压表的电压数值（用万用表观察）等于计

算的理论值感应电动势 E2 即可。一般 U1 ＞感应电动势

E2，是因为有损耗的存在，也是因为方便计算测试，不用

考虑损耗的原因，所以采用两绕组进行测试。

（4）选择计算单中 5% 和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磁

通密度时的励磁电流 I0。

I0=H*Lc/ N1

其中 I0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励磁电流，单位 mA ；

其中 H 为不同额定电流点时的磁场强度，单位 mA/

cm ；

其中 Lc 铁心的磁路长度，为定值，单位 cm。

根据公式计算 ：

5%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励磁电流 I0 为 ：

I0  = 21.21*31.4/100 ≈ 6.66mA

20% 额定电流百分比的励磁电流 I0 为 ：

I0  = 53.01*31.4/1 ≈ 16.645mA

（5）据此，我们可以列出铁心性能控制数据的表单，

如表 3。

表 3
铁心性能控制表单

准确级 0.5 　
铁心尺寸 80*120*15 mm

铁心截面积 Sc 2.94 cm2

铁心磁路长度 Lc 31.4 cm
励磁电流匝数 N1 100 T

感应电动势匝数 N2 100 T
调压器电压 U1 5% 目测 V
感应电动势 E2   5% 196 mV

励磁电流 I0   5% 6.66 mA
调压器电压 U1 5% 目测

感应电动势 E2   20% 784 mV
励磁电流 I0    20% 16.645 mA

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相反的过程，最主要根据厂家的

实际条件，例如你的额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哪个更准确更方

便，从而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当然这两种方法也有缺点，

因为都没涉及到损耗角，所以检测的精度都达不到最优，

未来铁心的性能达到足够一致性的时候，那么检测会更加

的方便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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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源的 EMI。因此在设计开关电源输入导线时，需要充

分考虑近场耦合的影响，使得耦合最小，减小电源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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