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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华区厦门大学产学研基

地，华控节电保护装置以提高电能质量为手段，以互联网能源及大数据平

台为依托， ，降低企业能源单耗，降低

能源成本以提升客户竞争力。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已拥有11项知识产权，通过了CQC、CMA等国家权

威质检机构对安全性和节电率等10余项内容的检测，并获得了欧盟CE认证，

，2007年投入市场以来，成功合作的客户有百余家，

验收合格率100%。

公司秉承“ ”的发展理念，为客户提供

量身定制节能保护整体优化方案，能够确保用能环境的安全稳定，显著提

高电能质量，延长生产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设备故障率。在全国多地设有

子公司、经销商等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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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教育部科技国际论坛

*2019年国家发改委节能行业技术研讨会，我司签订节能典型案例技术推广平台建设合作机制框架协议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
的非线性污染型设备

风能、太阳能等
新兴能源的相续并网

电力电子设备、变频器、整流器
微机电脑等设备的投入使用

高速电气化铁路、离子碰撞机
高频炉对公网的冲击



改造前电流波形 改造前电流畸变图 改造前电流谐波图 改造前电压谐波图

改造后电流波形 改造后电流畸变图 改造后电流谐波图 改造后电压谐波图

改造前三相不平衡值

改造后三相不平衡调整值



我司华控节电保护装置于2019年11月1日通过了国家工信部 、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现已入选《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2019）》以及《国家工业节能技术应用指南与案例（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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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 配电柜



• 随后，美国也研制出了集先进的电磁平衡技术和控制铁磁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节电产品。
该产品可以使提供给电气设备上的电压得到相应平衡，并调整电气设备的耗电功率，进而
实现最佳的节电节能效果，节电效率可以达到10%~30%。

• 美国、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经多次能源危机的洗礼，从二十世纪70年代起，
争先发展节能技术。40多年来，在北美和欧洲节能技术，尤其节电技术发展较快，经济效
益高。节电装置在美国和欧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己经有四个州立法，在新建的建筑
中必须安装节电装置。

• 90年代初，作为能源紧缺国家的日本开发出采用最新电磁平衡技术原理的EPOCHZI,并在
日本各地广为使用，可节电7%~20%。他们研制的节电装置带有特别设计的分流系统，由
异相缠绕的新型材料加工的节流励磁线圈构成，组成Z字型，三相磁通可以互相补偿，保
证三相磁势的平衡。



三相电压不平衡时，以分量法分解出来的负序电压，与正序电压旋转方

向相反，会使电动机负载带来反向力矩，引起负序损耗。另外中心点移

动，使得电动机产生额外的电动力矩和增大线圈漏磁损耗。

• 引起电机定子、转子铜损和转子铁损的增加
• 电机发热发烫，线缆绝缘寿命缩短一半
• 附件振动力矩使电机轴承寿命缩短
• 引发零线过电流造成漏电浪费和工作人员安全危害
• 引起发电机和变压器效率下降
• 引起有功功率损耗增加
• 对用能设备的危害：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发生将导致达到数倍不平衡电流的

发生，诱导电动机中逆扭矩增加，从而使电动机温度上升，效率下降，能
耗增加，发生振动，输出亏耗等影响，进而导致用能设备使用寿命缩短，
加速设备部件更换频率，增加设备维护的成本

• 对线路损耗的影响：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将导致中性线流入过大的不平
衡电流，线路损耗也将随着电流不平衡度的增大而不断上升

• 对变压器的危害：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会造成变压器零序电流过大，局部
金属件升温增高，造成变压器的损耗增大（包括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



•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的核心技术是一种带有铁芯和特殊多绕组接线方式的

三相电磁平衡技术，装置的铁芯采用反“Z”型连接，使三相绕组产生的

磁场相互叠加来平衡三相电压电流，均衡三相电源，消减杂波干扰。

• 特殊的多绕组接线方式，可以相互补偿铁芯的磁通量，最大限

度地控制各相感应电动势的一致性，从而保持三相趋于平衡，

降低零线电流等额外损耗，达到节电目的。



磁路上看：利用自动电磁平衡原理

>三相不平衡自动校正

>降低感性电流（提高功率因数） >

抑制瞬流或涌流

磁场中的高斯定律：

对应电路中的基尔霍夫电流
定律KCL：



大数据积累人工智能分析柔性拓展

等效电路上看：呈现高零序阻抗

>减小电源侧不平衡零序电压影响

>降低负载侧不平衡零序电流影响

>抑制3倍频谐波的影响

端口上看：电阻增加R2’，电感减小L2’

>提高功率因数

>抑制瞬变和浪涌

>滤除高次谐波



电磁式节电变压器所使用的特殊接线方式是将每相线圈都分为三个部

分，A、B、C各相中的每一部分的线圈首尾相连构成三角形连接。如

左图是它的电压相量关系图。

由左图方程可知，无论哪相电压改变，其它两相的电压也会随之而改变。这种

特殊的绕线方式主要是利用磁通矢量和电矢量间的关系，使得电磁式节电变压

器的绕组互相联系，实现平衡三相电压、节约电能的作用。

根据左图可以得到各相的电压平衡方程式









1、三相电流电压的平衡

是一个由 的混合体节电装置，由串联线圈连接在一起并固定在同一个三柱式铁芯上。当输入

电压U（三相）到A-B-C端时，电压也交叉加入到各组线圈上，且从串联线圈间输出电压，由于串联线圈中的励磁线圈所产生的磁通是

由各相励磁线圈所产生的磁通交汇在同一个三柱式铁芯上的，使得铁芯上的磁动势得到平衡，在数量上也大致相等。因而，输出的电

压也得到了平衡，数量上也大致相等。

经实际使用得知如A相有电流流过，B、C相没有电流，这时A相的二次线圈将有电流及产生磁动势，由于线圈的交叉连接，B、C相也

将产生磁动势用于平衡A相所产生的磁动势，B、C相在产生磁动势的同时也产生了电流。

不平衡电流对系统铜损的影响:

例：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A=50A，B=100A，C=150A，三相线路及变压器绕组的总电阻为R,则总铜损=502R+1002R+1502R=35000R通过节电设

备三相电流平衡，A、B、C各等于100A，则总铜损=1002R+1002R+1002R=30000R比不平衡状态下的铜损减少了14％。



正常电力电源的电压为正弦波，但实际的供电电压会因某些原因而偏离正弦波，即受谐波影响。

谐波又称为高次谐波。谐波产生的原因是非线性负载在工作时向电源反馈高次谐波。主要非线性负
载有UPS、开关电源、整流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这类设备的显著特点是它们从电网上取用非正弦
电流，即通过它们的电流不随正弦电压同步线性变化，使流过电网的电流偏离正弦波。

• 谐波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能产生集肤效应，使导体有效电阻增加，设备发热、发烫、增加线损、增
加变压器铜损和铁损、加速设备老化、缩短使用寿命。引发零线过电流（危害生产和人身安全）。

• 电压谐波：控制信号误动作、降低产品质量，烧毁设备引发火灾。
• 造成电容器的过流，缩短其寿命，造成发热多做的浪费，甚至导致电容器损坏和爆炸。

• 谐波对旋转电机的危害主要是产生附加损耗。由于集肤效应，磁滞和涡流等随着频率的升高，可引
起用能设备的局部发热，加快用能设备的老化，加剧对绝缘的破坏，缩短用能设备的使用寿命，轻
者影响用能设备的运行效率，重者损坏用能设备，同时又给用能企业增加了一定的电费支出。



3、消减高次谐波

电路中实际电抗与电容实现了LC型滤波的基本功能

“z”型特殊绕组设计：使得绕组中的谐波安匝

与工作绕组所感生的谐波安匝值保持平衡，迫使两

耦合绕组所穿链的谐波磁通自行抵消，阻止谐波在

供电系统中传输。



用能设备大多为电动机，因电动机在起动的时候电流一般

要大过正常电流的数倍（3.5~7倍），对“大马拉小车”来

说，这样将浪费一定的电能，这些电动机的频繁起动，将给

企业增加一定的电费支出。



• 瞬流：纳秒级到微秒级的电流或电压瞬态过程，幅值可以达到额定值的几十倍到几百倍。主要由
外部雷电波（2.5/50us）、内部的负载开关等引起

• 浪涌：毫秒级的瞬态过程，幅值可达到额定值的数倍到数十倍，主要由外部操作波
（250/2500us）、内部电机启动、大型设备投切等引起。

• 危害：
• 频繁冲击设备绝缘水平，设备绝缘性能下降，缩短设备使用寿命
• 电能过度消耗，增加损耗



2、电流瞬变的限制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可限制起动电流及稳压供电，从图中可以看到节电设备是串联在系统里面的，既起动电流流过本装置

后，本装置等于接入了一定数量的阻抗，从而达到限制启动电流的目的，如有多台则效果更佳。

ZE：系统电源等效阻抗ZS：系统网络等效阻抗ZF：节电装置等效阻抗ZL：用户节电装置后的阻抗

由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也就限制了瞬变的电流

E

ZE ZS ZF ZL

1A

14A
15A

众所周知，任何节能节电器在本质上都是电容器，任何两

个彼此绝缘又相距很近的导体，就组成一个电容器。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的虚拟电容器不是传统的电容器，但有

传统电容器的功能。



铁芯损耗与电压的关系：

PFe=KƒB2(磁滞损耗)+Kƒ2B2(涡流损耗)≈Kƒ1.3B2,

(1)式(1):PFe为铁芯损耗；K为常数；ƒ为磁通变化率；B为磁通密度。

因为，铁芯损耗PFe与磁通密度平方B2成正比，而磁通密度B与电压

U2成正比，所以，铁芯损耗PFe与电压平方U2成正比。



•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可将过剩电压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使用电设备工作

在额定电压值的范围内。过剩电压也是导致设备发热的原因，合适的电压

不仅可以节约电费开支又可延长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 设备铭牌额定电压380V：设计时以380V的参数为准，也就是说输入

380V时设备可正常工作，在输入400V时带有铁芯的设备已工作在磁饱和

的状态下、损耗最大效率最低，在输入360V时带有铁芯的设备工作在欠

励磁的状态下、效率最低。





该节电变压器的主线圈和两个附加线圈分别绕在三相铁芯柱上，并且与负载的感抗形成了

互感，降低了负荷的感性特征，根据这个原理起到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由KVL定理可以推

出，在装有电磁式节电变压器后，会减小负荷系统的感抗，所以无功功率也随之减少。



5、负载端功率因数的提高

• 通过对线路上容抗与感抗的调节，将电压与电流的相位

差同步调整，从而将用户端配电系统总的功率因数提高。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在调整电压的同时也提升了功率因数，

这样不仅能为企业减少电费开支，更能提高电能的利用

率。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流值对线路损耗的节电。

假设一条35mm2的单相供电线路，距离100米，其中设备端各参数，

U=220V，I=100A，cosφ=0.85，P=UIcosφ=18700W=18.7KW，

线路损耗为：线路电阻的计算：R=n*L/S，n=

系数铜0.017，L=长度，S=面积，R=0.017×(100/35)=0.048×2（来回）

=0.096。

线路损耗P=I2R=1002×0.096=960w

cosφ由0.85提升至0.87，提高功率因数设备的有

功不变，18.7KW÷（0.22KV×0.87）=97.7A，线路损耗：

P=I2R=97.72×0.096=916w

节约电能为(960-916)÷960×100%=4.6%



能源互联网 能源大数据

柔性电网

人工智能 共享经济

节电降耗 能源物联网个性化定制服务



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的调整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采用特殊设
计的三柱式铁芯结构和绕组异
相缠绕方式，充分利用了电磁
平衡原理，对三相不平衡进行
自动补偿达到平衡

高次谐波的消减

在三相芯式变压器中，三次及其倍
频谐波无法在合用的铁芯中流通；
中性点无引出线，三次及其倍频谐
波无流出的途径；另外串接在电路
中的等效电感起到了阻遏通低频，
阻高频谐波的作用

电压电流瞬变的限制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串联在配电系
统中，等于接入了一定数量的阻
抗，从而达到限制瞬变电流的目
的

三相电压的调整

将电压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使用能设备的效率提高及使
用寿命延长

负载端功率因数的提高

特殊设计的绕组可减小感性电
流，提高线路功率因数，提高
从而减小减少线路损耗，达到
节能降耗的目的

双向阻隔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是串联安装在变压
器与负载设备中间，可有效阻隔外网、
内网的电污染对彼此形成的影响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一种高科技智能型电能优化装置，该产品

已拥有11项知识产权，通过了CQC、CMA等国家权威质检机构对安全性和节电率等10余项内容的

检测，并获得了欧盟CE认证，综合节电率达 ，2007年投入市场以来，成功合作的客户验

收合格率100%。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在不改变企业原有的生产结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的前提下，在变

压器后端（即低压端）或前端（即高压端）安装华控节电保护装置，运用纯物理的电磁交互作

用方式，消除电源中的杂波、吸收谐波、提升功率因数，从而能使电磁交互平衡，减少磁矩失

衡，提升电机的机械效率，改善电能质量。

根据不同行业电能质量环境，节电率在7%-15%之间，基本原理：

（譬如多余的铜损、铁损、线损、振动、噪音、发热等浪费的电能）。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应用电磁平衡原理和独到的柔性

补偿调节技术，根据用户用电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定

制产品，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优化控制

策略，从而达到提高电能质量，降低电能损耗的目标。

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调整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采用特殊设计的三柱式铁芯结构和绕组异相缠绕方式，

充分利用了电磁平衡原理，对三相不平衡进行自动补偿达到平衡。

负载功率因数提高

采用独到的异相线圈缠绕设计减小感性电流，提高功率因数

抑制谐波

特殊设计的电磁结构不提供三次谐波及其倍频的通道，从而起到抑制三次谐

波及其倍频的功能，同时等效电路上串接于线路上的电感也能抑制高次谐波

的传播

电压稳定调整

稳压电路保持设备工作在额定电压附近，使设备处于高效运行状态

电压电流瞬变的限制

设备等效电路中呈现的电感对瞬变起到抑制作用，保障了设备的安全运行    

柔性补偿
调节技术

电磁
平衡原理



相同的符合情况下，客户随时进行节电前后反复对比

市电节电数据对比

节电状态
功率：963kw
电流：1583A

功率因数：0.95

市电状态
功率：1075kw
电流：1646A

功率因数：0.93

对比节电率达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

独创一键无缝切换市电与节电状态技术，企业可以在不断电情况下随时反复
多次切换，用以对比验证节电率，不影响正常生产

合法：华控节电保护装置 。
安全：华控节电保护装置送

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内部没有总开关，不会因开关跳闸而断电；
当华控节电保护装置有故障的时候，主回路自动转到市电工作；
当华控节电保护装置有故障的时候，其进线和出线等于是一条导线在工作。
综上三点，华控节电保护装置可以保证供电的连续性及可靠性。

节电和市电转换的时候控制的是





电力电子融合 通信与物联网融合

数据平台与节能手段融合 控制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边缘计算融合







客户地区 客户名称 所属集团 客户资质 节电率

湖南岳阳 岳阳长岭炼化厂 中石化集团 央企主板上市（600028）世界500强前10名 11.38%

湖南湘潭 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华菱钢铁集团 国企、主板上市（000932） 10.3%

广东深圳 鹏鼎控股 富士康科技集团 台企、主板上市（002938）PCB板全球第一 10.6%

湖北武汉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宝武钢铁集团 国企、世界500强A股上市公司（600019）

11.1%

江苏南京 梅山钢铁 12.18%

广东珠海 珠海珠玻电子 云天化集团 国企、主板上市（600096） 7.67%

广东珠海 联邦制药 联邦制药股份集团 港资控股、主板上市（03933） 8.2%

广东深圳 海吉星 深农集团 上市公司（000061） 13.5%

广东东莞 日精光电有限公司 日精集团控股 日企 /

湖北咸宁 精华纺织 精华纺织集团 私企 12.28%

湖北武汉 裕大华纺织 裕大华集团 私企 /

江苏昆山 柏承科技(昆山) 柏承科技开曼 新三板上市公司（831861） 8.8%

河南漯河 双汇第一工业园 双汇集团 上市公司（000895） /

广东湛江 湛江海大饲料 海大集团 上市公司（002311） 10.25%



客户地区 客户名称 所属集团 客户资质 节电率

湖北荆州 菲利华石英玻璃 / 主板上市、中国首家半导体原产设备厂商供应商（300395） 9.4%

湖南衡阳 衡阳天锦纺织 云锦集团 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28%

江苏南通 江苏大生纺织 大生集团 全国棉纺织行业“排头兵企业” 9.8%

湖南常德 鸿鹰生物科技 广东溢多利集团 上市公司控股（300381） 9.8%

山西大同 广灵金隅冀东水泥 金隅集团 中国企业500强水泥行业龙头企业（000401） 9.6%

辽宁海城 辽宁东和新材料 / 上市公司（839792）国家工信部认定菱镁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企业 /

广东佛山 联塑科技 联塑集团 中国大型建材家居产业集团、上市公司（2128.HK）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及世博指定供货商 /

广东佛山 雄塑科技 雄塑科技集团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企业、上市公司（300599） /

浙江杭州 港佳纺织 大生纺织 港资控股 /

广东江门 鹏程头盔 骏威实业 港资控股、国内最具规模的头盔生产基地 /

河南漯河 银鸽实业 银鸽实业集团 河南省百户重点企业集团，全国规模最大的造纸集团（600069） /

湖北襄阳 宜城万众纱业 万众 / /
重庆 顶正包材 顶正（开曼岛） 国内专业生产软包装，彩盒、食品纸质容器的龙头企业 /

广东珠海 中国神华能源 神华集团 国资委控股、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601088） 8.8%



节电效益

国务院国资委控股、主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600028）

2018年全球能源公司250强榜排名第九

首台华控节电保护装置节电率为11.38%，7台变压器，合计容量

9200KVA,总年电费为2,040万元/年，节电改造竣工后，年节电收益将

达到230.5万。

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全厂年费为25亿元/年，40%的低压变压器，

低压部分年电费为10亿元/年，全部节电改造竣工后，年节电效益达

1.1亿元/年。

节电率
11.38%

节电率
15.6%



节电效益

国资委控股公司

2019年7月9日，华控集团于武汉青江化工02#1250KVA 变压器配

电系统安装一台HK-1250华控节电保护装置，验收节电率为9.29%，年

电费为270.5万元/年，年节电效益为25.1万元/年。

全厂总计容量为9,200KVA，年电费2,791万元，全部节电改造竣工

后，年节电效益达259.3万元。

节电率9.29%



节电效益

国企、主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600096）

2018年1月于珠海珠波1#1600KVA变压器安装一台型号HK-1600华控

节电保护装置，验收节电率为7.67%，年电费为555万元/年，年节电效益为

43万元/年。

全厂容量共10,000KVA，年电费为4500万元/年，全厂年节电效益为

441万元/年。

云天化集团变压器容量共计150,000KVA，全年电费6.75亿元，全集

团年节电效益达6,615万元/年。

初验节电率
7.67%

复验节电率
11.26%



深圳市龙华区厦门大学产学研基地9楼

0755-21018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