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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建模仿真的研究方法对电力变压器振动噪声的产生、传播和分布进行瞬态计
算研究。通过对电力变压器振动噪声的产生机理的理论分析，确定电力变压器振动噪声的特点
与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本研究利用多物理场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电力变压器
三维实体模型，进行综合电磁场、结构力场、压力声场的多物理场耦合仿真计算，结果显示了
三维电力变压器振动噪声信号在各个求解域内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频率特性。与同工况下实测
噪声数据的对比结果表明，本文所采用的建模和分析计算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为电力变压器的
振动与噪声研究补充了重要而有效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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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器噪声信号进行对比，验证本文所述变压器振动声

随着电网的发展和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变

学仿真计算方法的可行性。

压器的振动噪声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开展变压
器设备的噪声特性分析和辐射声场计算研究是解决

２． 振动与噪声的特性分析

此问题的关键所在。电力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的关

变压器振动噪声产生所涉及的构件组成较多，

键设备，承担着电压变换、电能分配的工作。变压

产生原因各不相同，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器在运行时，由于电磁作用产生的振动噪声具有明

运行状态：变压器的运行状态决定了变压器的

显的频率特征和分布特点

［１－２］

。

铁心磁通密度以及负载电流的大小，而变压器铁心

现阶段对于变压器振动噪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的磁通密度直接影响了硅钢片磁致伸缩的大小。国

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方面，而对变压器振动声学的

内外大量的试验数据表明，磁通密度的增大将导致

仿真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学者采用有限元算法对变

变压器噪声水平增大。

压器的铁芯进行建模，计算由变压器铁心所产生的

变压器结构：硅钢片的尺寸影响铁心振动噪声

振动结果 ，但是其模型相对简化未考虑绕组影响且

的强度，而铁心的磁路径作为导致变压器电磁场产

没有计算变压器噪声数据，因而未能全面的反应变

生高次谐波的重要因素，将直接影响噪声的频率分

压器振动及噪声的相关特性。

布特性［１１］。

［３］

目前大多研究人员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对
变压器铁芯绕组结构进行简化建模

［４－６］

，但由于

材料工艺：材料工艺主要包括铁芯所用硅钢片
的型号、材质以及制作加工的质量控制。

ＡＮＳＹＳ本身在模型多物理场耦合计算方面的局限
性，使得变压器模型的计算过程繁琐而复杂，导致

３． 变压器声学计算模型

计算结果准确度欠佳 。本文采用专业的多物理场耦
［７］

合分析软件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进三维实体建模，对

３．１ 几何建模

变压器振动噪声的产生与传播过程进行瞬态计算，

仿真选用一台三相三柱式２２０ｋＶ变压器进行建

整个变压器仿真模型运用了电磁场、结构力场和压

模分析，并对变压器铁心、绕组、油箱和外空气腔

力声场多个物理场的耦合计算方法。本文最后通过

进行适当简化建模。考虑到网格划分过密将导致计

将变压器噪声信号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的同型号变压

算时间过长以及迭代求解的收敛性问题，本文将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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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简化为由一整块硅钢片构成，由电动力作用导致
的硅钢片间振动噪声水平相对于磁致伸缩效应产生
的振动噪声小的多，可忽略不计，因此本文对铁心
结构的简化将对仿真计算结果的准确度影响很小。
同时考虑实际情况中铁心的结构对涡流的抑制作
用，以及求解的收敛性问题，在计算过程中适当减
小了模型铁心材料的导电率。本文研究对象包含变
压器振动及噪声，因此在变压器外部构建空气腔，
模拟室外变压器的空气环境，几何模型如图１、２、
３所示。空气、绕组、铁心的材料分别设置为Ａｉｒ、
Ｃｏｐｐｅｒ、Ｓｏｆｔ

图３ 变压器绕组及铁心模型

Ｉｒｏｎ，磁导率、电导率、密度等参数基

本采用材料自带的属性，变压器结构参数如表１所

３．２ 电磁场模型

示。

运用ＣＯＭＳＯＬ软件中的磁场模块，其求解的主要
因变量为磁矢势Ａ，该模块能计算出求解域中每一节

表１ 变压器基本结构参数

点所受的电动力（洛伦兹力）等变量。

结构参数

尺寸／ｍｍ

心柱中心距

１７７４

上、下轭长度

４３２８

下轭与油箱底部距离

５５

油箱内宽

２３４０

使磁场方向平行于外空气边界，将铁心域的磁

油箱内长

６６７０

场计算条件设置为软件内带的Ｂ－Ｈ磁化曲线，设定铁

线圈上端至上铁轭距离

２２５

心在１０００×１０３Ａ／ｍ的磁化强度时进入饱和状态［１２］。将
绕组设定为多匝线圈域，指定线圈方向，根据实际

铁心窗高

２１６５

上、下轭宽度

７８０

上、下轭高度

７４６

油箱内高

３８６０

油箱壁厚

１０

线圈下端至下铁轭距离

１１０

在空气域的外围设定磁绝缘边界条件：
（１）

情况设置线圈匝数、导线横截面积及额定电流等参
数。
３．３ 结构场模型
变压器振动噪声模型的结构力场仿真求解的主
要因变量为位移ｕ，能计算出每一节点处沿ｘ、ｙ、ｚ方
向的加速度大小以及应变值。
在该模型的铁心域和绕组域上加载洛伦兹力，
在铁心域上加载表征磁致伸缩的应变，使得模型的
结构力场与磁场相互耦合，模拟计算三维模型中铁
心和绕组在电动力和磁致伸缩效应共同作用下的振
动噪声产生即传播过程。
３．４ 声压场模型

图１ 变压器及外部空间几何模型

在声压场的模型中主要设置变压器油和变压器
外部空气作为求解域。求解域中的方程为声压波动
方程［１３］：
（２）
式中：ρ为流体密度；ｃ为声速；ｐｔ为绝对声
压；

为偶极源；

为单极源。

将声压场与结构力场进行耦合设置，计算变压
器噪声的传播过程及声场分布特征。
图２ 变压器几何模型

３．５ 网格剖分与仿真计算

高性能计算应用

本次建模采用的是三维模型，对整个几何域进

０，即设定下铁轭是固定不动的，因此在变压器下铁

行四面体网格划分。但是综合考虑到各个求解域的

轭位置的噪声水平明显的比上铁轭位置处的低。根

物理场分析需求、几何尺寸、计算精确性、收敛性

据ｔ＝０．０１０５ｓ时刻整体模型的声压分布图可以看出，变

和计算数据量，对不同求解域进行不同程度的网格

压器振动产生的噪声信号呈现较为明显的对称分布

尺寸的控制，按照表２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控制。由

趋势，并在油箱上表面出现噪声声压最大值。在空

于变压器油跟多个求解域相接触，因此其网格大小

气域中将变压器箱体正面中部离地１．５ｍ高，距离变压

的划分直接决定了整个模型的网格划分能够成功，

器３ｍ的位置设置为噪声信号测量点，导出该测量点

故对变压器油进行合理细化处理。

的噪声信号计算结果。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信号进行

仿真采用瞬态求解器进行求解，噪声信号中所
关注信号的最大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根据采样定理，要

傅里叶变换频域分析，如图６所示。图７为实际工况
下的变压器噪声实测数据。

求采样的频率至少要达到２０００Ｈｚ，最好为４０００Ｈｚ以
上，即对仿真的输出步长（采样率）提出了要求；由
于所关注信号为５０Ｈｚ的信号及其高次谐波（５０Ｈｚ、
１００Ｈｚ、１５０Ｈｚ、２００Ｈｚ等）的信号，因此至少要求
ＦＦＴ的分辨率至少为５０Ｈｚ，即对仿真计算时间（采样
点数）提出了要求。综合考虑计算的精确性和仿真的
计算数据量，设定ＦＦＴ分辨率为５０Ｈｚ，设定采样率为
关注的最高频率（１０００Ｈｚ）的５倍，即５０００Ｈｚ，因此采
样点数＝采样率／ＦＦＴ分辨率＝１００。设置仿真计算的时
间为一个周期，及０－０．０２ｓ，设置步长为０．０００２ｓ。

图４ ｔ＝０．０１０５ｓ时变压器外部声压分布切片图

表２ 几何域网格划分
几何域

几何尺寸

物理场需求

精细程度

铁心

较大

电磁、结构、声压

标准

绕组

局部较小

电磁、结构、声压

局部细化

变压器油

较大

声压

较细化

油箱壁

小

电磁、结构

标准

空气

很大

声压

较粗化

求解器采用多物理场全耦合求解的计算方式，
线性求解器采用直接法求解，采用的ＭＵＭＰＳ求解器
支持多线程计算。由于本仿真研究涉及多个物理场
耦合，收敛条件苛刻，因此增大迭代次数的限制。

图５ ｔ＝０．０１０５ｓ时变压器外部声压分布图

由于求解得到的噪声信号中各频率成分的声压
幅值的数量级差别较大，为了便于数据分析以及绘

４． 仿真结果处理与分析

制图谱，因而在本文中采用声压级进行频谱图的绘

将实验结果及分布云图经后处理，得到了整个

制。声压级是便于统计和描述声压的物理量，单位

空间内的噪声声压分布，其纵向切面图如图４所示。

为分贝（ｄＢ）。标准声压级ＳＰＬ与声压ＳＰ的换算公式

通过对此空间内的噪声声压分布云图分析可知，变
压器噪声的最大值在油箱上表面的位置呈现稳定而
又规律的波纹分布，并从油箱外壁上表面的位置向

为［１４－１６］：
（３）

空气中以波的形式传播开来。
图４、图５中结果对应的时间为ｔ＝０．０１０５ｓ时，此
时变压器中的电流作用时间小于一个周期时间，因

式中２０×１０－６Ｐａ是参考声压，是正常人耳刚好
能察觉到的１ｋＨｚ声音的声压值。

而由变压器绕组和铁心所产生的振动所引起的噪声

结果分析：图７数据为美国ＬＡＲＳＯＮ ＤＡＶＩＳ公司

信号暂时并未达到稳定状态，而是处于由近向远的

Ｍｏｄｅｌ ８３１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Ｍｅｔｅｒ Ｍａｎｕａｌ所测得的噪声信

向外传播过程。从整个模型的噪声分布可以看出，

号，并通过其专用的分析软件得到的噪声频谱。在

靠近变压器铁心的位置处噪声声压明显较高，且明

对比分析过程中应考虑到实测数据中环境噪声对

显呈现出具有波峰波谷的波纹分布。在此次变压器

数据的影响，由以上变压器噪声实测数据频谱图可

振动噪声仿真过程中，将下铁轭的位移约束设置为

知，变压器振动噪声主要由１００Ｈｚ、２００Ｈｚ、３０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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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压场的建模仿真，分析结果与国内外研究成果及
实测数据保持较高的一致性，验证了本模型的正确
性。

５．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变压器绕组与铁心的振
动机理，以ＣＯＭＳＯＬ有限元软件为工具进行建模仿真
研究，对电力变压器的振动噪声的产生、传播和分
图６ 变压器噪声仿真频谱图

布特点进行多物理场耦合计算，结合实测的实际工
况中变压器噪声信号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１）电力变压器振动噪声主要由１００Ｈｚ、２００Ｈｚ、
３００Ｈｚ、４００Ｈｚ等频次的信号组成，其中１００Ｈｚ为两倍
于电源频率的基频信号，２００Ｈｚ、３００Ｈｚ、４００Ｈｚ等频
次信号为变压器振动噪声信号的高次谐波信号，振
动噪声信号中最大声压级出现在１００Ｈｚ处。仿真结果
还对噪声信号的传播过程和空间分布特点有直观的
显示，变压器振动产生的噪声信号呈现较为明显的
对称分布趋势，并在油箱上表面出现噪声声压最大

图７ 变压器噪声实测数据频谱图

值能够为后续的噪声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方法。

４００Ｈｚ等频次的信号组成，其中１００Ｈｚ为两倍于电源

２）通过与变压器实际工况的实测噪声数据的对

频率的基频信号，２００Ｈｚ、３００Ｈｚ、４００Ｈｚ等频次信

比分析，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电力变压器三维实体

号为变压器振动噪声信号的高次谐波信号，振动噪

建模方法、网格划分控制方法、多物理场耦合设置

声信号中最大声压级出现在基频处（１００Ｈｚ）。值得注

和振动噪声瞬态计算方法是可行并具有较高计算精

意的是，根据测量噪声的频谱分析可得存在较大的

度的，本文所述的综合电磁场、结构力场、压力声

以电源频率为基频的信号及奇次谐波信号（１５０Ｈｚ、

场的多物理场的耦合仿真计算方法为电力变压器的

２５０Ｈｚ、３５０Ｈｚ等），这其中包含了部分环境噪声的因

振动与噪声研究补充了重要而有效的研究手段。

素以及本模型简化建模方法的影响。通过对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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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锦
哈佛大学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
据ｗｗｗ．ｂｅｌｆ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网站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消息报

业投资猛增。其中机器学习子领域的发展是主因。

道，近期，应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ＩＡＲＰＡ）的要

二是ＡＩ技术是给国家安全带来深刻变化的颠覆性技

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

术。现有的ＡＩ技术能力在国家安全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心发布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分析人工智能

未来的ＡＩ技术有可能成为给国家安全带来深刻变化的颠

（ＡＩ）对美国家安全的巨大影响，为美政府ＡＩ政策提供

覆性技术。

建议。

三是ＡＩ技术对国家安全影响巨大。在军事方面，

报告提出了制定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未来政策的

ＡＩ的发展将产生新的能力，并使现有能力成本被更广泛

三个目标：一是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优势，为军事和情报

的行为体所接受；在网络领域，目前需要大量高技能劳

能力优势提供砝码；二是支持ＡＩ用于和平和商业用途，

动力的活动未来可能会实现高度自动化；在信息优势方

帮助民事和商业部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三是减少

面，ＡＩ将大幅提升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建立数据的能

灾难性风险，防范或降低偶发／敌对事件带来的严重后

力；在情报行动中，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源可供分

果。

辨真相，相应的，制造伪情报也变得更加便利；在经济
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方面，ＡＩ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将重新

一是ＡＩ技术发展迅猛。ＡＩ领域在过去５年发展迅

塑造世界经济中的劳资关系。

猛，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速。推动ＡＩ快速发展的４个因素

四是变革性技术带来的经验。该机构分析了核、航

是：计算机性能在近几十年呈指数级增长、训练机器学

空航天、网络和生物技术４个变革性军事技术案例，从

习的大型数据集数量增加、机器学习技术不断进步、商

中提取了可用的经验和教训。
（李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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