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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变电站 ZF10-126kV GIS 接地开关
故障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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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现场某变电站 ZF10-126kV GIS 1822-2KD（接地开关）发生故障后对故障问
题的检查和剖析的过程，并结合故障反思了 GIS 设计和运行时需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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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概述

某变电站 ZF10-126kV GIS（户外站）共 7 个间
隔，内桥接线方式，已投入运行。正常运行中发生
母差保护动作，距离保护显示故障点在 GIS 内部。
通过阅读故障后综保故障录波图知：故障起始为 C
相接地短路，B 相滞后约 2～3ms，A 相滞后约 20ms
持续 20ms，故障电流约 3700A。

障点位于 2#主变间隔刀闸气室内。如需进行精确故
障点的定位需现场实施 2#主变间隔刀闸气室的拆解
检查。
随后厂家检查目前 2#主进间隔各个开关位置状
态为：1882 分位，1822-2 合位，1822-2KD 分位，
主进隔离开关合位，1822-BD 分位；检查他们的外
部位置定位符合操作到位要求。
厂家及检修工区对 GIS 疑似故障部位进行分解
物复测、地租测量、回路电阻测试、微水测试，分
解物复测试明确为 2#主进间隔刀闸气室组分异常，
地租测试无异常，回路电阻测试无异常，微水测试
为 65×10−6 正常。

4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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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进间隔平面图

故障后检修工区检查实验记录

经了解：故障后供电公司检修工区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进行故障排查工作，后经供电工区现场检查
试验排除了 中低压系统 故障的可能 ，判定问题 为
GIS 内部原因。对 2#主变间隔套管至主进间隔、二
段母线、1822-2 隔离、1822 开关下口进行相间及对
地摇绝缘试验及 50kV 高压耐压试验均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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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 1882-2（属于 2#主进隔离气室）解体发现：
1822-2KD 动、静触头部分烧损，解体时 1822-2KD
位置为分闸到位位置，拆下后观察动触头导电杆顶
端都基本在动触头屏蔽罩下，符合正常分闸时动触
头低于屏蔽罩下 3～5mm 的要求，观察导电杆动触
头烧损位置为顶端下的侧面一区域（面积约为
20mm×30mm 左右不等，如图 2 所示）大部分烧损

厂家检查试验记录

随后我高压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经对怀疑故障
段位各气室 SF6 气体分解物的测试（2#主变间隔刀闸
气室 SO2 指标为 58.5×10−6，已远远超出不大于 2×
10−6 的经验值，其余气室均不大于 1×10−6），判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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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障时开关应位于即将合闸位置
拔出接地开关动触头导电杆（相当于施与手动
合闸动作）观察在导电杆的中部以下部位粘附有牢
靠的喷溅物，进一步说明故障时 1822-2KD 不是处
于完全分闸的位置，而是处于即将合闸到位的位置
（静侧屏蔽罩烧损位置处于屏蔽罩圆孔的侧面而非
顶面也印证了此点）。如果 1822-2KD 在合闸到位（完
全插入静触头内）则一投运即会引起接地跳闸，另外
B 相烧损面

如动触头距离静触头屏蔽罩相当近则根本无法维持
并承受 64kV 的运行电压而早已击穿（可进行模拟试
验验证），如动触头导电杆顶端距离静触头屏蔽罩顶
端稍远一些则击穿时应烧损静触头屏蔽罩的顶面而
不是侧面。所以说：故障发生时 1822-2KD 应处于已
开始即将插入静屏蔽罩而即将合闸到位的情况。

A 相烧损面

开关所在位置

图2

故障烧损面及开关故障位置

区域处于动屏蔽罩的下面，观察静触头烧损位置为
屏蔽罩中间圆孔的侧面，而非处于静触头屏蔽罩的
顶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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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

通过对 1822-2KD 接地开关动静触头的烧损情
况及各方面检查了解分析可知：
1）解体位置不是故障时开关实际位置
导电杆动触头大部分烧损区域位置低于动屏蔽
罩的下面，说明：解体时的位置不是故障实际发生
的开关位置，因为如果在此位置下发生 SF6 的气体
绝缘击穿（1822-2KD 动、静触头间 65mm 的绝缘开
距），击穿应发生于动屏蔽罩和静屏蔽罩之间的顶端
面，绝不可能烧到屏蔽罩的里面，说明 1822-2KD
解体时的开关位置（分闸到位位置）不是故障发生
时 1822-2KD 实际处于的位置。

3）一次本体未发现异常
1822-2KD 为外部机械传动，三相联动机构，三
相均烧损说明三相是在相同的位置下发生的故障。
厂家解体 1822-2KD 接地开关时检查外部传动连杆
各紧固螺钉均已紧固，传动拐臂连接牢靠，解体后
通过手动传动动触头发现内拐臂传动良好，解体后
观察动触头导电杆的顶端滑痕约 30～35mm 说明目
前装配动触头插入量符合要求不存在合闸后插入量
不足的想象。
4）二次回路检查未发现异常
经了解知：该 GIS 所有接地开关位置变量均未
传送至主控室，接地开关也无法实现主控室遥控，
只能就地电动或手动操作。
（1）厂家到现场后观察 1822-2KD 处于分闸到
位情况，咨询检修工区及运行单位均答复事故前后
未曾对该 1822-2KD 进行过任何操作，且承诺已调
阅现场视频录像知事故时段无人员出现在该 GIS 附
近，因此无人为误操作的可能，但没有见到实际监
控录像资料。
（2）在现场配合业主对 1822-2KD 进行了给予
电动分合闸指令后（已造成电动机启动）随即人为
断 开 1822-2KD 电 动 机 电 源 的 空 开 然 后 再 恢 复
1822-2KD 电动机电源空开投入，经验证：电动机不
存在记忆功能，在动作中途不会继续分合闸，只有
再在外部施加合分闸指令后才会继续分合闸操作。
说明 1822-2KD 在没有人从机构箱电机齿轮处施与
手动操作的话，如果没有电气信号操作是不会自动
分合闸的。
（3）经现场打开 1822-2KD 机构箱对本机构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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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及汇控柜内属于 1822-2KD 的控制回路接线进行
压接紧固情况检查，未发现虚接松脱现象。因此应
该不存在电气操作过程由于线路虚接而导致的操作
不到位，从而导致开关击穿的情况。
（4）因开关正常分合闸操作，需满足开关联锁
条件，哪怕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开关是不会执行分
合指令的，也就说 1822-2KD 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实
现的分合闸操作的。
通过以上分析最终可断定：1822-2KD 不是在厂
家到现场时 观察到的分 闸到位的情 况下发生的 故
障，而是处于即将合闸或合闸动作过程末端时发生
的绝缘击穿，并且是 1822-2KD 接地刀闸在合闸造
成故障后又人为电气分闸，否则原因说不清，是不
明的特小概率事件使 1822-2KD 电动恢复到了分闸
到位的情况，不是由于该接地刀闸设备本体机械的
原因，或是 电气原因导 致自由分合 闸，从而导 致
1822-2KD 刀闸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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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问题反思

1）由本次刀闸事故也反映出电站设计的弊端，
该站 GIS 所有接地刀闸位置信号和控制方式均未传
送至主控室，后台监控的 SOE 没有记录，具体刀闸
故障时是否进行过分合操作不好确定，难断定是否
人为在解除联锁的情况下误分合过刀闸。由此，也
给设计部门提个醒，接地刀闸是只在检修时才能用
到，但刀闸位置信号应该采集，以便查看刀闸分合

时间和分合次数，从而断定刀闸的使用寿命。
2）由此接地刀闸的误操作出现的情况，充分说
明了 GIS 金属封闭式组合电器开关的优越性，在高
压带电正常工作情况下，接地刀闸故障，只是出现
了触头烧损，并无大碍，也说明了 GIS 产品的质量。
3）接地刀闸控制回路应独立并增加单独空气开
关，这样仅在操作接地开关时将空气开关合上，完
成操作后立即将空开拉下，从而避免因意外因素在
设备运行过程中接地刀闸误动的情况。
4）对汇控柜内易动元件如继电器、微动开关等
加防护罩，并悬挂告示牌，以防误动和误操作。
5）也提醒运行维护人员在高压开关操作过程中
一定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牢记上电和断电操作次序，
不要贪图省事盲目操作，一定做到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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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标准体系研究通过验收
近日 ， 由 中 国 电 建 集 团 所 属 水 电 总 院 和 中 国 水 电
工程 顾 问 集 团 成 都 、 西 北 勘 测 设 计 研 究 院 共 同 承 担 的
“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标准体系研究”科技项目通过

程勘察技术标准基础上首次构建了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
标准体系。
该标准体系共包含 114 项标准，其中，属可再生能
源工程勘察标准共 76 项（有效标准 32 项、在编标准 16

验收。
该项目基于目前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

项、拟新编标准 28 项），引用其他行业标准 38 项；开发

海洋能发电、地热能发电以及生物质能发电的工程勘察

了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标准体系数据库系统；拟定了可

标准参差不齐、不成体系的现状，考虑了各标准内容的

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标准制（修）订的建议计划。

特点、适用范围及其内在联系，本着“目的明确、全面

中国电建将在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拟新

成套、层次适当、划分清楚”的原则，对可再生能源工

编、修订标准工作同时，进一步研究简化可再生能源工

程勘察标准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通过顶层设计首

程勘察标准，使之与国际接轨，让中国可再生能源标准

次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工程勘察标准体系框架；在现有工

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工程走出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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