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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特高压站用电备自投误闭锁研究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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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站用电系统对特高压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举足轻重，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备自投）
对站用电可靠持续运行作用重要。本文针对某特高压变电站站用电系统备自投误闭锁设计缺陷，
研究了备自投工作机理，分析了误闭锁回路并给出了改进的回路接线，验证了备自投动作的正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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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f an UHV substation auxiliary power
automatic switch error lock
Yin Xiaohai Wang Shiguan Xiao Yunliang Wen Guowei Wang Wei
(State Grid Shanxi Maintenance Company of SEPC, Taiyuan 030032)
Abstract Auxiliary Power system plays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UHV substation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and Backup Power Source has crucial relevance for the Auxiliary Power standing reliable
continuously running. Paper take an UHV substation Auxiliary Power system design flaw of Backup
Power Source error lock found in the inspection as an example, locking mechanism is studied, and the
improved circuit wiring is offered, guaranteeing the correc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Backup Power
Source action.
Keywords：substation auxiliary power source; automatic switch; lock; circuit
站用电交流系统是保障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的重要部分，承担着变电站内设备操作电源、变压
器冷却电源 、辅助系统 电源等重要 回路的供电 任
务 [1-2]。站用交流电源丢失，将危及变电站的正常运
行，甚至引起系统停电和扩大事故范围 [3-4]。目前，
一般的变电站都采用两路不同的电源，特高压变电
站由于其承担着输变电的重要任务，采用三路站用
电源，其中一路是外接电源，并且应至少保持两路
站用电源平稳运行。为了保证供电的连续可靠性，
特高压变电站在 380V 母线间设置了备自投 [5-7]。为
保证备自投装置能够正确动作，避免将备用电源再
次投入到故障元件中，扩大事故范围，应采取一定
的闭锁条件，使得备自投在不该闭锁的情况下能够
可靠动作，该闭锁的情况下能够可靠闭锁 [8-9]。本文
介绍了某一 特高压变电 站在备自投 功能验收过 程
中，由于备自投闭锁回路设计不当，造成了备自投
误闭锁；研究了备自投动作机理，分析了误闭锁回
路并且对该闭锁回路进行了修改，现场验证了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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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性。

1

某特高压变电站站用电系统简介
该站共有 3 路站用电源，如图 1 所示。由于站

内本期只有一组主变压器，故第一路引自本站 1 号
主变 110kV 母线，经 111B 变压器（110/35kV）及
301B 变压器（35/0.4 kV）两级变压后给 400V 1 号
母线供电；第二路引自 2 号外接电源，经 302B 变
压器（35/0.4kV）变压后给 400V 2 号母线供电；第
三路引自 0 号外接电源，经 300B 变压器（35/0.4kV）
变压后给 400V 0 号母线供电，其为备用电源。
该站设置两台备自投装置，均为单向自投。备
自投 1 作为第一路电源消失第三路电源自动投入的
装置，备自投 2 作为第二路电源消失第三路电源自
动投入的装置，正常情况两台备自投装置均在投入
状态。该站使用四方公司生产的 CSC-246 线路备投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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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400 断路器在合位、403 断路器在分位，备自
投充满电。400V 1 母失压，经 T1 延时跳开 401 断路
器，T3 延时合上 403 断路器，动作逻辑分解图如图
3、图 4 所示，图中 T1、T3 为时间继电器。为防止
PT 断线时备自投误动，取线路电流作为母线失压的
闭锁判据。

图1

2

图3

备自投动作逻辑分解 1

图4

备自投动作逻辑分解 2

某特高压变电站站用电系统

备自投工作机理

2.1

备自投原理（以备自投 1 为例）
备自投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开始充电，经延
时才能充满电。备自投只有在充满电状态下，且满
足启动条件，又无外部任何闭锁条件，备自投才会
动作。备自投在逻辑执行过程中，出现任一闭锁条
件，备自投放电。
1）备自投充电条件：400V 1 号母线、0 号母线
均有压，401、400 断路器在合位、403 断路器在分
位；无任何闭锁条件。
2）备自投充满电条件：充电条件满足且超过 10s。
3）备自投放电条件：任一闭锁条件满足，备自
投动作出口后。
4）备自投闭锁条件：遥分/手分 401 断路器，
保护动作且故障在 400V 1 号母线，投入保护装置
“备自投总闭锁”功能压板。
5）备自投动作条件：备自投充满电，启动条件
均满足，闭锁条件均不满足，且延时 T 内上述条件
均满足，如图 2 所示，图中 T 为时间继电器。

图2

2.2

备自投动作条件

备自投逻辑
正常运行时，400V 1 号母线、0 号母线均有压，

1）在同时满足 400V 1 母失压、CT1（电流互
感器）无流、400V 0 母有压的启动条件，且同时不
满足 401 断路器在分位、403 断路器在合位的闭锁
条件（即满足 401 在合位、403 在分位），则经 T1
延时备自投动作跳开 401 断路器。
2）在同时满足 401 断路器在分位、400V 1 母
失压、400V 0 母有压的启动条件，且同时不满足 403
断路器在合位的闭锁条件（即满足 403 在分位），则
经 T3 延时备自投动作合上 403 断路器。

3

备自投误闭锁研究及改进

3.1

备自投误闭锁分析
在对该站备自投功能验收时发现，在备自投充
满电、无任何闭锁条件的情况下，当拉开备自投 1
400V 1 母电压空开（即模拟 400V 1 母失压）时，
备自投动作、401 断路器跳开，装置面板显示出口 5
跳进线 1DL（出口 5 接 401 断路器，即 401 断路器
跳开），未显示 403 断路器合上，如图 5 所示。经查
发现备自投跳 401 断路器和测控遥控分 401 断路器
共用一个跳闸出口 133，而且端子排遥控分闸回路
133 和继电器 ZJ-1 短接。当备自投动作跳 401 断路
器时，继电器 ZJ-1 接点带正电，使得 ZJ-2 和 ZJ-3
常开接点导通，闭锁备自投，导致 403 断路器无法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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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合上，回路接线图如图 6 所示，图中 ZJ 为中间
继电器。

图5

当测控分 401 断路器时，ZJ-4 和 ZJ-5 常开接点导通，
401 断路器跳闸线圈带电，401 断路器断开；ZJ-2
和 ZJ-3 常开接点导通，闭锁备自投。通过对遥分 401
断路器闭锁备自投回路的修改，一方面测控分 401
断路器时，闭锁备自投；另一方面备自投动作跳开
401 断路器后，不会误闭锁备自投，使得 403 断路
器能够自动合上。最后，现场验证了改进回路的正
确性，如图 8 所示，装置面板显示出口 5 跳进线 1DL
（出口 5 接 401 断路器，即 401 断路器跳开），出口
2 合母联 3DL（出口 2 接 403 断路器，即 403 断路
器合上）。

备自投装置闭锁报文

图7

图6

修改后的备自投闭锁回路

备自投误闭锁回路

3.2

备自投闭锁回路改进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备自投误闭锁原因：备自
投跳 401 断路器、测控分 401 断路器端子及继电器
ZJ-1 接点直接接在一起，使得备自投跳 401 断路器
时，装置误判为遥控分 401 断路器，闭锁备自投。
改进：将备自投跳 401 断路器、测控分 401 断
路器端子分开；备自投跳 401 断路器端子不经过继
电器直接接跳闸出口 133；测控分 401 断路器利用
继电器 ZJ 两组辅助接点，一组接 401 断路器跳闸出
口 133，一组接闭锁备自投回路。修改后的回路如
图 7 所示。
当备自投动作跳 401 断路器时，133 接点带正
电，401 断路器断开；同时继电器 ZJ-1 接点不带正
电，ZJ-2 和 ZJ-3 常开接点不导通，不会闭锁备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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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4

备自投装置正确报文

结论

备自投作为特高压变电站工作电源消失使备用
电源自动投入的装置，其动作的正确可靠性关系到
站用电供电的持续稳定性，故需确保备自投在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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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可靠动作，该闭锁时可靠闭锁。本文探讨了某
特高压变电站备自投功能验收中发现的误闭锁回路
设计缺陷，给出了改进的设计回路，分析并现场验
证了备自投动作的正确性，变电站采用这种回路保
障了站用电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为其他站备自投闭
锁回路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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