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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某电厂 6kV 厂用电系统采用电缆互联的改造方案。改造后实现了用一台高
压/厂用变压器带两台机组的厂用电进行开机或停机，大幅减少了起动/备用变压器的用电量，经济
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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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ation of auxiliary power system interconnection
in 300MW unit
Ling Jiaguang Jiang Hao Jiang Qishan Tian Daming
(Zhongshan Thermal Power Co., Ltd,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31)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formation scheme of 6kV auxiliary power system using
cable interconnection. After the reformation, successfully using one auxiliary transformer loading two
auxiliary power system to startup or shutdown unit, 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stand-by transformer,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obvious.
Keywords：power plant; auxiliary power system; interconnection
某 2×300MW 热电厂为单元制机组接线，共用
一台 220/6.3kV 起动/备用变压器（以下简称起备
变），每台机组 6kV 厂用电系统设 A、B 两段母线，
未设 6kV 公用段或备用段母线，当任一机组停运时，
其厂用电必须切换至起备变由电网电源供电。在当
前装机容量过剩的环境下，双机运行渐行渐远，而
单机成为常态，电厂在发电量减少的同时还要使用
高价网电。一方面外购电量每次起停机都要进行公
用系统变压器来回倒闸操作，十分繁琐；另一方面
对起备变的检修时间安排比较困难（需要等到双机
运行且天气晴好），因此有必要进行厂用电互联改造。

1

互联方式的选择

经了解，国内机组容量在 600MW 及以上实施
厂用电互联改造的电厂仅有几家，在 300MW 级机
组实施厂用电互联改造的电厂要多一些，大部分直
接在起备变低压出口安装断路器小室，与起备变形
成断开点，利用原有 6kV 共箱母线实现互联，但该
电厂起备变低压侧 6kV 母线采用了全绝缘整体浇注
母线，并非常规的共箱母线，改造存在施工周期长、
停电风险大的缺点，故选择对两台机组厂用电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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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备用开关采用电缆连接的方式。这种方式简
单易行，且投资少 [1-11]。6kV 厂用电互联原理接线图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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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6kV 厂用电互联原理接线图（虚线内为新增）

2

互联改造方案

2.1

高压/厂用变压器容量分析
2 台高压/厂用变压器（以下简称高厂变）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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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变容量均为 40/25-25MVA，6kV 侧 A/B 分支额定
电流均为 2291A，6kV 电源进线断路器额定电流为
3150A。经查历史曲线，当机组满负荷运行时，高
厂变最高负荷为 18MW，分支电流在 900A 左右。
在单台机组停运和起动过程中，其厂用电起动负荷
不超过 12MW，分支电流不超过 900A，停运稳定后，
厂用电分支电流不超过 300A。
如果仅仅是用 1 台高厂变带本机厂用电，同时
带上另一台停稳机组的厂用电，那么分支电流不超
过 1200A，容量绰绰有余。如果停备机组要开机，
那么能否保持这种运行方式直到开完机才转厂用电
呢?此时，高厂变负荷不超过 30MW，A/B 分支电流
不超过 1800A，互联回路电流不超过 900A，理论上
是可行的。
2.2 互联开关柜方案
改造需要#1、#2 机组 6kV 母线每段各有一个备
用断路器柜，该电厂仅在 6kV 1A 段、6kV 2A 段有
备用断路器柜，在 6kV 1B 段和 6kV 2B 段只有 200A
的高压熔断器+高压真空接触器的组合开关柜（以下
简称 F-C 开关柜）。
为了节约改造成本并兼顾施工便利性，本方案
选择利用原有 1250A 馈线断路器柜作为互联开关。
（对于配电室有足够安装空间的电厂，建议增加互
联开关使之与进线开关柜额定电流保持一致）。
首先将负荷率偏低的 A/B 水处理变开关柜外部
电缆回抽接至备用 F-C 开关柜，置换出两面断路器
柜作为改造用。柜内出线铜排、电流互感器、综保
装置不符合要求，计划更换。备用开关为厦门 ABB
的 VD4 型真空断路器柜，额定电流为 1250A，互联
回路最大电流在 900A 左右，满足容量要求。根据
短路电流计算，6kV 系统的短路电流不超过 22kA，
互联开关的分断峰值电流为 100kA，热稳定电流为
40kA、4s，满足短路开断要求。
联络用的高压动力铜缆使用了基建后拆除的临
时调试电源电缆，即 3 根 YJV22-3×185 并联。根据
制造厂数据，单根电缆允许载流量为 375A（空气中
40℃），满足回路电流需求；单根电缆短路热稳定
电 流 为 11.8kA 、 5s ， 并 联 允 许 的 热 稳 定 电 流 为
35.4kA、5s，满足短路热稳定要求。
2.3 同期解决方案
每段 6kV 母线增加 1 台互联快切装置，用于互
联开关和备用电源进线开关之间的快速切换。在转
高厂变供电或转互联电源供电的过程中，需要起备

变进行过渡。以#1 机组 6kV 1A 段为例，#2 高厂变
运行，原快切装置 1 和 2 在工作状态，互联快切装
置 3 和 4 在闭锁状态，#1 机组停机时先通过快切装
置 1 将厂用电切换为起备变供电（如图 2 所示），
然后退出原快切装置 1，投入互联快切装置 3，将厂
用电切换为 6kV 2A 段供电。

图2

厂用电互联快切示意图

切换过程中相关联的两套快切装置只能有一套
在工作状态，开机转厂用电的顺序与此相反。
正常切换方式采用并联自动切换，事故切换和
非正常切换方式（母线失压、开关偷跳）采用单向
串联切换，只能由互联电源切到备用电源供电，备
用电源故障时不切到互联电源。快速切换、同期捕
捉切换、残压切换、长延时切换功能投入。
当停运机组 6kV 母线故障时，保护将闭锁快切，
6kV 母线失压，需要运行人员做好事故预想准备。
当运行机组 6kV 母线故障失压时，互联快切起动失
压切换断开互联开关，切换到起备变供电。
2.4 互联快切装置的回路设计
起动正常快切方式：分式布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远程或就地装置起动。
保护动作起动事故快切方式：互联上级电源开
关保护动作。
保护动作闭锁快切条件：互联开关柜保护动作；
6kV 母线弧光保护动作。
手动闭锁快切条件：6kV 母线工作进线断路器
在工作位置且在合位；DCS 远程或就地置于闭锁。
互联电源及备用电源二次电压取 Uac，6kV 母线
取三相电压。为增加可靠性，采取了以下措施：
1）母线电压接入了母线 PT 小车的工作位置接
点作为判据。
2）在互联开关柜内 AC 相安装电压互感器一只，
作为互联电源的电压检测，比起从上级 6kV 母线引
入二次电压及上级开关的合闸位置接点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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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开关的五防闭锁
由于互联开关柜馈线侧可从另一条母线来电，
所以需要拆除馈线侧的接地刀闸。为最大程度地保
留原五防功能，仅拆除了接地体，保留操作杆，该
操作杆与柜门及断路器的机械联锁仍然有效，停电
时需将断路器小车摇出到检修位置，将操作杆旋转
90°，柜门才能脱离连杆的闭锁。利用带电显示器
的有电检测接点，在前后下柜门都加装了电磁锁，
以确保在馈线侧没有电压时才能打开下柜门。
送电时需检查临时接地线已被拆除，测绝缘合
格，才能关上柜门，将操作杆反向旋转 90°，锁紧
柜门后，才能将断路器小车摇到工作位置。
6kV 母线的工作进线开关与互联开关并无交
集，其工作位置及合闸位置接点送给互联快切装置，
当工作进线开关在工作位置且在合位时，闭锁互联
快切装置。相连的两台互联开关全部在断开位置时，
DCS 允许单操作上级互联开关合闸，下级互联开关
必须通过快切装置合闸。
6kV 母线备用进线开关与互联开关无闭锁，正
常情况下可互相并联切换，事故切换和非正常切换
方式只能由互联电源切换到备用电源供电。
2.6 厂用电互联对继电保护定值的影响分析
由于高厂变的高后备过流保护及过负荷保护参
考的回路电 流是以高压 侧额定电流 为基准来计 算
的，所以互联运行时的最大负荷电流对该定值无影响。
高厂变低后备的分支过流保护主要考虑躲开负
载的自启动电流，动作跳分支断路器。由于互联运
行时每个分支带两段 6kV 母线的负载，使自启动电
流增大，所以动作电流值有所增加，但灵敏度校验
是合格的。
低压侧分支零序过流保护动作按一次电流值
18A 整定，0.8s 跳分支断路器、闭锁快切，1.4s 全
停、起动失灵。6kV 母线上其他负荷支路零序保护
按 15A/0.2s 整定。互联开关柜原有零序电流互感器
内径偏小，仅能穿入 1 根高压电缆，故更换为开关
柜厂能采购到的最大内径为 250mm 的零序电流互感
器，零序保护按 15A/0.5s 整定，与高厂变分支零序
保护和负荷支路零序保护在时间上有一个级差配合。
2.7 施工步骤
1）将 A/B 水处理变开关柜外部电缆移到备用
F-C 开关柜，腾出四面备用断路器柜。
2）采购快切装置屏（深圳国立智能 SID-8BT-A
型）和开关柜附件，绘制施工接线图及电缆清册。
3）进行 6kV 互联开关柜附件及综保改造，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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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柜不停电即可完成。更换出线侧母排和电流互感
器，拆除接地刀闸，在前后下柜门增加有压闭锁，
安装电压互感器（前下柜内），将综保装置更换为
金智科技 WDZ-5211 馈线保护型。
4）安装快切装置屏，电缆敷设，DCS 后台组态
修改，定值整定计算。其中电缆敷设工程量较大，对
不能停电接线的盘柜需提前将电缆放到下方桥架上。
5）停机后电缆接线，静态调试，带负荷试验。
本改造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立项，经前期充分
准备，利用 2018 年 2 月份春节停机的机会完成了安
装调试并投入运行，用时 3 个月。

3

应用情况

改造后，在 2018 年 2 月底起动第二台机组时，
全部使用第一台机组的厂用电，仅在转厂用电的过
渡过程中起备变用电 0.3 万 kW·h，开机过程中 6kV、
400V 母线电压水平未见明显降低，互联回路中最大
电流在 730A 左右，开机机组并网前后厂用电最大
负荷在 9MW 左右，运行机组高厂变带两台机的厂
用电最高负荷在 22MW 左右，高厂变、互联回路容
量裕度较大，互联切换过程安全平稳。
在夏天高负荷期间通过厂用电互联起停机，高
厂 变 负 荷 最 高 在 25MW 左 右 ， 分 支 最 大 电 流 为
1570A，互联回路最大电流在 740A 左右，6kV 母线
电压最低为 6.04kV，起动 6kV 高压电动机时，母线
电压最低被降至 5.5kV，未出现 400V 负载失压脱扣
现象，现已正常运行满 1 年。在厂用电互联方式开
机过程中，随着负荷的增加，6kV 母线电压有所下
降，应注意适当增加运行机组无功提升厂用电系统
电压。厂用电互联开机情况见表 1。
表1

4

厂用电互联开机情况表

参数

冬季

夏季

高厂变功率/MW

13↗22

14↗25

分支电流/A

750↗1400

790↗1570

6kV 母线电压/kV

6.28↘6.17

6.24↘6.04

互联分支电流/A

90↗730

100↗740

投资回报分析

改造前，该司两台机组于 2016 年 2 月份投产，
首年耗电 883 万 kW·h，鉴于调整试验多，加上 220kV
出线断面受限，单机运行时间长，数据无参考价值。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通过倒换公用系统运行
方式来减少起备变负荷，但有一台机组进行 A 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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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起备变耗电高达 466 万 kW·h。改造后，从 2018
年 3 月份到 2019 年 2 月底，也有一台机组进行 A
级检修，全年有 222 天单机运行，起备变仅耗电 28
万 kW·h，1 年减少外购电量 438 万 kW·h。投产后 3
年来起备变耗电量统计见表 2。
表2

实践证明，选择电缆互联的接线方式具有施工便利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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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电气技术》编辑部现针对“电气设备检修与故障诊
断”进行专题征稿。征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电气设备检修与故障诊断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2）电气设备检修与故障诊断的新技术研究；
（3）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研究进展；

（4）电气设备的可靠性管理技术；
（5）电气设备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关键
技术研究；
（6）基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算法的电气设备故障诊断技术
研究；
（7）典型电气设备故障分析与
防范措施。
征稿详情请扫二维码查看。
2019 年第 12 期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