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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断线引起主变间隙保护临界动作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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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起由断线引起主变间隙保护临界动作的案例。通过分析此次案例的整个
过程，对主变间隙过压和过流保护进行了研究，说明了出现主变间隙保护过流保护动作报文的原
因，对实际间隙过压保护动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重现了保护动作全过程。最后，对此次临界动
作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总结，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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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bout a case of transformer protector tripping with non-fault
Luo Haowen
Yan Wenjie Liao Xuan Yan Wenshuai
(SGCC Jingmen Power Supply Company, Jingmen, Hubei 448000)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ritical action case of main transformer gap protection caused
by disconne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is case, the main transformer clearance
overvoltage and overcurrent protection are studied, and the main transformer gap protection overcurrent
protection action message is described. The reason for the occurrence, the actual gap overvoltage
protection action reason was analyzed,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ction was reproduced.
Finally, this critical action i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n depth, an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words：maintransformer protection; clearance overpressure; clearance overcurrent; critic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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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网架结构
事故前，该 110kV 站所在电网网架结构为：南
桥变电站（简称南桥站）通过 110kV 南象线向象山
变电站（简称象山站）供电，象山站通过 110kV 象
喜线向 110kV 双喜变电站（简称双喜站）供电，110kV
象漳线作为象山站的备供线（热备用）。象山站至南
桥站的通信链路由象山至南桥。南桥站#2 主变中压
侧中性点通过接地刀闸接地，象山站和双喜站的主
变中性点通过间隙接地。110kV 网架结构如图 1 所示。
1.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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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变电站的运行方式
事故前，110kV 象山站 110kV 部分运行方式为：
110kV 南象线象 04 开关、象 50MVA#1 主变 110kV
侧象 01 开关接 110kV#1 母线运行；110kV 象漳线象
06 开关、110kV 象喜线象 07 开关、象 50MVA#2 主
变 110kV 侧象 02 开关接 110kV#2 母线运行；110kV
分段象麻 05 开关在合位，将 110kV#1、#2 母线并
列。10kV 部分运行方式为：50MVA#1 主变 10kV 侧
象 25 开关接 10kV#7 母线运行，供 11 回 10kV 馈线
及#1 接地站用变运行；50MVA#2 主变 10kV 侧象 45
开关接 10kV#8 母线运行，供 11 回 10kV 馈线及#2
接地站用变运行；10kV 分段象 27 开关为热备用，
10kV#7、#8 母线分列运行。110kV 变电站运行方式
如图 2 所示。
110kV 南象线跳闸后，紧跟着象山站#2 主变高、
低压两侧跳闸，进线备自投动作，象山站由 110kV
象漳线供电，象山站 110kVⅠ、Ⅱ母线及 10kV#7
母线恢复供电，10kV#8 母线停电 1h45min，造成负
1.2

事故概况

110kV 网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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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损失 33950kW·h。

随弹出故障报文，详见表 2。
表2

图2

2
2.1

保护动作持续时间/ms

内容

0

复采后备起动

5

后备保护起动

15

复压开入[合]

45

低电压动作

—

低电压 Uab 102.554V

—

低电压 Ubc 68.392V

—

低电压 Uca 62.346V

45

负序电压动作

—

负序电压：16.145V

1260

间隙过流 1 时限[返回]

—

动作电流：0.013A

—

整定电流：2.500A

—

整定时间：0.500s

1260

事故总[返回]

3275

负序电压动作[返回]

—

负序电压：0.001V

8279

复采后备起动[返回]

110kV 变电站运行方式

现场检查情况
输电线路巡视情况
事故发生后对线路进行故障巡视，进而发现：

①故障位置有两基塔之间的光缆断线，断线接头处
有电弧烧伤痕迹；②C 相导线断线，断线处位于单
摆防舞器附近，单摆防舞器表面、导线断面有烧伤
痕迹；③倒塌区段瓷瓶发生破损，其余未倒塌区段
2.2

#1 主变高后备保护装置起动后录波 160ms，装
置无报警或跳闸灯亮，屏幕仅伴随保护起动报文。

3

线路正常。
保护动作情况

3.1

1）线路保护动作情况
通过检查站内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运行状
态，发现 110kV 南象线南 114 开关保护装置“跳闸”、

主变保护动作报文

原因分析
线路保护动作原因分析
110kV 南象线南 114 开关保护装置型号为许继

WXH-811A/B1/R1 型线路保护装置，查看装置定值
及二次回路接线，均正确。被保护的故障测距数据

“重合”灯亮，装置指示开关为“分位”，屏幕伴随

为 15.394km，在距离Ⅱ段的保护范围内。经现场检

弹出故障报文，详见表 1。

查，110kV 南象线（南桥侧）距南桥站 15.4km 处出

表1

线路保护动作报文

现了杆塔倒塌情况，与装置故障测距相符。接地Ⅱ

时刻

内容

20:59:03:300

保护起动

20:59:04:505

距离Ⅱ段动作 C 相

此外，该线路保护装置事故前按定值单要求加

20:59:04:505

零序Ⅱ段动作 C 相

用重合闸功能，重合闸时限为 2s，保护装置的重合

20:59:06:375

重合闸

20:59:06:740

距离加速动作 ABC

—

故障测距 15.43km

2）主变保护动作情况
#2 主变高后备保护装置“跳闸”灯亮，屏幕伴

段定值为 6.4Ω，延时为 1.2s，保护装置显示保护起
动 1259ms 后，故障被切除，装置动作正确。

闸动作也正确。
3.2

#2 主变高后备动作原因分析
通过前述网络结构分析，110kV 象山站属于电

源受端，当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时，会在#2 主变中性
点产生较高的零序电压，其大小与系统零序等值电
抗 X Σ 0 和正序等值电抗 X Σ1 有关，故障期间 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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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零序网络图如图 3 所示。

图3

110kV 系统零序网络图

南桥站的#2 主变中压侧中性点被直接接地，象
山站的#2 主变中性点通过间隙接地，象山站作为电
源受端，当发生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或单相断线故障
时，象山站中性点电压受非故障相电压的影响，非
故障相电压由南桥站供电端决定，由于南桥站主变
中性点被直接接地，所以当南象线 C 相接地时，非
故障相电压略微上升，线路故障产生零序电压，如
图 4 所示。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金属性短路系统电
压相量如图 5 所示。

般为三相联动机构，重合闸方式为三跳三重，不考
虑线路非全相运行（单相断线），间隙过压定值整定
为 150V；而对于 220kV 的变电站，线路重合闸方
式为单跳单重，存在线路非全相运行的情况，间隙
过压定值整定为 180V，即单相断线故障时产生的零
序电压比单相接地故障时产生的零序电压大，这说
明当 110kV 南象线发生断线故障时，象山站主变间
隙过压保护存在出口动作的可能性。
故障发生时，根据定值单要求，#2 主变投入了
间隙过流 1 时限和间隙过压 1 时限两个保护，两者
的延时均为 0.5s。查看现场故障录波图，显示是间
隙零序电压有效值在单相接地故障时近似为 136V，
未超过定值 150V，而发生断线故障时，零序电压有
效值达到 194V，超过间隙过压定值，经 515ms 延时
后跳闸，在故障发生的整个过程中，#2 主变高压侧
零序电流 3I0 一直近乎为零。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录
波图如图 6 所示。

图6

图4

大电流接地系统单相金属性短路系统电压相量

图5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金属性短路系统电压相量

考 虑 到 PT 开 口 三 角 单 相 额 定 二 次 电 压 为
100V，理想情况下对于主变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零序电压 3U 0 为 100V；对于主变中性点不接地系
统，零序电压 3U 0 为 300V。因象山站主变中性点不
接地，又为电源受端，故当发生线路单相故障时，
根据故障性 质不同，象 山站的间隙 零序电压应 在
100～300V 之间。对于 110kV 的变电站，在进行主
变间隙过压保护定值整定时，110kV 的线路开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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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录波图

通过查看如图 7 所示的#2 主变高后备保护录波
图可知，故障发生并持续 16ms 后，主变高后备保
护起动，故障持续 1245ms 后至南桥侧线路开关跳
闸，故障被切除。此后，象山站 110kV 母线和主变
中性点仍存在一定残压，从故障被切除后至 1260ms
（相对于故障发生时刻），间隙过流 1 时限动作出
口，间隙过压 1 时限未动作。

图7

#2 主变高后备保护录波图

从故障录波装置上的波形可判断间隙过压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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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持续时间为 515ms，超过装置整定时间 0.5s，
但该时间处于保护动作临界值，间隙过压保护有可
能动作 [1] 。同时通过装置波形图可以看出，在线路
故障发生期间，#2 主变中性点间隙电流一直为零，
即间隙未被击穿，结合前面所述的间隙过流动作逻
辑，初步判定“间隙过压超过整定值但间隙未发生
间歇性击穿，间隙过流保护不应动作”。
#2 主变高后备间隙过压时间定值为 0.5s，现场
间隙过压持续 0.515s 后间隙过压出口，查阅相关规
程 [2] ：继电保护装置专用功能测试中规定，后备保
护延时误差时间低于 40ms，动作值在规程要求范围
内，本次#2 主变跳闸属间隙保护临界值动作。在南
象线 C 相断线后，#2 主变高后备保护感受到的零序
电压幅值明显上升，最高达到 194V，超过零序过压
定值 150V，保护元件在 515ms 动作时限内返回，处
于间隙保护动作临界值，#2 主变高后备间隙过压保
护有可能动作。
3.3 #1 主变保护动作情况分析
事故发生时，#1 主变高压侧与#2 主变高压侧并
列运行，从理论上分析，#1 主变高压侧中性点也将
承受较大的零序电压，其动作行为应与#2 主变一致。
而实际上，#1 主变高后备保护仅整组起动，并未出
口跳闸。
从#2 主变高后备保护录波数据来看，其感受的
零序电压波形与#1 主变保护录波波形相似，因#1 主
变保护仅起动而未跳闸，保护装置未保留完整波形，
根据现场故障录波装置的录波进行分析， 3U 0 过定
值时间为 482ms，保护装置整定值为 500ms，不满
足时间条件，故装置保护不动作。

4

下几点防范措施：
1）针对类似本文情况的电源受端站，建议将线
路保护装置改造为光纤差动保护。一旦线路发生故
障，两侧断 路器就同时 跳闸，隔离 故障点，防 止
110kV 系统中性点失地后经线路故障点接地运行。
2）重新复核主变零序过压保护定值，对于供电
线路采用距离保护的变电站和电源受端站，应考虑
适当延长动作时限。
本文结合断线引起主变间隙保护临界动作案例
对主变间隙零序保护动作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针
对 110kV 受端站断线可能会引起主变间隙保护动作
的情况提出了几点建议，具有工程现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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