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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截流阀误动作引起的主变本体轻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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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主变本体轻瓦斯动作之后的检查分析过程进行了详细地阐述，最终确定此起事
故是由充氮灭火装置截流阀误动作引起的。随后对误动作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
法和一些建议，以期为充氮灭火装置在电力系统中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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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fault of main transformer light gas action in detail.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accident was caused by the misoperation of the closure valve of the nitrogen-filled
fire extinguishing device. Then the causes of the misoperation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nitrogen-filled
fire-extinguishing device in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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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氮灭火装置是用于大型油浸式变压器的一种
消防装置 [1]。当变压器发生火灾时，能够立即起动，
阻止火灾扩大及蔓延 [2] 。充氮灭火装置中的截流阀
被安装在变压器储油柜连管中，当变压器内部出现
故障导致变压器油外泄时，截流阀会自动关闭阀板，
切断储油柜与变压器之间的油路，防止储油柜泄油
助燃 [3-6]。
本文针对一起由截流阀误动作引起主变轻瓦斯
动作异常的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运行过程中的
一些建议和解决办法，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1

事故前运行方式

某 220kV 变电站#1 主变、#2 主变并列运行，
#1 主变 220kV 侧中性点、110kV 侧中性点直接接地
运行；#2 主变 220kV 侧中性点经间隙接地、110kV
侧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1 主变充氮灭火装置被停
用，#2 主变充氮灭火装置也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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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过程

2018 年 3 月 15 日，运行人员告知某站#1 主变
轻瓦斯报警，且无法复归，由于瓦斯继电器安装位
置较高，所以现场无法准确判断内部是否有气体。
随后，检修人员赶到现场，经现场检查测控装置后
发现轻瓦斯报警灯亮。瓦斯继电器为双浮球结构，
从上部观察窗内部看不到油位，而下部观察窗为满
油位，故判断现场瓦斯信号为正确信号。检修人员
对该主变取气样、油样进行分析，但是在取油样过
程中，变压器无法放出，反而吸入空气。检修人员
立即关闭阀门，判断内部为负压状态。瓦斯继电器
和截流阀情况如图 1 所示。
由于该主变于 2017 年 10 月返厂大修，2018 年
2 月 2 日安装完毕送电；2018 年 3 月 8 日中压侧零
序套管渗漏油停电处理。检修人员初步怀疑检修过
程中是否有阀门尚未打开，为排除该可能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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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及视屏对视功能检查所有阀门，发现其均处于
开起状态。

为：乙炔≤5μL/L，氢气≤150μL/L，总烃≤150μL/L。
由表 1 可知，该变压器油中乙炔、氢气、总烃的含
量均正常，排除了由变压器内部故障引起的瓦斯动
作 [7-8]。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 21:40 送电，送电后所
有信号均正常。

3

故障原因分析

截流阀动作原理
#1 主变截流阀型号为 GBF2-80，被安装在变压
器储油柜连管中，当变压器内部故障导致变压器油
外泄时，截流阀会自动关闭阀板，切断储油柜与变
压器之间的油路，防止储油柜泄油助燃。
截流阀的使用注意事项：①截流阀只有在排油
注氮灭火装置起动和变压器损坏泄油时才允许被关
闭，在运行状态和非运行状态其阀板必须均处于开
起位置；②截流阀正确的运行状态应是，阀板在开
起位置，手柄在运行位置；③截流阀有下列情况之
一时不允许变压器投入运行：a.阀板在开起位置，
手柄在开起位置；b.手柄在运行位置，阀板在关闭
位置；c.手柄在关闭位置，阀柄也在关闭位置；d.
信号未接通，无法显示截流阀状态。
操作顺序（投运步骤）：①先把手柄打到“开起”
位置；②再把手柄打到“运行”位置；③观察阀板
已处于开起位置，再拧紧固定螺钉。
3.2 轻瓦斯动作原因分析
初步分析导致截流阀动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①天气骤降导致变压器内部油冷却，油枕内部大量
油补入变压 器本体，是 导致截流阀 动作的诱因 ；
②截流阀整定值不正确或者截流阀内部复位弹簧存
在缺陷，导致在较小油流下动作关闭。
检修人员将拆下来的截流阀与新截流阀动作力
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原截流阀开起力度较小，
从而验证了以上分析是正确的。
结合之前 2018 年 3 月 8 日该主变被停电排除过
套管渗漏油故障，处理完成后主变本体有可能还存
在残留气体，导致后期运行过程中气体随着油流涌
动，最终积存于瓦斯继电器中，造成轻瓦斯信号报
警 [9-10]。
3.1

图1

瓦斯继电器和截流阀情况

2018 年 3 月 16 日，变压器设备厂家人员到达
现场，并会同检修人员共同勘察现场，初步怀疑问
题有 3 处：①油枕内部导轨卡死，导致油枕无法正
常呼吸；②截流阀误动作，导致截流阀关闭，使主
变本体与油箱隔离；③油位表故障，虚假油位，实
际油位偏低，导致波纹管无法继续收缩，从而形成
负压。但无论哪种故障均需要停电处理。油位计和
油枕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2

油位计和油枕情况

当日下午停电后，检修人员登上变压器检查判
断故障为第②种情况，即截流阀误动作，截流阀位
置在“运行”位置（截流阀有 3 种位置：“运行”、
“停止”和“开起”），但截流阀关闭。检修人员在
通过开闭截流阀开关进行试操作后发现挡板动作力
度非常小，怀疑其内部弹簧调节不合适，立即要求
该设备提供商更换新截流阀，当日 20 时新截流阀被
送至现场，进行更换并检查所有连接，保证均密封
良好。
当日抽取变压器油样，其色谱试验数据见表 1。
表1

变压器油色谱试验数据

单位: μL/L
取样部位

H2

CO

CO2

CH4 C2H4 C2H6 C2H2 总烃

104

97

430

2.1

0.2

0.26

0

2.56 变压器下部

100

96

400

2.0

0.3

0.40

0

2.70 变压器中部

110

97

412

2.5

0.2

0.34

0

3.04 变压器上部

根据相关规程，220kV 电压等级变压器，其绝
缘油中乙炔（C2H2）、氢气（H2）、总烃注意值分别

4

结论

此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充氮灭火装置退运不彻
底，目前充氮灭火装置本身已经退出运行，但是截
流阀仍在运行状态，且异常信号无法上报。在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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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解体检修后未进行彻底放气，使变压器本体仍有
气体残留。通过本次异常处理，建议如下：
1）在对变压器解体检修后，应进行全面彻底放
气，防止运行过程中残留气体随着油流积攒到瓦斯
继电器内造成瓦斯动作。
2）在充氮灭火装置退运后，截流阀也应退出运
行，打到常开位置，全面隔离，完整退运，以防止
运行过程中截流阀误动作，截断油枕与主变本体油
路，使主变无法正常“呼吸”。
3）对截流阀位置进行监视，防止其投运过程中
误动作。
4）全面排查全设备保护元器件的受控状态，排
查是否存在未受监控的元器件，并进行针对性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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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事故调查分析是继电保护人员必备的技能。本
文通过对一起线路故障主变跳闸事故的分析过程，
为类似故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区
外故障引起主变误动的事故，建议首先从后台报文
着手，把握事故发展过程，然后对比主变差动保护
动作数据和线路保护动作数据，判断故障类型，并
对取自同一 CT 的不同绕组的录波采样进行对比分
析，进而查找误动原因。对于 CT 绕组故障的情况，
可以临时采用电流回路串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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