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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20 Hz注入式接地保护误动原因分析

应伟刚，何霞

(黄河电力检修工程公司。青海西宁810006)

摘要：文章通过对西门子7UE621型20}Iz电压注入式100％定子接地保护装置一起误接线造成保护误动

原因进行分析，说明机组安装、验收期间检查二次回路接线正确的必要性，同时通过误接线原因分析，避免同

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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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Analysis of A 20Hz Injection Mode

Grounding Protection Malfunction

YING Wei-gang，HE Xia

Abstract：．11Ie paper makes analysis 0／1 a protection malfunction caused by@iTor wiring of Simens 7UE62l 20Hz in-

jection type 100％stator grounding device．and proposes the necessity 0f checking the。∞l移ctneBs of secondary circuit

wiring during instal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unit，thus tII砌the reason analysis of ell'or wiring，it avoids the occuro

rence of similar malfunction．

Keywords：mjeetion mode stator grounding protection；protection device；20Hz grounding transformer；correct

wiring
■

目前大型发电机的中性点主要采用配电变压

器二次侧接电阻或消弧线圈方式接地，定子单相

接地保护通常采用基波零序电压与三次谐波电压

判据组合实现定子绕组100％接地保护和不受故

障位置影响、灵敏度高、在启停机过程中能起到保

护作用的外加电源(12．5 Hz或20 Hz)接地保护

实现定子接地保护的双重化要求¨o’。文章分析

西门子7UE621型20 Hz电压注入式100％定子

接地保护在某大型水电厂机组安装、调试期间错

误接线造成定子接地保护误动的原因，避免在其

它电厂出现类似问题。

1 事故简述

2009年9月21日，某大型水电厂3号机组

安装后机组启动试验前，在进行西门子7UE621

作。

型20 Hz电压注入式100％定子接地保护装置调

试时，投入该装置工作电源，装置告警段、跳闸段

信号灯即可点亮。由于当时机组处于机电安装启

动试验前阶段，启动小组认为发电机定子部分有

接地情况，随后进行发电机定子部分的清扫检查

工作。

2检查情况及分析

安排人员进行机组定子部分的清扫检查后，

对发电机定子绝缘进行测量，未出现接地情况。

电气试验小组提出保护装置是否有问题，厂家及

安装单位人员在断开相应接线后检查该装置正

常，同时对发电机中性点配电变处接入保护装置

的二次线进行检查，未发现错误接线情况，恢复保

护装置接线后，投入保护装置电源，装置告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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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闸段信号灯点亮。电气试验小组在排除机组定

子部分无接地及保护装置正常的情况下，提出对

发电机中性点配电变处接人保护装置二次接线再

次进行全面检查，发现二次接线存在问题。

2．1 装置原理

该水电厂发电机中性点为串级式配电变压器

接地方式。20 Hz电源经带通滤波器加在配电变

压器副边侧，通过配电变压器传到定子回路。发

电机定子绝缘良好时，发电机对地电阻与对地电

容之间产生一个很小的20 Hz零序电流，当发电

机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定子回路零序阻抗减小，

20 Hz的零序电流骤增，保护装置通过20 Hz电压

施加于发电机中性点与地之间的偏移电压U。，和

通过辅助电流互感器CT测量的l“，形成20 Hz

保护装置测量值，计算出发电机定子接地电阻，使

保护动作。二次接线原理图如图1所示。

该保护最大的特点是：装置采用的20 HZ偏

压电源不受系统频率偏移及定子接地部位的影

响，因而能有效保护发电机定子机端到中性点任

何位置的接地故障¨1。

图1 保护装置二次接线原理图

2．2配电变压器处正确接线

保护装置在配电变压器处正确的二次接线示

意图如图2所示。

图2保护装置在现场的正确

二次接线示意图

要求辅助电流互感器CT接人配电变副边侧

与20 Hz发生器电源电压接入端子之间，用来测

量外加20 Hz电压经带通滤波器加于配电变压器

副边侧，通过配电变压器传到定子回路后，在发电

机对地电阻和对地电容之间产生的电流。

2．3现场实际接线

现场接线示意图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与图

2明显不同，辅助电流互感器CT接入配电变压器

副边二次电阻R。侧与20 Hz发生器电源电压接

入端子之间，这时I。实际测量的是20 Hz发生器

产生的20 Hz偏移电压通过带通滤波器等值阻抗

R；、配电变压器副边电阻R。的电流，不是经发电

机三相对地电容和对地电阻流回中性点的较小的

20 Hz零序电流，该电流明显比正常时经发电机

三相对地电容和对地电阻流回中性点的20 Hz零

序电流大很多。

3动作情况进一步分析

3．1 配电变压器处正确接线等值电路

保护装置在配电变压器处正确的二次接线示

意图对应的等值电路图如图4所示。

辅助电流互感器CT接人到配电变压器副边

侧与20 Hz发生器电源电压接入端子回路里，用

来测量20 Hz电压经带通滤波器加至配电变压器

副边侧，通过配电变压器传到定子回路后在发电

机对地电阻和对地电容之间产生的电流，该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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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IE常时由发电机对地电容的人小决定

圈3现场接巍示意目

☆ ％

田4配电鸯压嚣赴正确接线等值电路囤

瞄4中：

E—20 Hz电源发生器输出电压：

R—带通滤波器等值阻抗；

R。一配电变压器刮边二趺电阻；

l’20—20 Hz故障零序电拼【；

3Cg’__发电机=相对地电容(已折算到变压

器剐边)；

鼬’一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3 2现场实际接线等值电路圈

保护装置在配电变压器赴实际二次接线示意

图对膻的等值电路图如图5所示。

＆ R

l一

囤5现场接线等值电路田

辅助电施互感器cr接^到配电变压器副边

二次电阻R“与20№发生器电源电压接^端子

之间，这时I。实际测最的是20 Hz发生器产生的

20№偏移电压通过带通滤波器等馈阻抗R．、配

电变压器剐边二次电阻R．的电流．不是经发电

机=相对地电容和对地电阻茴c回中性点的小量

20 Hz零序电流。

3 3现场留片分析

现场图片如削6所示，可以明显看出20№

发生器电源电摊一端的接线端子应接到A处，但

实际接到了B处．造成辅助CT测的是20 Hz偏移

电压通过带通滤渡器等值|{I【抗m、配I乜变压器副

边电阻m，的电流，而不是通过发电机三相对地

电容漉回中性点的电流．造成保护误动。分析造

成保护溟动的主要原因是现场接线人员对设备不

熟悉，将接线端子接错，

2蹦鞴!瞥“

圈6现场的接八图片

4结束语

机组启动前的保护装置误动原因梭盎过程

巾。首先清扫检查发电机和描发电机定子对地绝

缘．进行一次保护装置检查、两次二次回路接线检

查，最后检查出是二次回路接线错误造成．错误屉

本应避免的。所以，加强二次人员的拄术水平、工

作责任心锟重要，同时希望通过事故分析．避免其
它电站出现类似问题。

参考文献：

【I]i雏＆e^±m}#自挥护月4々自m[M]#

京：十目t女女《a，1998

(2】邮蘸置．P#m．胡i*．羊＆^式i}#目接地保

护∞＆月e*【J】#自；2000．2“6)：15一18

【3】§n}7UM62l#lm"$fM】

万方数据



一起20Hz注入式接地保护误动原因分析
作者： 应伟刚， 何霞， YING Wei-gang， HE Xia

作者单位： 黄河电力检修工程公司,青海,西宁,810006

刊名：
青海电力

英文刊名： QINGHAI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2011,30(1)

  
参考文献(3条)

1.西门子7UM621装置说明书

2.邰能灵;尹相根;胡玉峰 注入武定子单相接地保护的应用分析 2000(06)

3.王维俭 电气主设备继电保护原理与应用 1998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dl20110101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dl201101015.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94%e4%bc%9f%e5%88%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9%9c%9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ING+Wei-g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E+Xi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6%b2%b3%e7%94%b5%e5%8a%9b%e6%a3%80%e4%bf%ae%e5%b7%a5%e7%a8%8b%e5%85%ac%e5%8f%b8%2c%e9%9d%92%e6%b5%b7%2c%e8%a5%bf%e5%ae%81%2c810006%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hdl.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hdl.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qhdl201101015%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0%e8%83%bd%e7%81%b5%3b%e5%b0%b9%e7%9b%b8%e6%a0%b9%3b%e8%83%a1%e7%8e%89%e5%b3%b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qhdl201101015%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7%bb%b4%e4%bf%a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qhdl201101015%5e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hdl20110101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