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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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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型发电机的中性点主要采用配电变压

型２０ Ｈｚ电压注入式１００％定子接地保护装置调

器二次侧接电阻或消弧线圈方式接地，定子单相

试时，投入该装置工作电源，装置告警段、跳闸段

接地保护通常采用基波零序电压与三次谐波电压

信号灯即可点亮。由于当时机组处于机电安装启

判据组合实现定子绕组１００％接地保护和不受故

动试验前阶段，启动小组认为发电机定子部分有

障位置影响、灵敏度高、在启停机过程中能起到保

接地情况，随后进行发电机定子部分的清扫检查

护作用的外加电源（１２．５ Ｈｚ或２０ Ｈｚ）接地保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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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检查情况及分析

接地保护在某大型水电厂机组安装、调试期间错

安排人员进行机组定子部分的清扫检查后，

误接线造成定子接地保护误动的原因，避免在其

对发电机定子绝缘进行测量，未出现接地情况。

它电厂出现类似问题。
１

事故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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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某大型水电厂３号机组

的二次线进行检查，未发现错误接线情况，恢复保

安装后机组启动试验前，在进行西门子７ＵＥ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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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定子回路零序阻抗减小，

子部分无接地及保护装置正常的情况下，提出对

２０

发电机中性点配电变处接人保护装置二次接线再

施加于发电机中性点与地之间的偏移电压Ｕ。，和

次进行全面检查，发现二次接线存在问题。

通过辅助电流互感器ＣＴ测量的ｌ“，形成２０

２．１

保护装置测量值，计算出发电机定子接地电阻，使

装置原理
该水电厂发电机中性点为串级式配电变压器

Ｈｚ的零序电流骤增，保护装置通过２０ Ｈｚ电压
Ｈｚ

保护动作。二次接线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接地方式。２０ Ｈｚ电源经带通滤波器加在配电变

该保护最大的特点是：装置采用的２０ ＨＺ偏

压器副边侧，通过配电变压器传到定子回路。发

压电源不受系统频率偏移及定子接地部位的影

电机定子绝缘良好时，发电机对地电阻与对地电

响，因而能有效保护发电机定子机端到中性点任

容之间产生一个很小的２０ Ｈｚ零序电流，当发电

何位置的接地故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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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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现场实际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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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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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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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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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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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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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３现场接巍示意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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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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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蹦鞴！瞥“
圈６现场的接八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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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结束语

图对膻的等值电路图如图５所示。

机组启动前的保护装置误动原因梭盎过程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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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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