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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母线保护在华能玉环电厂的应用
李爱华，佥玉磊
华能玉环电厂，浙江玉环３ｌ ７６０４）

摘要：结合西门干的ｓＩＰＲＯＴＥｃ ７ｓＪ６２微机保护，详细介绍了快速母线保护的工作原理，通过分析该保护的动作行为，提出
了在使用快速母线保护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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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型或开环配电嘲络中就刊以利用反向闭锁功

０引言

能来实现“快速母线保护”（Ｆａｓｔ

ＢｕＳｂａｒ

华能玉环电厂是国家“８６３”计划中引进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这功能在图１所示的通过厂（站）

超临界机组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的依托工程，
为国家重点上程。其一期２×１０００ Ｍｗ机组已分别

用变供电的电厂厂用电中雎母线、输配电系统中
可以得到较广泛的使Ｉ叶ｊ。

于２００６年¨月、１２月通过了１６８试运。作为国

内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其７‘用电系统包括
仃目前国内电厂最大的海水淡化系统和与机组同
时投运的脱硫设备等，接线比常规的电Ｊ＿要复杂
的多。以厂用６ ｋｖ母线为例，从电源开关到最末
级的负荷开关最多时有７级开关串联供电。如果
按照常规的保护时间级差进行配置，６ ｋｖ工作及

备用进线开关的保护动作时间会达到２ ｓ左右，
不能满足快速切除故障的要求，不利于故障切除
后的电压恢复，严重影响５００ ｋｖ系统的稳定。使
用西门子公司生产的７ｓＪ６２型微机保护，在６

ｋｖ

』用电系统中配置快速母线保护有效地解决了这

图１
Ｆ嘻Ｉ

反向闭锁功能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ｃ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ｖＢｒｓ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ｃｋＩｉｌ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

个问题。
１

工作原理
７ＳＪ６２微机保护具有“反向闭锁功能”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ｔｌｇ），即每‘个保护的电流

启动元件可以受输入触点的闭锁。通过设定参数，
口Ｊ以设置输入的触点是常开或是常闭触点。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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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闭锁功能的基本Ｔ作原理如下：
各级保护的瞬时动作信号逐级上送，在图ｌ
中，区域３内所有设备的保护动作触点上送至区
域２内进线开关②的保护装置，区域２内所有设
各的保护动作触点上送到区域ｌ内进线开关①的
保护装置。上送的触点在７ｓＪ６２保护内参与快速
母线保护的逻辑判断，以决定是否开放快速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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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通过｝ｉ送触点的动作情况来判定故障点的
位置，对母线范围内发生的故障可以快速地切除，
不受时间级差配合的限制，冈此称该保护为快速
母线保护。对区外发生的故障，快速母线保护被
闭锁住，不会动作出口，以防止保护越级误动作
跳闸。
在图ｌ中，①②开关均安装有快速母线保护，
当ｄ３点发生短路故障时，①②③三个开关的电流
元件均会启动，③开关的保护启动触点上送到开
关②的保护，将②的快速母线保护闭锁。相应地，
②开关的保护肩动触点上送到开关①的保护，①
的快速母线保护也被闭锁。这样，ｄ３点的短路故
障将由③开关的保护动作切除，①②开关除快速
母线保护以外的保护可以作为③开关的后备保
扩。如果按照传统的时间级差（Ｏ．３ ｓ）进行配置，
当ｄ１点发牛故障时，切除的时间将为
ｆ．＝Ｏ．３＋Ｏ．３十Ｏ，３＝Ｏ．９ ｓ。而快速母线保护的动作

延时不用考虑与下级保护的级差配合，只需考虑
下级保护的启动触点上送的时间延刚就可以，考
虑到下级保护启动和中问继电器的延时，取
ｏ．２～ｏ．３ ｓ左右就能够满足要求，大大缩短了母
线故障的切除时间，有利于系统的稳定和电压的
恢复。

２两种逻辑配置方案
西门子的７ｓＪ６２微机综合保护有两种配置方
案可以实现快速母线功能，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要进行选择。
第一种方案如图２所示。
收到外部保护动作闭锁触点（１）时，快速母
线保护５０ ２（２）不出口。和前面图ｌ的工作原
理相同。

第二种方案如图３所示。

图２快速母线保护逻辑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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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快速母线保护逻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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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借助于ＤＩＧｓＩ ｃＦｃ（连续功能图：
ｃｈａｒｔ）功能来实现快速母线
功能“。。保护的电流肩动元件（５０—２ 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动作后，信号送到ｃＦｃ逻辑功能块中，经判断外部
闭锁触点的动作情况来决定快速母线保护是否出
口。电流保护（５０一２ ＴＲＩＰ）按照时间级差配合，作
为后备保护使用。
两种逻辑方案比较：
两种逻辑方案均能实现快速母线保护，结合

速母线保护采用了方案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７ｓＪ６２的实际应用，逻辑方案ｌ适用于只需要一段
定时限电流保护情形：逻辑方案２适用丁两段定时
限电流保护情形。在方案１中，山丁没有后备保护，
当下级开关因故跳不开时，因闭锁信号一直存在，
工作进线开关的限时速断保护跳闸将无法实现，只
有靠其它类型的保护（如复台电压闭锁过流保护）

３工程设计
在实际的应用中，快速母线闭锁回路需要根据
一次系统的接线方式进行设计，如果设计不完善，
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容易造成保护越级
误动。下面结合玉环电厂的部分６ ｋＶ厂用电接线来
介绍一下快速母线保护的工程设计。如图４所示的
一次系统图，６ ｋｖ厂用２８２段工作母线对水油灰系

统电源Ｂ段母线供电，Ｒ段上有循泵房、海水淡化
等９段６ ｋｖ辅助厂用负荷，所有负荷均分段配置，
分别由Ａ、Ｂ段母线供电，各段６ ｋｖ或３８０ ｖ母线
均配有母线联络开关（图４中的只画出了海水淡化
母联）。

去眺闸。考虑到保护配置的可靠性，玉环电厂的快

图４厂用电一次系统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ｉａｇ。ｍ

ｏｆ ａｕｘｎｊ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闭锁快速母线保护触点上送情｝兕说明：
（１）区域三（海水淡化Ｂ段）中的所有设备

通过以上闭锁触点之间的配合，可以实现选择故
障母线的功能。保护动作闭锁触点闭合时，上级的快

的保护瞬动触点在母线ＰＴ处汇总，经中问继电器

速母线保护均不会出口，离故障点最近的保护动作切

扩展后分别上送至进线开关④及母联开关⑤；

除故障。对全厂所有６ ｋｖ母线范围内的故障，不论

（２）母联开关⑤的保护瞬动触点（需两付）分
别上送至Ａ、Ｂ进线开关④和⑥；

电气距离的远近，均可以在较短的时限内切除。

（３）区域二内所有的负荷电源开关（⑤、⑧开
关除外）的保护瞬动触点并联后上送到进线开关⑧；
（４）区域一内所有的负荷电源开关的保护瞬动
触点在母线ＰＴ处汇总，经中间继电器扩展后分别
上送至①、②进线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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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应用情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６ｋｖ厂用电由备用进线开
关①供电。煤码头Ｂ段母线ＰＴ因谐振过电压发生
（下转第６６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ｏｎ

ｐａｇｅ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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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所示）

为开关辅助触点ＤＬ的动断触点，使事故音响信号
不冉受ｃＮ动合触点迟后闭合的影响。

３措施三

２

ＴｗＪ直接接于合闸的丌关辅助触点处

中间不

串闭锁触点。（如图５所不）
２ ４措施四
将“控制同路断线”（ＴｗＪ、ＨｗＪ动断触点串联）
引入闭锁雨合闸回路。如此可在弹簧未储能或合闸

３结论
对某变电所开关回路进行改造后，经保护带开
关联动整组试验，模拟线路瞬时性故障开关可靠跳
闸并重合成功；模拟线路永久性故障时保护动作开

压力低，而又采集小到“合闸压力低闭锁重合闸触

关跳闸后币合成功，保护加速动作开关再次跳开，

点”时，町以通过“控制凹路断线”来闭锁重合闸。如

不再出现多次重合。模拟控制同路断线和弹簧未储
能恢复过稆，重合闸不再重合。弹簧储能光字牌显

４洋哥矬川 习

图４中的ｌ可ｌ处。以上几种措施可以结合采用，以
彻底解决问题。

示信号及事故音响信号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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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造成三相短路故障。开关⑧的快速母线保护
越级动作跳闸，造成水油灰系统电源Ｂ段母线失电。
事故后检奁保护动作情况时发现，故障时开关
①、⑨、⑨的保护均已启动，煤码头电源开关⑧的
保护动作触点存并联Ｌ送时，在雨水泵房处接线端
子来压紧，造成该闭锁触点没有上送到开关③，延
时０ ３ ｓ后，开关③的快速母线保护动作越级跳闸。
而开关⑨的保护动作触点卜送到备用进线开关①，
成功闭锁住了开关①的快速母线保护。

５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快速母线保护能够
有效地缩短母线故障的切除时间，有利于厂（站）
用电系统的电压恢复，有利于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但相对于传统的保护来说，其闭锁回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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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一旦有接线错误，在故障时很容易误动作，
扩大停电范同。在认真枪查闭锁回路正确无误后，
快速母线保护可以有很，一泛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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