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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变压器的继电保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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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整流变压器发生的故障以及对整流变压器的保护措施。并以中天钢铁集团高线车间整流变压器
为例。介绍了采用西门子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对其整流变压器进行的继电保护设计方法。
关键词：整流变压器主保护后备保护辅助保护微机总保
中图分类号：ＴＭ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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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变压器的继电保护是当整流变压器内部或
者外部发生故障时，根据整流变压器电流、电压、油
温以及油压等发生的变化来发现、判断整流变压器
的故障范围和性质，继电保护装置作出相应的反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６

设电流速断保护。电流速断保护为瞬动电流保护，整
定原则有两条。
（１）应避开整流变压器外部三相短路时流过保

护装置的最大短路电流，其整定值计算公式为：

屯《Ⅸ∥３）出吲Ⅸｉ

和处理。对整流变压器继电保护应配置主保护、后备

保护以及辅助保护。其中：主保护包括电流速断保护
和重瓦斯保护；后备保护包括过电流保护；辅助保护

（１）

（２）应躲过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其整定值计算
公式为：

包括过负荷保护、轻瓦斯保护和温度保护。中天钢铁

Ｊ０《ｈ·（３～５）屯悔

集团公司高线工程整个车间共由１０台整流变压器

式中：甄为可靠系数，一般取值为１．２；也为接线系

给轧线变频调速装置供电，且轧线变频调速装置分

数，接于相电流时为１．０，接于相电流差时为、／了；Ｋ

别采用日本ＴＭＥＩｃ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原装进口变

为电流互感器变流比；ｐ～为变压器二次侧三相短

频调速装置，而这些变频调速装置对整流变压器的

路时流过保护装置的最大短路电流；氏为变压器额

供电可靠性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变频调速装置对

定电流［１】ｏ

整流变压器的供电要求，本工程采用西门子７ＳＪ６８
系列微机总保装置对整流变压器继电保护设计，投
产后运行效果非常好。
ｌ整流变压器的主保护
对于小容量的整流变压器一般不设电流差动保

（２）

继电保护动作电流屯应取以上两个计算公式
的最大值。
电流速断保护装置灵敏系数按系统最小运行方
式下保护安装处两相短路时流过保护装置的最小短
路电流校验，其灵敏系数计算公式为：

ＫＭ。√气。

护，通常由电流速断保护和重瓦斯保护作为主保护；而

（３）

ｋｖＡ及以上的整流变压器，按电力变压器

式中：，回ｄ。血为系统最小运行方式下保护安装处两相

设计规范，为了保护变压器内部以及引出线和绝缘套

短路时流过保护装置的最小短路电流；ｋ为保护装

管的相间短路，应设电流差动保护。由于整流变压器内

置一次动作电流，如。爿０豳Ｋｉ。电流速断保护装置灵

部接线以及变压器二次侧至变频调速装置之间接线都

敏系数不小于２ｆ¨。

对于１０

０００

比较复杂，故装设差动保护比较困难，通常只能用电流
速断保护代替电流差动保护作为整流变压器主保护。
１．１电流速断保护

０．５

电流速断保护动作时限取零秒。
１．２重瓦斯保护
通常大于４００ ｋｖＡ户内整流变压器都应装设

通常整流变压器过流保护的动作时间不小于

瓦斯保护。瓦斯继电保护的主要元件足瓦斯继电器，

ｓ，为了使故障变压器迅速地从系统中切除，应增

它装设在整流变压器的油箱与油枕之间的连通管

作者简介：韦奇（１９７６一），男，主要从事冶金供配电及自

上。在整流变压器正常工作时，瓦斯继电器的容器

动化系统设计研究，工程师。Ｔｅｌ：０５５５—２６２９５５４，Ｅ—ｍａｉｌ：

（包括其中的上下开口油杯）内都是充满油的；而上

ｗｅｉｑｉｚｄｈ＠１２６．ｃｏｍ

下油杯因各自平衡锤的作用而升起，此时上下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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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都是断开的。当变压器油箱内部发生严重故障

一般整流变压器不会出现过负荷情况。但生产线有

时，如油箱内的多相短路、组匝间短路、绕组与铁芯

时出现坯料低温轧制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出现整流

或与外壳间的短路、铁芯故障、油面下降或漏油、分

变压器过负荷，因此要设置过负荷保护。过负荷保护

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良等，由故障产生的

整定原则为应避开变压器额定电流，其整定值计算

气体很多，带动油流迅猛地由变压器油箱通过联通

公式为：

管进入油枕。这大量的油气混合体在经过瓦斯继电
器时，冲击挡板，使下油杯下降。这时下触点接通跳
闸回路，使断路器跳闸［引。

ｌ庐Ｋ、１０ｔＫＫｔ、）
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限应避开允许的短时工作过
负荷（如轧机咬钢等）时间，一般定时限取９—１５

如果变压器油箱漏油，使得瓦斯继电器容器内的

ｓ。

３．２轻瓦斯保护

油也慢慢流尽。先是瓦斯继电器的上油杯下降，上触

当变压器油箱内部发生轻微故障时，由故障产

点接通，发生报警信号；接着其下油杯下降，下触点接

生的少量气体慢慢升起，进人瓦斯继电器的容器，并

通跳闸回路，使断路器跳闸，同时发出跳闸信掣引。

由上而下地排除其中的油，使油面下降，上油杯因其

重瓦斯保护作为整流变压器的主保护，它可以

中盛有残余的油而使其力矩大于转轴的另一端平衡

反映整流变压器内部的所有故障。重瓦斯保护动作

锤的力矩而降落，此时上触点接通报警回路，发出报

迅速、灵敏、可靠而且结构简单，但是不能反映变压

警光信号，这称之为“轻瓦斯动作”。当继电保护装

器外部线路的故障，所以通常和电流速断保护配合

置发出报警信号时，表示整流变压器运行异常，其原

作为整流变压器的主保护。

因主要有：在整流变压器的加油、滤油或换油过程中

重瓦斯保护动作时限取零秒。

有空气进入油箱；由于漏油或温度下降引起油面下

２整流变压器的后备保护

降；由于油箱内的轻微故障产生少量气体；轻瓦斯回

过电流保护是整流变压器电流速断保护和重瓦
斯保护的后备保护，是外部线路短路而引起过电流
的后备保护，保护动作后将整流变压器高压侧断路
器断开。过电流保护整定原则为应避开可能出现的
最大过负荷电流，其整定值计算公式为：

轻瓦斯保护动作时限取４

ｓ。

３．３温度保护
整流变压器出现过负荷、内部短路故障以及变
压器环境温度过高时，变压器本体温度升高超过整

（４）

ｌ矿Ｋ墨嚣０一（ＫＫｔ、）

路绝缘损坏或发生接地等故障（引。

定值，则发出超温报警信号或跳闸命令。整流变压器

式中：厨为继电器返回系数，取Ｏ．８５；如为过负荷系

的温度保护整定值通常取８５℃，超过８５℃时电接

数，一般取值为２［¨。

点温度表触点闭合，发出超温报警信号…。

过电流保护装置灵敏系数按系统最小运行方式
时二次侧二相短路穿越电流校验，其灵敏系数计算
公式为：

４采用微机总保装置的继电保护设计

传统的电磁式继电保护装置在变压器保护中存
在很多弊端，如继电装置空间占地大，继电保护精度

Ｋ０＝Ｋ拶一ｌ埘

（￣５、

式中：Ｋ一为相对灵敏系数，当变压器星形侧两相短
路时取值为１，当变压器三角侧两相短路时取值为

差以及维护工作量大等。因此，对中天钢铁集团公司
高线工程车间整流变压器继电保护装置采用西门子
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该装置具有体积小、功能强

０．８７；，９岫。为系统最小运行方式下二次侧三相短路

以及保护灵敏度高等特点。其保护功能主要有：差动

时流过保护装置的最小短路电流。电流速断保护装

保护、电流速断保护、定时限过电流保护、过负荷保

置灵敏系数不小于１．５［¨。

护、零序过电流保护、瓦斯以及温度保护等。其测量功

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限应与下一级保护动作时限

能主要有：检测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

相配合，即比相邻元件保护的最大动作时限大一个

功率因素等。其控制功能主要有：可以完成本地以及

时限阶梯△ｔ，一般动作时限取０．５～０．７

远程通信控制高压断路器分合闸功能。其通信功能主

ｓ。

３整流变压器启勺辅助保护
３．１过负荷保护

高线车间生产线电气设备用电负荷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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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该装置配有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以及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等通讯接口，装置内置通信程序，可通过

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或ＭＯＤＢＵＳ删等网络与车间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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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整流变压器的继电保护设计

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相联，支持遥控、遥测和遥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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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钢铁集团公司高线工程车间每台整流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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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一台西门子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其中给

宴●合＿

精轧机组变频调速装置供电的整流变压器容量最

手砖音＿

大，且变频调速装置对整流变压器供电可靠性要求

ｔ控台＿

最为严格。以下为采用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的

音一位ｌ

撮

ｔ＿位Ｉ

手动丹囊

整流变压器继电保护的设计方法（以精轧机组整流

柞

目

壹一悻朝蛆舟＿
ｔ在挣＿

变压器为例）。

路

鲁纠啊

（１）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对整流变压器的

Ｉ瓦翮啊
生删Ｉ捌嘎■

有电量保护主要采用瞬时电流速断保护和定时限过

ｔ聃蹦晦

电流保护以相互配合的两段式过电流保护。第一段
ＤＨ

为瞬时电流速断保护，作为整流变压器主保护；第二

圈１

２４Ｐ１

整流变压器微机保护原理图

段为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作为整流变压器后备保护。
对整流变压器的非电量保护主要指从整流变压器本

号接点Ｋｌ闭合，这样高压断路器合闸才有效；为了

体引来的瓦斯信号和温度信号送至微机总保装置，

解决变频调速装置侧发生过电流或紧急故障而没有

然后微机总保装置根据现场采集的信号决定分闸或

得到有效的保护这种情况，采取的方法是当变频调

者发出报警信号。

速装置侧发生过电流或紧急故障时整流变压器一次

（２）７ｓＪ６８系列微机总保装置不但对精轧机组

侧高压断路器直接分闸，在分闸回路上并联一个由

整流变压器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对精轧机组变频调

变频调速装置发出的分闸指令Ｋ２；从图１可知，整

速装置也有很好的保护。精轧机组轧线变频调速装置

流变压器一次侧高压断路器在分合闸时会把分合闸

由日本ＴＭＥＩｃ公司供货，而日本ＴＭＥＩＣ公司设计给

信号ＫＡｌ和ＫＡ２发给变频调速装置，从而使变频

精轧机组变频调速装置供电方案采用由整流变压器

调速装置根据高压断路器分合闸情况提前采取必要

二次侧用电缆直接联接到变频调速装置进线端，而中

的措施以保护变频调速装置。

图中：ｓＡ为试验合闸按钮；ＫＫ为控制开关

间线路不设断路器保护变频调速装置。基于这种供电
方案，如果分合整流变压器一次侧高压断路器，可能

（自复位）；ＨＱ为高压断路器合闸线圈；ＴＱ为高压

对精轧机组轧线变频调速装置产生如下影响：如果变

断路器分闸线圈；ＱＦ为高压断路器辅助触点；ｓ８为

频调速装置没有完成对调速装置电容预充电时，整流

手车试验位置辅助开关；ｓ９为手车工作位置辅助开

变压器一次侧高压断路器合闸会对调速装置电容产

关；ｓｌ为高压断路器储能机构微动开关；ＨＧ为绿色

生瞬时冲击电流，而瞬时冲击电流很大可能会烧坏调

信号灯；ＨＲ为红色信号灯；１～３ｘＢ为连接片；ＫＡｌ，２

速装置快熔或整流单元；由于变频调速装置进线端不

为中间继电器。

设断路器，如果出现整流变压器一次侧高压断路器合

５结语

闸而变频调速装置侧有操作人员在操作或者检修这

中天高线工程高线车间整流变压器采用以上继

种情况，势必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变频凋速装置侧发

电保护设计方法后，自投产以来整流变压器运行稳

生过电流或者紧急故障时，需要分闸保护变频调速装

定可靠，没有发生越级跳闸和保护误动作等事故，提

置，而变频调速装置进线端不设断路器保护，这样就

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有可能烧毁变频调速装置。
（３）基于以上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保护人员
以及变频调速装置安全，从整流变压器微机保护原
理（见图１）出发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合闸回路上串
一个由变频调速装置送来的准备好的信号接点Ｋ１，
也就是说变频调速装置只有完成对调速装置电容预
充电等所有准备好操作后，变频调速装置准备好信

万方数据

参考文献

［１］陈延镖，编．钢铁企业电力设计手册［Ｍ］．北京：冶金工业出
版社，１９９６．

［２］

刘介才，编．工厂供电［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

耿庆鲁．大功率整流变压器的继电保护［Ｊ］．中国氯碱，２００７
（６）：２７—２８．

（编辑：胡玉香）
（下转第５４页）

山西冶金
Ｅ—ｍａｉｌ：ｙｅｊｍ８ｘ＠１２６．ｏⅫ

第３４卷

数为９５．４％。产业化设计时需要考虑安装必要的清

的析出，尤其是８月２０日１０：４５、１４：１０的结果表明

疤装置及碱煮设备。

发生了明显的分解反应。

（２）受资金等条件所限，本次实验废气量、精液

从通人对流塔前、后的气体成分变化分析，ＣＯ：

量没做计量，不能够进行精细的量化分析。

吸收率较高，平均达到７９．８８％，部分结果吸收率达

６结论

到９５％以上，可能是由于通气口形成结疤造成通气

经过初分解处理后，分解原液中Ｎａ２Ｃ０，浓度均

量少所致。如果去除吸收率９５％以上的试验结果４

有所提高，ｍ有所降低，说明尾气中的ｃＯ：已经与溶

个，则本次试验所得的ＣＯ：吸收率为７１．８５％，远高

液中部分游离的苛性碱发生作用，有效降低了溶液

于预期值（４０％）。

稳定性，利于灿（ＯＨ），的析出，尤其是８月２０日１０：
４５、１４：１０的结果表明发生了明显的分解反应。

此方案中ＣＯ：气体来源于焙烧炉尾气，不需进
行降温、除尘等工序，工艺流程比较短，单位制造成

从分解原液及初分解液成分变化分析，分解前、

本低，仅为石灰炉所供ｃＯ：气体的ｌ，５多一点，不需

后的ＮＴ、灿：Ｏ，浓度没有太大变化，说明废气中的水

消耗焦炭、石灰石等原料，制造过程受能源供应的限

蒸气不对溶液造成明显的稀释；初分解液的Ｎａ２ｃ０，

制较少。做到了废气的循环利用，利于环境保护。

浓度较分解原液有所提高，而钒有不同程度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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