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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高压异步电动机保护原理与应用
彭年仔１李国利２陈希炜３
（１上海石ｊ由天然气有限公司天然气处理厂，上海２０１３０４；
２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广西石化公司，广西钦州５３５００８
３上海威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配备完善的继电保护设备对商压电动机的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噩的意义。率文分析了
异步电动机的各种运行状态，重点介绍７西门子Ｓｉｐｒｏｔｅｃ ４保护装置中的过电流、热过负荷、起动
电流及电机堵转四种保护原理，结合实例提出整套高压电动机的保护方案，阐述Ｔ上述保护的整
定原则和配置要求。
关键词：高压异步电动机：数字化保护；Ｓｉｐｒｏｔｅｅ保护装置：履时限；堵转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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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引言

保护原理以及保护效粜却参差不齐８】。
两门子公司的Ｓｉｐｒｏｔｅｅ ４系列保护装置采用统

电动机足与今］。业生产的土蜚驱动设备。其中，

的软硬件技术标准，足、’前较盘『的数宁化保护应

高雕芹步电机凶具有结构简单、忭能稳定及维护简

Ｊ｛｝平台。钊对高压异步ｒ乜动机的ｋ要保护型号为

单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但高压异步电动机在起

７ＳＪ６和７ＵＭ６。针对电动机的各种运行Ｌ况，其所

动、运行过程－ｌ－常会发生一些异常情况，如内部线

酣置的保护原理均能够正确反应、可靠动作。

圈绕组短路、开路、接地电爪、过负荷等，除进成

奉文在全面分析电动机运行状态的基础上，详细

设备严重损土ｆ＝，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外，还经常波发

介绍了西门了高压电动机保护的ｐ要保护原理以及动

供电系统，影响供电可靠忡。因此，对高压电动机

作特性，最后结合实例阐述了这此保护的整定原则和

配备完善的保护设备就址甜尤为取要。

刚置要求，提出ｒ一奁完整的高旭电动机保护方案。

传统电磁型的电动机保护一般采Ｊ１｛的是述断＋
反时限ｊ＝｜＝电流模式｜ｌｉ，ｆＨ随着设蔷几趋大型化飘Ｉ复
杂化，Ｌ不能满足其保护要求。微机保护技术的发
腱和普及，使褂各种Ｊ家的保护装鞴崖山不力．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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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电动机的运行状态

２，Ｉ正常运行
ｍ常逆｝Ｔ状态乜括：

技术与应用

（１）起动运行：起动过程中将产生数倍于额定
电流的起动电流，持续时间数秒或数十秒，井在电
机允许起动时间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ｎｖｅｒｓｅ”用于首、末端短路故障电流变

化很大的情况。“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和“Ｌｏｎｇ
Ｉｎｖｅｒｓｅ”用于反映过热状况的保护应用。

（２）带载运行：轴负载为额定或以下，电动机

表Ｉ

ＩＥＣ标准反时限特性曲线常数

在额定转差宰附近运行．定子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
２．２故障与不正常运行
故障情况有：
（１）棚间短路。
（２）单干Ｈ接地。

７ＳＪ６ｘ过电流保护的各段电流元件的评价数值

（３）匝问短路。

可以选择为“ＲＩｄＳ（有效值）”或“幕波”。此外，

不正常运行状态有：

再段保护还可引入电压元件对保护进行“控制”或

（Ｉ）园轴负载增大引起的过负荷电流。

“制动”．以实现巫好的保护性能。

（２）起动和自起动时间过长．通常情况Ｆ由机
械原因卡死造成的。

３．２热过负荷保护
过负荷保护基于单体设备发热模型，热能微分

（３）缺相或非对称电压情况时的长时间掰相运

方程为ｔ

行。

堂＋上伊一只）；上，：

（４）供电电压和频率降低使得转速下降、电流
升高。

ｍ气

（２）

气

式中，，为实际运行电流与在４００ｃ环境温度下照大
（５）屯动机频繁起动使得定转子绕组反复加热

而温引超过允ｙｌ：值。

允许持续工作的电流ｌｍ。（ｋ；＝盯。）２－比；ｆ为被保
护设备的热时『日Ｊ常数；

（６）正常运行时，因机械、轴承等机构突然损
坏造成电动机转矩增大．转速降低甚至堵转停顿。

口为空际运行温度与最大允

许温度之比：晓为测量得到的环境温度和４００Ｃ参
考温度的差位与最大允许温度之比。
设定边界条什，可解方程褂

３西门子电动机保护原理

荤

３．１过电流保护

舻丽

保护包含了独立的２个定时限段和１个反时限
段。４ ７以上版本的保护装置为３个定时限段。

（３）

生虬一＿

反时跟过电流标准，国际上主要有ＩＥＣ和ＩＥＥＥ

式中．，为工作电流值；∥为实际测最到的环境温

两种标准。７ＳＪ６ｘ保护同时兼容这两种标准，以供

度；ｋ为过负荷前的电流值。可以看出，保护动作

用户选择。国内应用鞍多的足ＩＥＣ标准。

时间考虑了设各散热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事战前

下面简要说明ＩＥＣ ２５５－３标准的反时限特性及
其特点。

的负荷电流。
不同历史预负荷条件下的过负荷延时特性曲线

反时限方程为

如图１所示。其小．ａ为额定负载（，叩＝１Ｄｋ）、ｂ
，－

壁生

（１）

（列一，

为欠负载（，卅＝０．８１．）、和ｃ为空载（ｋ＝ｏ）情况
下的特性曲线。

其中，ｔ为动作时间（秒）；ｒ为时问系数：』为运行。
电流的实际测量值：Ｌ为起动电流整定值。
对ｒ不同的口、占的取值，决定ｒ＿；１＝：Ｉ可的反时
限曲线特性，其中常用的四种ＩＥＣ标准反时限特性
曲线叶１口、矗的取值如表ｌ。
这蝗反时限特性的延时“陡度”１ｉｌ司，具有不
同的延时动作特性，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应选取
不问的反时限。通常来说，“Ｖｅｒｙ Ｉｎｖｅｒｓｅ”和

田Ｉ在不同负荷初值下的延时特性

从仿真曲线中可以看出，对于完仝相同的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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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技术。ｊ戊ＪＩＩ

荷故障情况。当故障村负荷电流越小时ｔ因为先ｌｊｉ『

箍ｆ

的热积累程度越低，故动作时『ｎＪ越长，这是比较行

…。

合实际情况的。
仵没有测褊们情况Ｆ．即忽略醒的影响。式（３）

，：，，。幽。。，－ｔ＊ｔ

可以简化为：

Ｈ－ｔ－

ｉ上１一ｏ
Ｌｋ／。Ｊ

３．３起动电流保护
起动电流保护足专ｆ Ｊ针对电动机过长时ｆＨＪ起动
的运行状况．跳闸动作时问丧选式为

围３鼠笼电动机的转矩电流特性

４应用实例
结合实际案例阐琏保扩－配置原划和整定计算
方案。
某原料汕泵机组为Ｙ型联结的单笼幽压抖步电
动机．型号为ＹＢ４５０Ｍ卜２ｗＴＨ。主要数据为
（Ｉ）铭牌数据：额定电胝６０００Ｖ：额定功率
４５０ｋＷ：额定电流５３ ６７Ａ：功率因数为０ ８９：额定
转述２９８７ｒ／ｍｉｎ。堵转电流倍数６．５，起动时ｆ１１】７ｓ。
ＣＴ变比为７５／ＩＡ，三相雎形接线方式。
厂家数据：Ｉ ｓ内最大耐受水、Ｆ为４５倍额定电流。
（２）负载：额定轴功率３３６ｋＷ．对应电动机
电流为４０ ＩＡ；最大连续运行功率３５７ｋＷ。
（３）屯网数据：最小方式下州栩短路电流为

Ｌ｛—≥…
ｈ

ｂ

Ｉ

１５１７ｋＡ。

４．Ｉ过电流保护
采用多段过屯流保护，在满足保护的述动性要
求的基础上，区别电动机的故障类型。
图５为电动机过电流保护并段的配簧原理网．

图２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反时隈跳闸曲线

３．４电机堵转保护

其一ｈｉ

定时限的．．＞＞＞和肛＞段保证了在肿ｌ问撕ｊｌｉ｝时

幽３所示为拧步电功机的电流转如特性。往正

的快速动作；山各厦时限段．依次们－为电动机救障

常运行时．也动机Ｉ．作ｎ额定ｒ况。’’负妓转觚增

的选择忭保护‘。择段保护所形成的边界就址允许ＩＵ

加时，将使褂转述变慢，定ｒＩＵ洫埔人。然而，超

动机运行的区域。

过一定负载叫，电功机就小能通垃增加转矩的方式
调仃转速，电动机将“火速”直征拧倾。ｋ时间堵
转运行，除造Ｊ＆ｔＩｔ槭忙，Ｅｉ｛ｆ；俄损协助ｌ刷．Ｉ｜三易使电
动机烧毁。
埔转保护持绌监视电动机运行蛐Ｊ叫ｆＵ流变化，
井以正序分盈作为保护，门槛．以降低上古转¨ｆ“流分
最的影响。柏：电动机起动期问，保护逻辑自动｝｝】锁，
使褂保护可采川较抵的动作五！Ｉ｝时。
图４电动机过电流保护的配置原理图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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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应用

（１）速断电流保护卢＞＞段

数据，只需确定保护起动的门槛位＾

定值按躲过电动机起动的冲击峰值电流整定。
（６）

，：量

式中．‘为可靠系数．取１．３－Ｉ ５，也为电动机起

‘‘Ｋ－

，。，＝Ｋ。如Ｋ。Ｌ／铀

动电流倍数．取值扣７，一般应按电动机特性取值；
ｋ为电动机起动峰值与稳态值的比值，通常为

Ｋ．可取值为２．０。
计算为

‘＝篆筹一“

Ｉ ２－Ｉ ５。

计算为

，～＝—１．５ｘ—１．２面ｘ６．广５。５３．６７＝８
～

７５，Ｊ

以保护在电

动机起动过程ｔｆＩ准确起动整定，即

（５）过负荷保护舻段

３７Ａ
…。

整定原则：以泵机组的额定工况为预负荷配置

必破度校验

过负荷保护。这是因为在工厂配簧中，电动机通常

耻争＝意斋。。３＞２ ｏ（锵）

比被拖动设备的功率要火，当电动机达到额定电流
时，被拖动啦各已经过载。

（２）限时速断电流保护胁段

Ｉ）Ｉ系数确定．按泵机组最大连续运行功率的

定值按躲过电动机起动电流整定．延时３—５个
周波。公文如Ｆ

倍数整定，可靠系数可取１

０５…Ｉ Ｉ训算按ＣＴ二次

电流进行折算。
¨）

ｆ。＝ＫｔＫ。ｆ。ｆｂ
计算为

２）ｆ常数确定，应按电动机，家给定数据设定，
若无此数据，则可设需按耐受电流水平进行折算。
公式为

。＝竖罴业“。ｓ一

‰（ｍ“）＿击‘Ｚ兰’

时限取值‘、＝Ｏ ０６ｓ
（３）反时限过电流保护，一段

３）计算过程为

延时特性采ｊ｛ｊ“长反时限”，巾（Ｉ）式代入表
ｌ数据为：

＾；Ｋ。』Ⅲ：１ ０５×坐：０ ５９６
‘，Ｎｎ

苈

（８）

式中，Ｋ。为町靠系数，取Ｉ
计算为

ｌ…１

甜算公成为

ｎｎ

（９）

２

取值ｋ＝０ ６０

取值“＝３３ ７ｍＩｎ
４．２堵转保护
前节中各反时限段是可以反应于电动机堵转战
障．但动作时问较长。因此，采用本保护１１勺原则是

，．、：Ｉ．Ｉｘ５３．６７：０ ７９Ａ
‘”
７５／Ｉ

２）叫间常数以躲过电动机起动时间整定。可采
埘反推法，公Ａ为

¨。哮，ｍ，
式中，丘为可靠系数，取Ｉ

７５

ｈ（ｒａｉｎ）２亩‘４５）２＝３３．７５ｒａｉｎ

）起功伉以电动机额定电流整定
ｌ。＝Ｋｔｌ。ｌ

¨２’

ｌ￣Ｉ ３。

计算为

Ⅷ。坚苇些ｎｏ－ｏｍ。
墩值ｔ＝Ｏ ３４ｓ
（４）起动电流保护Ｌ）段

在区别电动机起动状态情况下，尽可能缩短堵转时
的动作时问。
保护分为报警段和跳闸段。推荐整定方法为：
报警段按Ｉ ５僻电机额定电流整定，跳闸段按２．０
倍额定电流整定。计算过程为
（”报警段

ｋ＝≤警…一
０ｓ

时限，Ｊ一＝２
（２）跳闸段

ｋ＝≮竽“４３一
时限‘一＝５．０ｓ

（３）起动闭锁保护刚问

在本保护中ｔ式（４）的‘和Ｉ。定值均为Ｅ，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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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成朋

按２倍电动机起动时问整定．即
，Ｈ

工厂电气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传统方式的继
电保护相比较，西门子公一Ｊ微机电动机保护装拦提供

ＪⅢ＝２ｘ７．０＝１４ｓ

４．３与系统配合的保护

了较为完善的保护方案。实践表明，合理耐置保护组

作为高压电动机的完整保护，除了上述特有保
护功能外，还应Ｈ有缺十ｕ保护、低电压保护及接地

台方案，井正确计算各种保护的整定值，对高压电动
机乃至工厂生产系统的安全运行县有重要意义。

过流保护。西门子保护装置也Ｈ有这业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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