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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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快速；母线；保护；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f嬲t busbar protection at HuanengYhhuan power plant

LT Aj山ua．JIN YIJ一1e1

(Huaneng YuhLIan Power P1ant，Yuhuan 317604，china)

Abstract： comblned wltll【he sTPROTEc 7sJ62 protective rela弘thl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狮nciPle of山e Fast Bu曲ar

Pmtection By analysl“g Lhe operatin窑behavior 0f山8 protection，it Puts如rward that the proceedI“gs shollld b。pald more aLtennon

to d11ri“g the appllcatioⅡof Ihe fas【busbar pmtection．

K叮words：fast； busbaE prol斟ti伽， a即1icallon

中图分类号：1M77 文献标讽码： B 文章编号： 1003-4897f2007122，0061—03

0引言

华能玉环电厂是国家“863”计划中引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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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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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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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型或开环配电嘲络中就刊以利用反向闭锁功

能来实现“快速母线保护”(Fast BuSbar

Protection)。这功能在图1所示的通过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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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反向闭锁功能示意图

F嘻I Schemat．c drawing of revBrse interiockIilg func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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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2Logicdi89raml offast busbarpmtection

匡l垌——皿—k面五一r嗣臣互五≥叫“ ： 一
图3快速母线保护逻辑图2

Fig 3 Logic di8乒am 2 off船t busba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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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借助于DIGsI cFc(连续功能图：
continuou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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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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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眺闸。考虑到保护配置的可靠性，玉环电厂的快

速母线保护采用了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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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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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护瞬动触点在母线PT处汇总，经中问继电器

扩展后分别上送至进线开关④及母联开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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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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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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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母线保护均不会出口，离故障点最近的保护动作切

除故障。对全厂所有6 kv母线范围内的故障，不论

电气距离的远近，均可以在较短的时限内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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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措施三

TwJ直接接于合闸的丌关辅助触点处

串闭锁触点。(如图5所不)
2 4措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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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不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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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低，而又采集小到“合闸压力低闭锁重合闸触

点”时，町以通过“控制凹路断线”来闭锁重合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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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洋哥矬川卜——／-——旷——口—H

卜叫 一
[副正H谲蕊圈|臣州遂受鳖l

图4更改后的回路图

Fig 4 Cjrcujt dia掣am mer血e challge

图5 TwJ直接接于合闸的开关辅助触点的回路图

Flg 5 TWJ meets d矾ctly ln switch secondary

comact circult d189r锄

另外，开关事故音响信号将原TwJ动合触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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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跳闸后币合成功，保护加速动作开关再次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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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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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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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