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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水电厂１０kV厂用电母线接地及谐振报警分析

顾　挺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某水电厂１０kV厂用电母线共发生４次有记录的接地谐振报警,其中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０２日发生了１０kV瞬时单相金

属性接地,多次接地现象对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了威胁.为查明１０kV发生接地报警原因,准确查找故障点,本文对１２月０２
日接地故障特征进行了分析、产生原因进行了梳理,提出了１０kV 系统具体故障点的排查建议和方法.该排查建议在后续

专项检查中得到了验证,验明了造成接地故障的风险部位,从而解决了１０kV系统频繁单相接地问题,保障了厂用电系统安

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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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１０kVAuxiliaryPowerBusGroundingandResonance
AlarminaHydropowerPlant

GUTing
(YalongRiverHydropowerDevelopmentCo．,Ltd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００)

Abstract:Therearefourrecordedgroundingresonancealarmson１０kVauxiliarypowerbusinahydropower

plant,amongwhich,１０kVinstantaneoussingleＧphasemetallicgroundingoccurredonDecember２,２０１７,and
multiplegroundingphenomenathreatenthesafeoperationoftheequipment．Inordertofindoutthecauseof１０
kVgroundingalarmandfindoutthefaultaccurately,thispaper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groundingfault
onDecember２,sortsoutthecauses,andputsforwardtheinvestigationsuggestionsandmethodsforthespeＧ
cificfaultof１０kVsystem．Thisinvestigationsuggestionhasbeenverifiedinthesubsequentspecialinspection,

andtheriskpartscausingthegroundingfaulthavebeenverified,soastosolvethefrequentsingleＧphase

groundingproblemof１０kVsystemandensurethesafeoperationoftheauxiliarypowersystem．
Keywords:faultcharacteristics;groundingandresonancealarm;investigationsuggestion;investigationresult

１　故障产生

某水电厂１０kV厂用电母线由６段厂内９０１
~９０６M１０kV 母线和３段厂外９０７~９０９M１０
kV母线及其二次设备组成.其中厂内６段１０
kV母线主要为厂内６台６００MW 水轮发电机组

提供机组自用电电源,厂外３段１０kV 母线主要

为坝区泄洪设施、进水口设施提供电源.其中

９０２M１０kV 母线位于厂内安装间１０kV 配电

室、９０７M 位于厂外坝区１０kV配电室,正常工况

下９０２M 与厂外９０７M 联络运行由安装间１０kV
９０２M 供电.９０２M 上共有９个负荷(含１个厂外

辅助洞负荷９７３开关),９０７M 上共有６个负荷.

９０２M 和９０７M１０kV及辅助洞供电.２０１７年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１６

月０２日１０:３９监控系统CCS报:“２号机组故障

录波启动报警”“坝区９０７M１０kV 消谐装置报

警”“坝区９０７M１０kV 接地报警”“安装间９０２M
１０kVPT９０２YH 消谐装置报警”“安装间９０２M
１０kV接地报警”.

２故障检查及特征

２．１　故障检查

现场检查坝区１０kV９０７M/９０９M 联络刀闸

柜上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报“母线:１０００出线接

地:１００１”(显示回路为９０７０２开关)、安装间１０
kV９０２M/９０３M 联络刀闸柜上小电流接地选线

装置显示“母线:２０００出线接地:２００６”(显示回路

为９０２０７开关),９０７M 及９０２M 消谐装置面板上

均有“谐振”“接地”报警指示灯点亮.现地检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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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故障录波启动原因为“２号高厂变低压侧

３U０ 突变量启动”.检查９０７M、９０２M 及其各负

荷开关运行正常,在该时间段内无大负荷启停动

作,无相关设备切换操作,现地报警信号均可手动

复归.

２．２　故障波形及接地分析

２．２．１　１０kV单相接地故障特征

１０kV系统为不接地系统,发生金属性单

相接地时,故障相电压接近零,非故障相对地

电压升高为原来倍(二次侧电压由５９V 升高

至１００V).故障点的零序电压与正常相电压

大小相等,故障点电流为三相对地电容电流之

和,母 线 PT 开 口 三 角 形 两 端 出 现 ３U０ 接 近

１００V,微机消谐装置将启动,同时小电流接地

选线装置发生接地报警信号.
发生非金属性短路接地时(即经过渡电阻接

地),故障相电压比正常相电压要低,非故障相电

压不超过线电压,母线PT开口三角形处两端电

压出现３U０ 大于３０V 时,也会启动微机消谐装

置及小电流选线装置报警.
发生瞬时性的单相接地时,一旦接地故障点

消除,非接地相在故障期间已充电的电荷只能通

过电压互感器高压线圈经其自身的接地点接入大

地.在这一瞬间电压突变过程中,电压互感器高

压线圈的非接地两相的励磁电流就要突然增大,
甚至饱和,此时易构成相间串联谐振,引起三相电

压波形畸变.

２．２．２　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 发生接地及谐振数据

分析

通过对１２月０２日发生的故障录波图进行

分析(如图１),证实９０２M、９０７M 确实发生了瞬

时单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接地时间约０．６４s),接
地故障瞬时消失后产生了谐振,１．０８s后波形恢

复正常.如图１所示,图中 T１ 时刻发生故障,
并随之产生零序电压３U０.故障后,A相电压降

低为５V、B相电压升高为１０２V,C相电压升高

为１０８V,整个过程持续０．６４s.框选部分为接

地波形段(０．６４s),右侧波段直至 T２ 为接地消

除后系统震荡恢复过程波形.两相电压升高一

相电压降低是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的典型

特征.根据单相接地故障判据,确定此次事件

接地相为 A相.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０２日９０２M、９０７M 接地故障录波图

２．２．３　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小电流接地选线分析

根据上述２．２．２分析,１０kV９０２M 或９０７M
发生了明显的瞬时金属性接地现象,且接地消失

后产生了０．２s左右谐振.查看大坝１０kV 小电

流选线装置显示９０７M 第１支路９０７０２开关进线

回路有接地故障,查看安装间１０kV 小电流选线

装置显示９０２M 第６支路９０２０７开关出线回路有

接地故障,两者均指向了９０２M 至９０７M 之间１０
kV电缆发生了瞬时性金属接地.

３　接地及谐振报警

２０１７年０１月１０日、２０１６年０６月２５日也发

生了两次１０kV 单相接地故障,与本次事件报警

信号相同,经查询接地相分别是 B、C相,二次侧

电压均降低了１０~２０V,但此次接地相A相二次

侧电压由５９V降至５V左右(如图１),基本趋近

于０,１０kV系统发生了瞬时金属性接地.

３．１　产生原因

(１)若９０２M、９０７M 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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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均正确,则９０２０７开关至９０７０２开关之间１０
kV长距离电缆发生了单相瞬时金属性接地;

(２)若９０２M 小电流装置选线正确,９０７M 小

电流装置选线不正确,则可能是９０７M 母线或其

馈线开关出线侧发生了单相接地;
(３)若９０７M 小电流装置选线正确,９０２M 小

电流装置选线不正确,则可能是９０２M 母线或其

馈线开关出线侧发生了单相接地;
(４)若９０２M、９０７M 小电流装置选线均不正

确,则９０２M 母线及其馈线、９０７M 母线及其馈线

分别均发生了单相接地;
(５)９０２M１０kV上至辅助洞负荷９７３开关下

级负 荷 发 生 了 单 相 接 地,导 致 电 厂 ９０２M、

９０７M１０kV接地和谐振报警;
(６)９０２M、９０７M 上１０kV 大功率负荷启停,

如１０kV 检修排水泵、渗漏泵等,造成了１０kV
母线PT磁饱和从而产生了铁磁谐振,使系统中

性点位移产生对地的零序电压,反应在母线 PT
的开口三角形处会发生接地报警信号,误将虚幻

接地认为是母线单相接地;
(７)４００V 系统大功率负荷投退,如坝顶门

机、进水口门机、坝顶值守楼、厂内外４００V 大功

率水泵的启停或运行过程中发生接地,导致１０
kV接地及谐振的发生.

３．２　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３．１产生原因的７种情况,分析

如下:
(１)对于情况１,两段母线小电流选线装置均

指向９０２０７开关至９０７０２开关之间电缆,该长距

离电缆发生单相瞬时接地有较大可能;
(２)对于情况２,在本次事件发生前,检修人

员已开票对１０kV９０７M 母线绝缘、９０７M 馈线绝

缘进行了分相绝缘测试,绝缘均合格,故该种情况

排除;
(３)对于情况３,２２B低压侧至９２２开关进线

侧电缆(曾经发生过２２B 低压侧电缆头烧损事

件)、９０２M 母线、９０２M 馈线由于未进线绝缘测

试,此种情况不能排除;
(４)对于情况４,９０２M、９０７M 小电流选线装

置同时误选的可能性较小,两段联络母线同时发

生了同相不同支路的接地情况概率极小,故该种

情况排除;

(５)对于情况５,故障发生时锦屏电网调度室

已汇报厂锦Ⅰ回、锦辅Ⅰ回下级负荷无跳闸、无接

地情况.但现场辅助洞１０kV母线微机消谐信号

并未直接送至调度室,值班人员汇报情况并非正

确,需进一步排查,并不能排除辅助洞内存在问题

的可能性;
(６)对于情况６,１０kV 大功率负荷启停造成

的无论是基波谐振、分频谐振或倍频谐振,谐振产

生的波形与单相接地产生的波形有明显的区别;
不接地系统发生谐振时,三相波形会依次或同时

升高变化,并伴有波形畸变和尖角波,图１是典型

的单相接地波形,１０kV 系统必然是先发生了单

相接地故障,故该种情况排除.
(７)对于情况７,４００V 系统是经厂用变压器

中性点接地系统,厂用变高压侧是角形接线、低压

侧是星形接线且中性点直接接地,如４００V 大功

率负荷在启停过程中发生瞬时接地,４００V 开关

过流保护将动作跳开三相,故障录波可能会启动,
但不会导致１０kV 母线接地和谐振报警,故该种

情况排除.

３．３　初步结论

综合上述３．１、３．２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１０kV９０２M 至９０７M 之间１０kV长电缆

(含进出线电缆头)A 相,２２B低压侧至９０２M 进

线、９０２M 母线及其各负荷出线电缆(含进出线电

缆头)A相,均可能存在绝缘隐蔽缺陷,由于受到

外界异物的接触或移位,导致了瞬间单相接地

(注:９０７M 进线、母线及馈线本次事件发生前,绝
缘已测量合格);

(２)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 母线及其馈线回路

(含下级１０kV 隔离柜)设备本身绝缘正常,由于

外界小动物等异物接触母线或出线裸露导体部

分,导致瞬时单相接地;
(３)１０kV９０２M 下级辅助洞１０kV 系统某

处负 荷 发 生 了 单 相 接 地,导 致 上 级 ９０２M、

９０７M１０kV产生接地及谐振现象.

４　排查建议

４．１　９０２M 进线、母线及负馈线全面排查

针对１２月０２日１０kV单相瞬时接地事件,
待２２B及９０２M 转检修时,进一步对２２B低压

侧至９０２M 进线、９０２M 母线及其各负荷出线电

缆进行绝缘检查,进一步查找发生瞬时单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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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路.

４．２　９０２－９０７M 之间长距离１０kV电缆绝缘检查

具备条件时,在９０２０７开关出线侧对９０２M
至９０７M 之间１０kV 电缆分相摇测绝缘,必要时

进行交流耐压试验,进一步确认该长距离电缆回

路无隐蔽缺陷.

４．３　辅助洞１０kV 系统全面排查

对９７３开关出线１０kV电缆(至辅助洞)对侧

锦西变电站及辅助洞１０kV 系统检查,鉴于辅助

洞内多次发生接地故障导致厂内１０kV 消谐装

置报警,督促设备管理单位全面排查辅助洞内１０
kV电缆情况及开关柜防火封堵情况.

４．４　１０kV９０２M、９０７MPT高压侧熔断器检查

对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PT高压侧熔断器进行

必要检查,发生单相接地现象瞬时消失时,由于三

相电压的变化,电压互感器将会产生较大的激磁

电流,电压互感器高压侧熔断器有可能会发生损

伤.建议后续对母线PT高压侧熔断器进行必要

检查.

５　排查结果

根据上述４．１~４．４排查建议,电厂检修人员

对９０２M、９０７M 进线电缆、馈线电缆、１０kV 开关

进行了检查及预试,对１０kV 小电流接地选线装

置、故障录波装置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如下:
(１)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母线及其１０kV馈线

回路(含下级１０kV 隔离柜)所有进出线电缆头

及所有导体无烧损、放电现象,电缆终端无放电、
变色、鼓包、破损,柜内绝缘件无裂纹或损坏,无老

鼠等异物,检查１０kV 开关柜、隔离柜内进出线

电缆防火封堵完好、无破损;
(２)对１０kV９０２M 至９０７M 之间长距离电

缆分相摇测绝缘合格,交流耐压合格,未发现电缆

回路明显缺陷;
(３)检查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 各柜内电压互

感器高压侧熔断器未发生熔断,PT外观无破损,

用万用表测量其直流电阻,各保险直流电阻无明

显差异.９０２M、９０７M１０kV 电缆预试完成,预试

均合格;
(４)检查辅助洞１０kV 系统配电柜内备脏污

比较严重,部分设备有放电痕迹,辅助洞１０kV
开关站内锦辅I回进线电缆头有放电痕迹,电缆

室孔洞封堵不规范、部分孔洞未封堵,存在小动物

通过孔洞进入配电室可能;辅助洞负荷下级至锦

屏山隧道内箱变电气设备有老化现象,部分电缆

头、绝缘子存在放电痕迹.

６　结　语

根据上述排查情况,可得出本次接地及谐振

事件产生的结论:厂内９０２M 及９０７M 电气设备

无异 常,盘 柜 孔 洞 已 封 堵 完 好,不 存 在 导 致

９０２M、９０７M 接地谐振的外部风险;辅助电网(锦
西１１０kV变电站/辅助洞１０kV开关站)存在导

致９０２M、９０７M 接地谐振的外部风险;辅助洞１０
kV系 统 供 电 的 锦 屏 山 隧 道 配 电 也 存 在 导 致

９０２M、９０７M 接地谐振的外部风险.通过本次接

地故障特征的分析、产生原因梳理、排查建议,最
终排查出了厂外辅助洞故障的外部隐患风险导致

厂内发生了多次接地,后续电厂将制定整改措施

和计划,将辅助洞系统实施改造,降低多负荷的单

相接地风险,确保电厂厂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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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房沟首台机定子磁化试验完成
１月１５日,水电七局承担安装任务的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EPC水电站－－杨房沟水电站首台(１号)机定子磁化试

验圆满完成,为杨房沟水电站实现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提前发电的目标奠定基础,杨房沟建设管理局给予高度评价.杨房

沟水电站首台定子的直径为１６０００毫米、高度２７５０毫米,重５３０吨;磁化试验历时９０分钟;试验数据显示,定子铁芯各

部位温差、单位铁损率等各项指标均优于标准值,机座与铁芯各机械部分无异常现象,杨房沟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

试验数据指标给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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