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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Ｊ

西门子继电保护在工业中的应用
文／电力自动化研究院南京中德保护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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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西门子保护和微机型安全自动
装置在电力系统得到普遍的使用，在石油、化工
和钢铁等行业有了不少的应用。由于其技术的成
熟，保护装置性价比的提高，西门子保护在各类
企业中已得到普遍应用。
工厂供电系统中用到的各类微机保护，例如
主变压器保护、线路保护、高压电动机保护、配
电变压器保护、电容器保护、电抗器保护及发电
机保护等均已有成熟的微机保护装置和成熟的运

圈１差动保护的动作特性曲线

行经验。下面以几个和电磁式保护在性能上有较

制动电流取高低压侧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绝对平

大不同的装置为例作一简单介绍。

均值（国产的装置常取为（（Ｉ，。：Ｉ＋Ｉ厶：Ｉ），２），纵
坐标为差动电流，ｃ。，Ｉｃ。＝ｌ，，：＋厶：Ｉ，即差动电

主变压器差动保护
下面以西门子的７ＵＴ５１２（５１３）及７ＵＴ６１２（６１３）
为例介绍西门子差动保护的特点。
１．集成矢量组合

作于跳闸区的故障特性上，装置灵敏动作。
通常变压器各侧的接线是不同的，各侧的相

不必通过改变互感器的接线方式解决，而是由装

电流之间存在相位差，由于接入差动保护装置的

置的软件解决，电流互感器与装置之间均采用星

电流互感器一般为星形接线，故差动保护装置测

形连联结。

到的电流也有相位差，由于差动电流是各侧电流

２．ＴＡ变压比的比例匹配

的矢量和，因此差动保护装置用软件算法来调整

由于高低压侧电压不同，电流也不同，ＴＡ的

高低压侧的相位差，通常把高低压侧或中压侧的

电压比很难正好选得等于变压器的电压比，因此

电流用矢量变换矩阵加以转换，然后按差动电流

总会产生不平循电流，并由此增大差动保护的整

计算法则计算。例如，对于一高压侧Ｙ形接线，低

定值，降低灵敏度。微机保护由软件保证ＴＡ电压

压侧为三角形接线变压器，如果采用５点钟接线，

比的比例匹配，从而提高了灵敏度。

首先需利用该变压器的容量及高低压侧的额定电

３．比率差动和差动速断

压及ＴＡ电压比分别计算出高低压侧的额定电流，

保护特性如图ｌ所示。

实际加在装置高低压侧的Ａ，Ｂ，ｃ相电流需通过

其横坐标为制动电流如Ｄ，Ｉｚ。＝Ｉ Ｊｒ．：Ｉ＋Ｉ厶：Ｉ，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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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ｄ为动作特性，正常运行和穿越性短路时，

厶弦，ｃＤ保护不动作。内部故障时，』矗＝Ｉ矗，即工

对于Ｙ，ｄ接线的变压器一二次电流的相位差

图ｌ中，曲线Ｉ是７ＵＴ差动保护的制动特性，

９２

流为高低压侧二次电流之和的绝对值。图中，ａ、

额定电流转换成标么值，然后针对匹配矩阵加以
调整．主变高压侧矩阵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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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Ｉ ；；］［刳

器的线性较好，误差较小，由此形成的制动电流较

ｆ厶］

ｒ ２～１一１］ｆ，ＬＩ］

的设定将差动保护闭锁若千周波（例如４～８个周波）

ｌ厶Ｉ＝｛×Ｉ－¨叫Ｉ Ｉ也Ｉ

以躲过不平衡电流的最大值，闭锁结束时，不平

【，ｃ Ｊ

【一１—１

２

Ｊ【ＬＪ

大，而差动电流很小，即工作点将落到附加闭锁区
内，装置检测到工作点在附加闭锁区内贝Ⅱ按照预先

衡电流已减小．装置就不会误动。如果闭锁期间
在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此时差动电流和制动电

上式中，左侧矩阵针对主变高压侧中性点零

流相等，工作点将落在图１中的特性Ⅲ上，装置监

序电流不做处理的情况，适用干差动保护范围内

测到工作点连续两个周波在特性Ⅲ上会自动解除

无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或无其他人为中性点接地情

闭锁，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况的矩阵；右侧矩阵贝Ⅱ针对主变高压侧中性点作
零序电流处理的情况，适用于差动保护范围内变
压器中性点接地情况的矩阵。图中，厶，厶、足为
继电器实际参与差动电流与制动电流计算的各相
电流标幺值，而Ｌ，，ｈ：、ＩＬ３为外部输入的二次电
流向量（标幺值），在７ＵＴ差动保护内即将实际加入
的电流转换为高低压侧可比较的矢量电流，进而
计算出差动和制动电流。
４．附加闭锁特性
图１中，曲线Ⅱ所包围的阴影部分为附加闭锁
区，装置可以设置当工作点进入附加闭锁区时使

（ｃ）试验录取的不平衡电流

差动保护暂时闭锁几个周波，其作用是防止差动
保护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在通过穿越性短路时在暂
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较大的不平衡电流造成差动
圈２

保护误动。
图２所示为穿越性短路电流在电流互感器中
产生的励磁电流及不平衡电流。由图可见，暂态

外部短路暂态过程中电流互感器的励磁电流及不平衡电流波形

图２中，Ｌ，毛、ｏ均为折合到电流互感器二次
电流。

过程的不平衡电流将超过稳态的好几倍，而制动

这一功能在工程中已经过实践验证，如某厂一

特性的斜率一般总是按躲过最大穿越性短路时的

台大型电动机采用７ ｕＴ差动保护装置，电动机起动

稳态不平衡电流来整定的（其中考虑电流互感器的

时多次发生差动保护误动，经分析可能由于互感器

１０％误差和变压器调压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显

特性的差异而在起动时产生了较大的暂态不平衡电

然，当暂态不平衡电流较大时，工作点将处于制

流，在设置了附加闭锁功能后起动就正常了。

动特性上方的动作区，致使差动保护误动。两侧
互感器特性差异越大则暂态不平衡电流也越大，

５．空载励磁涌流的二次谐波制动
为防止空载投入时保护误动，国内外一般的

差动保护误动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差动保护

做法是采用二次谐波制动，也有的采用波形间断

中一般尽量采用型号相同，磁化特性一致，铁心

角原理。通常二次谐波制动是按相工作的，二次

截面较大的高精度的电流互感器，必要时还可采

谐波含量高于限值的相被制动，二次谐波含量低

用铁心磁路有气隙的电流互感器，以尽量减少暂

于限值的相依然可以动作。因此只要有一相符合

态过程的不平衡电流。即使这样，误动情况仍难

动作条件，继电器即发出跳闸命令。可以设想，

以完全避免。

若涌流出现时有两相电流都超过差动起动值，而

ｕＴ装置中附加闭锁的原理是：在穿越性短

其中仅有一相二次谐波含量超过限值而制动，则

路的最初阶段，电流互感器铁心尚未饱和，励磁

另一个二次谐波含量低于限值的相因无制动作用

电流的最大值和不平衡电流的最大值尚未出现，

而可以引发跳闸。为避免此类误动，西门子提供

而此时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已较大，但此时互感

了二次谐波交叉制动的功能，即二次谐波不仅对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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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起制动作用，对其他相也起制动作用，只要有一

本身的３Ｉｏ）而３Ｉｏ超前３Ｌ『ｏ帅４，一Ｙ３Ｉｏ滞后３Ｌ『ｏ蛐６（这

相检测出涌流，三相都闭锁。制动作用是通过设定

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一般３厶超前３砜∞。左右，

出现前述情况后保护闭锁多少个周期来实现的。

一Ｙ３ｔｏ滞后３％，，。·左右）。西门子的灵敏接地保护

但是，设定交叉制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
变压器空载投入到区内预伏故障上时，无论涌流
和／或故障发生在哪一相，保护动作时间都会延迟
前述设定周期数，从保护速动性的角度来讲，这
也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是否投入交叉制动功能
以及制动多少个周期需根据实际工程的情况具体
分析而定。西门子提供的缺省设定为Ｏ周期，即
不投入此功能，在变压器空投困难时，也可根据
装置自身录取的故障波形确定一个适当的闭锁周

使用的基本原理是零序功率方向保护，其高明之
处是对于功率方向的判定充分利用微机保护数字
计算的长处，通过功率来确定零序电流和零序电
压的相位关系，根据零序功率的正负来区分故障
和非故障线路。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设置为
测接地无功功率，由图３．－ｆ见非故障线路的接地
无功功率将是负的，而故障线路的将是正的，由
此十分明确地区分了故障和非故障线路。对于经
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其接地电流的分布和电流

期数，前提是变压器投运前经检查无误。

电压相量图如图４所示。由于消弧线圈的接入，

故障线路有３ｔｏ＝一ｚ％一五，其中五将随补偿度而

小电流接地系统的灵敏接地保护
我国的６３５ ｋＶ系统大多属于中性点不接地或

变化，图中所示为过补偿情况，由图可见，故障

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系

和非故障线路的接地无功功率都将是负的，从而

统，系统接地电容电流较大时，其单相接地保护

无法区分。为此，对于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可

采用常规的零序电流保护或零序方向保护都可有

预设置为测定有功接地功率。这样，不论补偿度

较好的效果。但当接地电流较小，只有几安甚至

的大小，故障和非故障线路的接地有功功率总是

小于１ Ａ时，或是由于接地电流超过规定值而装设

正负相反的和易于区分的。

消弧线圈后，许多单相接地保护装置的效果往往

西门子灵敏接地保护装置中还采用了灵敏的

不好。西门子微机保护中的灵敏接地保护原理新

小电流互感器，在检测到３厶和３乩达到整定值后

颖，效果较好。

再判定方向，确定故障线路。需要注意的是，国

西门子的灵敏接地保护不设集中的选线

内生产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大多是没有明确的电流

装置，而是配置在分散的保护测控单元中。

比的，而为了确保灵敏接地保护装置能合理整定

７ＳＪ５１２、７ＳＪ５３ｌ及用来取代它们的７ＳＪ６２，７ＳＪ６３

和正确动作，建议应选用有明确电流比的零序电

等装置，除了有一般的零序电流保护外都还有灵

流互感器，根据接地电容电流可能的数值范围和

敏接地保护功能。它既可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

西门子灵敏接地保护的整定范围，一般选用１００／５

统，也可用于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

的电流比较合适。

图３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电

下面以兰州石化６０万ｔ乙烯改造工程为例介绍
西门子保护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应用，该工程有２

流分布和电流电压相量图。
由图可见，单相接地后，非故障线路出现零
序电流３厶，故障线路出现一∑厶（不包括故障线路

条ｌ １０ ｋＶ进线，采用２回Ｊ

１０

ｋＶ电源进线双母线接

线方式，１１０／１０ ｋＶ变压器组３台，１１０／６ ｋＶ变压器
组３台，２６条出线，进线及主变保护集中组屏安装
在总控制室，１０ ｋＶ（６ ｋＶ）保护分散安装在低压开

～．．上上上

关柜上，所有保护通过ＲＳ４８５方式连接到通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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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方式与主机进行通信。

捌

进线及出线保护用７ＳＪ６２来实现，该保护可实
“

｛／
％墩

现过电流，速断，重闭合、小电流接地、复压闭
锁、过电压，欠电压、零序过电流和过负荷等保护

ｕ
，

砚一ｏ＝３ｕ，

仉

功能，并且在装置内可实现５ｓ故障录波，故障事
件记录功能，能满足进线及出线的保护及测控要
求。针对６台变压器组配置６台７ＵＴ６１２差动保护，
它可实现主变的比率制动及差动速断保护功能，

田３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单相接地时电流电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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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误判故障相别，造成相间短路

致短路电流高达几千安乃至几十千安，将烧坏电

如果供电公司客户端装有故障相接地消弧装

动机绝缘和定子槽，造成电动机报废。

置，当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相接地消弧装
置误男懒：障相别，如Ａ相发生了单相接地，而故障
相接地消弧装置判断为Ｂ相或Ｃ相接地，将Ｂ相或ｃ
相真空断路器闭合，将造成新的相间接地短路。

３）小容量变压器的变电所不能使用采用故障
相接地法的消弧装置。
如果变压器绕组发生单相按地，本来油浸式
变压器的拉弧可自愈，不会造成事故，但采用故

如果是安装故障相接地消弧装置的客户线路

障相接地法的消弧装置动作后等于短接一部分

单相接地，将仅造成该客户线路停电，若该条线

电源，短路电流也可达几千安乃至几十千安，从

路有多家用户时，则均会造成停电。

而烧坏变压器绝缘造成事故。特别是小容量的

如果非安装故障相接地消弧装置的客户线路
单相接地，将造成２条线路停电。
如果多个客户端装有故障相接地消弧装置，

１０ ｋＶ／０．３８

ｋＶ的变压器，本身只有配备气体保

护，一旦绕组发生单相接地，采用故障相接地法
的消弧装置动作后短接一部分电源，近似干发生

只要其中一个故障相接地消弧装置判相错误，就

匝间短路，微机保护又不会动作，只靠气体保护

会造成故障线路，所有客户端装有故障相接地消

动作，若动作时间过长将会造成很大的事故。因

弧装置的线路全部停电。

此，采用故障相接地法的消弧装置只能用于线路

３．装置存在的其他问题

消弧，但是许多输电线路总是与变压器或电动机

１）采用故障相接地法的消弧装置不能用于对

相连接的。

地电容电流＞３０Ａ的系统。

４）有树障的架空线路不能采用故障相接地法

由于对地电容电流＞３０ Ａ的系统，发生单相金
属性接地时，健全相的工频电压也会很高，系统
无法承受。

的消弧装置。
对于有树障的架空线路，假如树枝接触Ａ相
而故障相接地法消弧装置动作将Ａ相接地，当风再

２）直配高压电动机的变电所不能使用采用故
障相接地法的消弧装置。

一吹使树枝接触Ｂ相或Ｃ相，就会发生相间接地短
路，此时，故障相接地法消弧装置不仅不能消弧，

一旦电动机绕组发生单相接地，采用故障相

还会造成线路跳闸停电。ＥＡ

接地法的消弧装置动作后将短接一部分电源，导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ｆ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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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保护都配置有通
信接口及基于ＩＥＣ６０８７０标准

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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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Ｉ电气时代。２００９年ｇ ５期

群抗扰度试验都达到４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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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信协议，该站西门子保护
都可与变电站主机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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