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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

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采集三相线路的电压和电流数据；S2，对上述

三相线路的电压和电流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三相

线路的电流和电压的矢量值并计算出该三相线

路的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S3，将所述三相线路

的电压与一单相电压阀值比较来判断是否有单

相接地故障发生；以及S4，根据所述三相线路的

实时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的相位关系来判定故

障发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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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采集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

S2，对上述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该三相线路电流和电压的矢量

值并计算出该三相线路的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其中所述零序电流的有效值IN和相位 通

过公式 计算，其中，RA,RB,RC为三相电流矢量的实部，iA,iB,iC为三相

电流矢量的虚部，kA,kB,kC为平衡系数，若三相电流矢量和为0，则没有零序电流产生；

S3，将所述三相线路的电压与一单相电压阀值比较来判断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

S4，根据所述三相线路故障点位置前后的实时零序电流数据和零序电压的相位关系来

判断故障发生的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三相线路为中性点非接地系统的三相线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S1采用在所述三相线路的A相线路、B相线路、C相线路上分别设置多个传感器，来

测量该三相线路不同位置各个相的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进一步将所述多个传感器测得的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同步传送到数据后台计算系

统。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三相线路的实时零序电压的有效值UN和相位 利用公式 计算，其中

UA,UB,UC为三相电压矢量的实部，yA,yB,yC为三相电压矢量的虚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若该步骤S2中的没有零序电流产生，则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将自动将计算的零序

电流实时置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的情况下三相电流平衡，计算出三相电流的平衡系数kA,kB,

kC，根据平衡系数矫正三相电流平衡时的零序电流，计算方法为令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

则得到公式 RA,RB,RC为三相电流矢量的实部，IA,IB,IC为三相电

流矢量的虚部，k A ,k B ,k C为平衡系数，以 A相为平衡基准，则k A＝1，公式变为

通过矩阵 根据实时采集到的三相电流数据，计

算得出平衡系数kA,kB,kC。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S3中，如果没有单相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则认为没有单相  接地

故障发生；如果出现了单相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则认为有单相接地故障发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443292 B

2



生,而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的相则被认为是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的相。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S3中，故障点前非故障线路上的零序电流相位 超前零序电压相位 故

障点后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相位 滞后零序电压相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对所述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进行处理的方法为通过傅立叶变换获得电流的矢

量值和电压的矢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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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架空线路故障检测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对配网监控的需求日益增多，对单相接地故障的定位要求越来越高。现有的

接地故障指示器，通过判断接地瞬间暂态电流首半波的相位、大小和系统的五次谐波值，来

判定单相接地故障是否发生，但这些方法准确度不高、系统复杂或成本比较高。

[0003] 检测单相接地故障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检测是否有零序电流产生，而对于架空线路

而言，基于现有的一般测量仪器，测量线路中的零序电流准确度不高，其中测试动态相电

流、电压和相位同步的值都会不精确，会有一定的误差，数据误差导致系统计算出的零序电

流的有效值和相位会比线路中实际零序电流的有效值和相位大很多。另一种情况是实际线

路中是三相电流平衡，由于传感器测量带来的数据误差计算出有零序电流产生，使得测量

仪器不精确导致的测得结果计算出有零序电流产生而出现系统误判断和误保护情况。这显

然在配网监控中是不可取的。在配网线路较长和负荷较小的情况下，零序电流很小，通过传

统一般的测量仪器很难准确的检测是否有零序电流的产生，从而无法准确有效的判断单相

接地故障的位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能够准确、快速、低成本的测量架空线路的故障及位置，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

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其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采集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

[0007] S2，对上述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的

矢量值并计算出该三相线路的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0008] S3，将所述三相线路的电压与一单相电压阀值比较来判断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发

生；

[0009] S4，根据所述三相线路故障点位置前后的实时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的相位关系来

判定故障发生的位置。

[001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具

有以下有益效果：可以在现有一般测量仪器测试动态相电流、相电压或同步不精确而无法

判断是否有零序电流的情况下，通过本发明方法可以快速判断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可以

为电网节约成本，不需要价格高昂、测量准确度非常高、体积庞大、重量重的仪器设备来检

测线路中的零序电流；双重判断依据，使得判断结果更准确。通过零序电流测量来进行单相

接地故障判断的同时，利用单相电压的数据突变作为辅助判据，可以大幅度提高单相接地

故障定位检测的准确度，使抢修人员快速定位故障点；系统具有实时置零功能。如果通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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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据判断出无故障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将计算的零序电流实时置零，这样可以提高下一

次系统判断线路零序电流的准确性，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因为外界和传感器自身干扰带来的

误报警。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中的传感器

和数据后台计算系统的通信关系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13]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4] 无

[0015]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阐述，参照附图。应理解，这些实施例

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

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

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17] 请参见图1-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

障检测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采集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

[0019] S2，对上述三相线路的电流和电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三相线路电流和电压的矢

量值并计算出该三相线路的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0020] S3，将所述三相线路的电压与一单相电压阀值比较来判断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发

生；以及

[0021] S4，根据所述三相线路故障点位置前后的实时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的相位关系来

判定故障发生的位置。

[0022] 步骤S1中，所述三相线路是指三相交流电接出来的线路，三相交流电是电能的一

种输送形式，简称为三相电。三相交流电源，是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

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可以采用A、B、C来表示三相交流电的三个相，称为A相、B相、C

相。本发明的方法适用于现有技术中的中性点非接地系统的三相线路。

[0023] 在步骤S1中，可以在配网三相线路的A相线路、B相线路、C相线路上分别设置有多

个传感器，来测量上述三相线路不同位置各个相的电流和电压信号。测得的电流和电压信

号可以同步传送到数据后台计算系统。可以理解上述传感器包括现有技术中的各种传感

器，同步传输数据的方式也不限，可以是有线或者无线的形式传输。本实施例中，所述传感

器在测量到三相线路的各相的电流和电压信号后，并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供后续

处理使用。这时由于传感器本身测试精确度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误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

以通过后面的步骤修正误差。

[0024] 步骤S2中，数据后台计算系统已经通过步骤S1获得了三相线路各相(A、B、C)的电

压和电流数据。对三相线路的电流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后，获得三相电流的矢量值，利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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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并根据三相电流平衡系数通过计算得出所述三相线路当前的实

时零序电流的有效值 和相位 ， 为三相电流矢量的实部， 为三相电流矢

量的虚部， 为三相电流平衡系数，若三相电流矢量和为0，则没有零序电流产生。对

所述三相线路的电压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后，获得三相电压的矢量值，利用公式

计算出所述三相线路当前的实时零序电压的有效值 和相位 ，

为三相电压矢量的实部， 为三相电压矢量的虚部，将计算后的数据存储作为后续

判定依据。若该步骤中的没有零序电流产生，则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系统会自动将计算

的零序电流实时矫正置零。

[0025] 步骤S2中，在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的情况下，三相电流平衡，计算出三相电流的

平衡系数 ，根据平衡系数矫正三相电流平衡时的零序电流，防止外界和自身干扰产

生零序电流造成误报警。计算方法为：令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则得到公式

， 为三相电流矢量的实部， 为三相电流矢量的虚

部， 为平衡系数，以A相为平衡基准，则 =1，公式变为 ，通过

矩阵 ，根据实时采集到的三相电流数据，计算得出平衡系数 ，根

据平衡系数矫正三相电流平衡时的零序电流，防止外界和自身干扰产生零序电流造成误报

警。

[0026] 步骤S3中，数据后台计算系统里标定被认为是单相接地故障发生的单相电压阀值

VF，此阀值VF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网系统进行动态设置。本实施例中，该单相电压阀值VF=0.5

×VX，VX为当前配网系统的单相线路电压。如果步骤S2的结果得出产生了零序电流，也可能

是由于测量仪器误差引起的。这时就需将步骤2中测试的三相线路中的每相电压值该单相

电压阀值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单相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则所述数据后台计

算系统认为没有单项接地故障发生；如果出现了单相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

则所述数据后台计算系统认为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而电压数据低于设定的单相电压阀值

的相则被认为是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的相。

[0027] 步骤S4中，数据后台计算系统根据故障位置前后，所测量的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的相位关系来确定故障点的位置，故障点前，也就是非故障线路上的零序电流相位 超前

零序电压相位 90°，故障点后，也就是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相位 滞后零序电压相位

90°。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零序电流测量的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检测方法可

以在现有一般测量仪器测试动态相电流、相电压或同步不精确而无法判断是否有零序电流

的情况下，通过本发明方法可以快速判断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该方法节约成本，不需要价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6443292 B

6



格高昂、测量准确度非常高、体积庞大、重量重的仪器设备来检测线路中的零序电流。双重

判断依据，使得判断结果更准确。通过零序电流测量来进行单相接地故障判断的同时，利用

单相电压的数据突变作为辅助判据，该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单相接地故障定位检测的准确

度，使抢修人员快速定位故障点。该方法具有实时置零功能，如果通过双重依据判断出无故

障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将计算的零序电流实时置零，这样可以提高下一次系统判断线路零

序电流的准确性，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因为外界和传感器自身干扰带来的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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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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