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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

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包括：在第一时间和

第二时间分别将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

上任一相线路与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分别测量

第一时间、第二时间对应的待评估变电站经测试

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入的总进站电流，待评估变电

站其他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出的总出站电流和待

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计算第一时间

下的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和在第二时间下的接

地网再次分流系数；判断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相

对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的变化率是否小于预设

变化率阈值；如果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

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满足接地要求。本申

请提供的评估方法简单、容易实现，不需测量接

地电阻，可靠性高。

[转续页]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106950456 B

2019.07.26

CN
 1
06
95
04
56
 B



(72)发明人 丁薇　申元　何金良　黄曹炜　

(56)对比文件

刘义隅.大型地网接地阻抗测量误差影响因

素分析.《云南电力技术》.2016,第44卷(第2期),

全文.

蒙泳昌.含电缆出线变电站内短路电流分流

系数仿真分析.《陕西电力》.2016,全文.

Yutang Ma.Research on lightning 

performance of insulated ground wire in 

500kV extra 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ghtning Protection (ICLP)》.2014,全文.

Bo Zhang.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f Division Factors of Fault 

Current and Measuring Current Due to 

Ground Wires of Transmission Lines.《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2015,全文.

Jinliang He.Fault Current-Division 

Factor of Substation Grounding Grid in 

Seasonal Frozen Soil.《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Delivery》.2013,全文.

马御棠.基于人工短路的配网跨步电压模拟

测试与仿真.《高压电器》.2017,全文.

张波.直流大地运行时交流系统直流电流分

布的预测方法.《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6,第26

卷(第13期),全文.

2/2 页

2

[接上页]

CN 106950456 B



1.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第一时间T1和第二时间T2分别将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上任一相线路与所述

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

分别测量所述第一时间T1、第二时间T2对应的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经所述测试杆塔的架

空地线流入的总进站电流Iw11、Iw12，所述待评估变电站其他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出的总出站

电流Iw21、Iw22和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1、IN2；

根据 得到所述待评估变电站在所述第一时间T1下的接地网初次分

流系数k1，根据 得到所述待评估变电站在所述第二时间T2下的接地网

再次分流系数k2；

判断所述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相对所述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的变化率是否小于预

设变化率阈值；

如果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满足接地要求；

如果大于或等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不满足接地

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预设阈值变化率p0的大小包括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测试杆塔为距离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最近的一个杆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时间T1为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正式投入使用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时间T2为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后的任意评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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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高压电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

能评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站接地网是埋在地下一定深度的多个金属接地极、以及用于连接接地极与电

气设备接地部分的导线组成的网状结构接地装置。变电站接地网不仅为各种电气设备提供

一个公共的信号参考地，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迅速排泄故障电流并降低地电

位的升高，因而变电站接地网接地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电力系统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

各种电气设备的安全及正常运行。近年来，由于我国用电需求高速增长，电力系统规模和容

量迅速扩大，接地短路电流越来越大，从而对变电站接地网的安全、可靠性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0003] 目前，评估变电站接地网性能的方法主要是测量变电站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是

指当有电流由接地网流入土壤时，土壤中呈现的电阻。对接地电阻的测量普遍采用的测量

方法是三极法。测量步骤为：首先，在接地装置一定距离处设置一个电流辅助极与接地装置

形成电流回路；然后，在接地装置一定距离处设置一个电压辅助极作为测量接地装置电压

的零电位参考点；最后，通过向接地装置注入电流，测量接地装置的电压与电流，根据二者

比值确定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0004] 然而，由于电流辅助极与接地装置越近导致注入电流生成的电场畸变越大，电压

辅助极与接地装置越近导致零电位参考点越不准确，因此，为提高接地电阻测量准确率，电

压辅助极和电流辅助极需要设置在离接地装置较远处，导致测量需铺设长达数百米甚至数

公里的电压辅助极引线和电流辅助极引线，准备工作量大；同时，利用三级法进行测量时，

还需对接地装置、电压辅助极和电流辅助极组成的测量区域的土壤结构及土壤电阻率进行

测量，进而评估接地电阻，以减少误差，测量工作量很大。另外，由于大电流试验装置成本特

别贵，体积大，基本不具备现场实施的条件，因此，利用三级法进行测量时向接地装置注入

的电流往往是一个较小的电流，该电流远小于实际短路故障的入地电流，无法真正发现接

地网出现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以解决变电

站接地网性能评估复杂、可靠性低的问题。

[0006]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该方法包

括：

[0007] 在第一时间T1和第二时间T2分别将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上任一相线路与

所述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

[0008] 分别测量所述第一时间T1、第二时间T2对应的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经所述测试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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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空地线流入的总进站电流Iw11、Iw12，所述待评估变电站其他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出的总

出站电流Iw21、Iw22和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1、IN2；

[0009] 根据 得到所述待评估变电站在所述第一时间T1下的接地网初

次分流系数k1和在所述第二时间T2下的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

[0010] 判断所述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相对所述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的变化率是否小

于预设变化率阈值；

[0011] 如果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满足接地要

求；如果大于或等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不满足接地

要求。

[0012] 优选地，所述预设阈值变化率p0的大小包括20％。

[0013] 优选地，所述测试杆塔为距离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最近的一个杆塔。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一时间T1为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正式投入使用前。

[0015] 优选地，所述第二时间T2为所述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后的任意评估时间。

[0016] 本申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的有益效果包括：

[0017] 本申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通过将待评估变

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上一相线路与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实现模拟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故

障，通过测量待评估变电站的总进站电流、总出站电流和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

流，计算得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通过再次模拟短路故障及相关测量计

算，得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通过对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和接地网再次

分流系数进行对比计算，可获得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故障电流分流能力变化情况，从而实

现对待评估变电站接地网的性能评估；评估过程不需测量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电阻，从而

避免了现有技术中测量接地电阻准备工作复杂、测量工作量很大的问题，本申请提供的基

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评估方法简单、容易实现。进一步的，本申

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由于模拟的是短路故障，因此，

待评估变电站的总进站电流、总出站电流和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大小与实际

短路故障的相关电流大小相接近，对待评估变电站性能评估的可靠性高。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

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系统

的结构示意图；

[0021] 符号表示为：

[0022] 1-变压器，2-变电站接地网，3-A相线，4-B相线，5-C相线，6-测试杆塔架空地线，7-

其他杆塔架空地线，8-测试杆塔，9-龙门架，10-短接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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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见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

估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

性能评估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S110：在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分别将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上任一相

线路与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

[0025] 具体的，第一时间优选为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前。在待评估变电站建成投入使

用前对待评估变电站进行带电测试时，在待评估变电站外进线进行人工短路实验，即选择

属于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杆塔作为测试杆塔，将测试杆塔上三相线路的其中一相线路与与

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模拟单线对地短路故障。人工短路试验进行后，测试杆塔上将产生短

路电流，短路电流的一部分通过测试杆塔接地电阻入地，另一部分流入测试杆塔的架空地

线，并通过测试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入待评估变电站，流入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电流记为

Iw11。

[0026] 第二时间优选为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一段

时间后，其接地网的接地性能可能出现下降，影响待评估变电站的安全运行以及变电站工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在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重新在待评估变电站外进

线进行人工短路实验，以实现与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前的接地网性能评估进行对比，获

取待评估变电站在投入使用后与投入使用前的接地网性能变化。第二时间进行人工短路实

验的方法与第一时间进行人工短路实验的方法相同，在此不再赘述。第二时间进行人工短

路实验后流入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电流记为Iw12。

[0027] 当然，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也可分别选择其他时间，如第一时间还可选为待评估

变电站投入使用1年后，第二时间可选择待评估变电站投入使用3年后等等。

[0028] 进一步的，本申请实施例中，为提高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进行的待评估变电站接

地网性能变化对比的可靠性，优先选择待评估变电站外同一个杆塔作为测试杆塔，且优先

选择测试杆塔上的同一相线与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而相线的选择可根据三相线的排列情

况确定，如三相线为水平排列，可选择任意一条相线进行短接，如三相线为垂直排列，可选

择距离地面最近的相线进行短接，两次短接位置也优选为相同位置。

[0029] 步骤S120：分别测量第一时间、第二时间对应的待评估变电站经测试杆塔的架空

地线流入的总进站电流Iw11、Iw12，待评估变电站其他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出的总出站电流

Iw21、Iw22和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1、IN2。

[0030] 具体的，第一时间对应的待评估变电站经测试杆塔的架空地线流入的总进站电流

即为流入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电流Iw11。流入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电流Iw11的第一一部分经

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流入大地，这一部分电流记为接地网入地电流Ig1；第二部分则流向

待评估变电站其他杆塔上的架空地线，这一部分电流记为总出站电流Iw21；第三部分则流向

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经变压器的中性点流入大地，这一部分电流记为IN1。由上述短路电

流Iw11的流向可见，接地网入地电流Ig11的计算公式为Ig1＝Iw11-Iw21-IN1。

[0031] 利用电流探头分别测量总进站电流Iw11、总出站电流Iw21和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1，

并进一步计算出接地网入地电流Ig1。

[0032] 第二时间对应的总进站电流Iw12、总出站电流Iw22和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2的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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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第一时间测量总进站电流Iw11、总出站电流Iw21和变压器中性点电流IN1的方法相同，计

算对应的接地网入地电流Ig2的方法与计算第一时间对应的接地网入地电流Ig1的方法相

同。

[0033] 步骤S130：根据 得到待评估变电站在第一时间下的接地网初次

分流系数k1和在第二时间下的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

[0034] 具体的，接地网分流系数k(包括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和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

即为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对于短路电流的分流占比，由步骤S120分析的短路电流流向可

推出 ，待评估变电 站在第一时间下的 接地网 初次分流系数 k 1 的 计算公式为

待评估变电站在第二时间下的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的计算公

式为

[0035] 步骤S140：判断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相对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的变化率是否

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

[0036] 具体的，根据步骤S130的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和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的计算

过程可知，接地网分流系数k反应了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对于短路电流的分流占比，因

此，接地网分流系数k的变化(本申请实施例中指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和接地网再次分流

系数k2的变化)可代表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对于短路电流的分流能力的变化，从而可作

为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评估的重要指标。

[0037] 将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k2相对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k1的变化率记为待评估变电站

的接地网性能变化率p1，p1的计算公式为：

[0038] 设置一个待评估变电站的预设变化率阈值p0。预设变化率阈值p0根据接地网接地

要求进行设置，本申请实施例中，优选预设阈值变化率p0的大小为20％。在第一时间和第二

时间对待评估变电站进行人工短路试验和相关测量计算后，计算得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

网性能变化率p1，判断p1是否小于p0。

[0039] 步骤S150：如果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满

足接地要求。

[0040] 具体的，如果接地网性能变化率p1小于预设变化率阈值p0，则表明待评估变电站的

接地网性能变化较小，从而判定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满足接地要求。

[0041] 步骤S160：如果大于或等于预设变化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

性能满足接地要求。

[0042] 具体的，如果接地网性能变化率p1大于或等于预设变化率阈值p0，则表明待评估变

电站的接地网性能变化较大，即待评估变电站在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接地网性能与在投

入使用前的接地网性能差距较大(通常为接地网性能下降幅度较大)，从而判定待评估变电

站在第二时间的接地网性能已经不能满足接地要求，需要进行检修。

[0043] 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对待评估变电站进行人工短路实验以及相关测量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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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对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性能评估。参见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变电站接

地网性能评估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

系统，包括变压器1、变电站接地网2、A相线3、B相线4、C相线5、测试杆塔8架空地线6、其他杆

塔架空地线7、测试杆塔8、龙门架9以及短接引线10。

[0044] 具体的，测试杆塔8架空地线6通过龙门架9与变电站接地网2连接，测试杆塔8上的

A相线3、B相线4和C相线5分别连接变压器1，测试杆塔8上的C相线5通过短接引线10与测试

杆塔8的塔身短接。通过电流探头C1测量测试杆塔8架空地线6上的电流Iw1，通过电流探头C2

测量其他杆塔架空地线7上的总电流Iw2，通过电流探头C3测量变压器1的变压器1中性点电

流IN。其中，其他杆塔架空地线7包括多根架空地线，对应的电流探头C2的数量为多个。

[0045] 某变电站(待评估变电站)在投入使用前，进行人工短路实验，得到总进站电流Iw11

为6.2kA，总出站电流Iw21为0.8kA，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为0.9kA，则可计算得到通过接地网入

地的电流Ig1为4.5kA，接地网初始分流系数k1为72.6％。变电站运行5年后，重新进行人工短

路试验，得到总进站电流Iw12为4.2kA，总出站电流Iw22为1.2kA，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为1.9kA，

则通过接地网入地的电流Ig2为1.1kA，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为26.2％，远小于变电站投运前

的分流系数72.6％，计算得到变电站接地网性能变化率p1为63.9％，远大于预设变化率阈

值p0，因此可判断该变电站接地网络不满足接地要求，甚至可能存在故障，需要对该变电站

进行进一步检修。

[0046] 从上述实施例可以看出，本申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

估方法，通过将待评估变电站的一个测试杆塔上一相线路与测试杆塔的塔身短接，实现模

拟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故障，通过测量待评估变电站的总进站电流、总出站电流和待评估

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计算得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初次分流系数，通过再次模

拟短路故障及相关测量计算，得到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通过对接地网初

次分流系数和接地网再次分流系数进行对比计算，可获得待评估变电站的短路故障电流分

流能力变化情况，从而实现对待评估变电站接地网的性能评估；本申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

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评估过程不需测量待评估变电站的接地电阻，从而

避免了现有技术中测量接地电阻准备工作复杂、测量工作量很大的问题，本申请提供的基

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评估方法简单、容易实现。进一步的，本申

请提供的基于人工短路实验的变电站接地网性能评估方法，由于模拟的是短路故障，因此，

待评估变电站的总进站电流、总出站电流和待评估变电站的变压器中性点电流大小与实际

短路故障的相关电流大小相接近，对待评估变电站性能评估的可靠性高。

[0047] 以上所述的本发明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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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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