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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

线准确率的方法。它解决了目前利用故障稳态量

的稳态选线方法电气故障量小导致选线准确率

低的问题，具有在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

故障后，使故障电流稳态分量在母线分段断路器

闭合时明显增大，从而提高基于故障稳态量的选

线和定位保护的灵敏度，达到可靠选线和定位目

的，其结构为：它包括被保护配电系统的母线，所

述母线为单母线分段制，母线分段开关采用断路

器，断路器与测控装置连接，测控装置与电压互

感器连接，电压互感器则与母线连接；测控装置

检测小电流接地系统是否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并

通过断路器控制两段母线的连接对接地电流进

行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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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它包括被保护配电系统的母线，所述

母线为单母线分段制，母线分段开关采用断路器，上述断路器与测控装置连接，测控装置与

电压互感器连接，电压互感器则与母线连接；测控装置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是否发生单相

接地故障，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

制其闭合；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制其先断开，再控制其闭

合；其目的是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在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投入故障系统，增大

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之

间故障电流的差距，提高选线的准确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测控装置由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人

机对话模块和CPU组成，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三相电压和零序电压来判断系统是否发生

单相接地故障，从而控制上述断路器动作；其中，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由电压变送

器、RC低通滤波、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预处理电路和A/D转换电路构成；断路器状态检测模

块由断路器辅助触点和检测电路构成；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由继电器驱动电路和控制继电

器构成；人机对话模块由按键和液晶显示模块构成；CPU由STC12C5A60S2单片机构成，主要

实现根据三相电压和零序电压判断是否发生单相接接地故障、存储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采

集的故障前上述断路器的状态、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对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发出上述断路

器分、合的指令、选择故障线路、人机对话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其特征是：它的

方法为，

(1)小电流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上述断路器根据运行方式的需要处于断开或闭合状

态，测控装置实时监测系统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和上述断路器状态，并判断系统是否发生单

相接地故障；

(2)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重复步骤(1)；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上述断

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选线结束后，

控制上述断路器断开；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先控制其断开，

再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

(3)继续监测母线电压和系统零序电压，并判断单相接地故障是否解除；

(4)若故障未解除，继续进行步骤(3)的操作；

(5)若故障已解除，返回到步骤(1)重新进行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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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力系统中接地故障检测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

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中，中性点常用的接地方式主要有：中性点不接地方式、中性点经消弧线

圈接地方式和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前两种接地方式为小电流接地方式。

[0003] 我国6-35kV的配电网主要采用小电流接地方式，在小电流接地系统故障中，单相

接地故障发生的几率最高，据统计配网中80%以上的故障均为单相接地故障。当单相接地故

障发生时，供电系统仍能保证线电压对称，因其没有形成故障回路，电流很小，不影响对负

荷的连续供电，按照规程规定可以继续带故障运行1-2h。但随着电网越来越复杂，线路越来

越多，如果不能及时排除故障而持续较长时间带故障运行，则容易使故障恶化扩大，造成更

严重的短路故障，从而引起系统跳闸，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会引起整个电网的过电压，对

设备不利，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虽然短时间内不影响

对用户的供电，但也必须尽快找到故障线路，以防止故障给电网带来的不利影响。

[0004] 目前，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选线技术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基于故障

稳态量的稳态选线方法；二是基于故障暂态量的暂态选线方法；三是基于外加诊断信号的

选线方法；四是基于现代信息融合技术的选线方法。对于前两种选线方法的技术缺陷为：基

于故障稳态量的稳态选线方法，存在稳态电气故障量偏小，容易造成选线失败现象；基于故

障暂态量的暂态选线方法，存在暂态电气故障量存在时间短不易采集等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目前基于故障稳态量的稳态选线方法电气故障量小

导致选线准确率低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该方法在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母线分段断路器（本文所述断路器均指母

线分段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将其闭合；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

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先将其断开，再将其闭合。其目的是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在系

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投入故障系统，增大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线路的故障电

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之间故障电流的差距，提高选线的准确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它包括被保护配电系统的母线，所

述母线为单母线分段制，母线分段开关采用断路器，上述断路器与测控装置连接，测控装置

与电压互感器连接，电压互感器则与母线连接；测控装置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是否发生单

相接地故障，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

控制其闭合；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制其先断开，再控制其

闭合；其目的是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在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投入故障系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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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

之间故障电流的差距，提高选线的准确率。

[0008] 所述测控装置由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断路器开关

驱动模块、人机对话模块和CPU组成，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三相电压和零序电压来判断系

统是否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从而控制上述断路器动作；其中，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

由电压变送器、RC低通滤波、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预处理电路和A/D转换电路构成；断路器

状态检测模块由断路器辅助触点和检测电路构成；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由继电器驱动电路

和控制继电器构成；人机对话模块由按键和液晶显示模块构成；CPU由STC12C5A60S2单片机

构成，主要实现根据三相电压和零序电压判断是否发生单相接接地故障、存储断路器状态

检测模块采集的故障前上述断路器的状态、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对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发

出上述断路器分、合的指令、选择故障线路、人机对话功能。

[0009] 一种提高小电流接地故障选线准确率的方法，它的方法为，

[0010] (1)小电流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上述断路器根据运行方式的需要处于断开或闭

合状态，测控装置实时监测系统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和上述断路器状态，并判断系统是否发

生单相接地故障；

[0011] (2)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重复步骤(1)；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上

述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选线结束

后，控制上述断路器断开；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先控制其断

开，再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

[0012] (3)继续监测母线电压和系统零序电压，并判断单相接地故障是否解除；

[0013] (4)若故障未解除，继续进行步骤(3)的操作；

[0014] (5)若故障已解除，返回到步骤(1)重新进行上述操作。

[0015]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对于运行的小电流接地系统，由测控装置实时监测系统的

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和上述断路器的状态，并实时判断系统是否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系统正

常运行时，上述断路器根据运行方式的需要断开或闭合工作。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若故

障前上述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将其闭合；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

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先将其断开，再将其闭合。其目的是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在系

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投入故障系统，增大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线路的故障电

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之间故障电流的差距，提高选线的准确率。选线结

束后，将上述断路器恢复到原工作要求的状态，不会对系统的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在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通过上

述断路器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投入故障系统，增大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

线路的故障电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之间故障电流的差距，使基于故障

稳态量的稳态选线和定位保护更加准确。(2)提高了基于故障稳态量的稳态选线和定位保

护的抗过渡电阻能力，由于本发明增加了故障零序电流，加强了故障点的故障程度，相应的

提高了抗过渡电阻能力。

[0017] 总之，该发明能有效的提高基于故障稳态量的稳态选线和定位保护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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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测控装置功能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0021] 其中，1、母线，2、母线分段断路器，3、测控装置，4、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

5、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6、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7、人机对话模块，8、CPU，9、电压互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中，在受保护的小电流接地系统母线1的每一相上连接母线分段断路器2。测控

装置3用于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是否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从而控制上述断路器2动作，如图2

所示。测控装置3由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4、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5、断路器开关驱动

模块6、人机对话模块7和CPU  8构成，用于实时监测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三相电压、零序电压

和上述断路器2的状态并判断系统是否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从而控制上述断路器2动作；其

中，三相电压、零序电压采集模块4由电压变送器、RC低通滤波、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预处理

电路和A/D转换电路构成；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5由断路器辅助触点和检测电路构成；断路

器开关驱动模块6由继电器驱动电路和控制继电器构成；人机对话模块7由按键和液晶显示

模块构成；CPU  8由STC12C5A60S2单片机构成，主要实现根据三相电压和零序电压判断是否

发生单相接接地故障、存储断路器状态检测模块5采集的故障前上述断路器2的状态、单相

接地故障发生时对断路器开关驱动模块6发出上述断路器2分、合的指令、选择故障线路、人

机对话功能。测控装置3还与电压互感器9连接，电压互感器9的一端与母线1连接。

[0023] 本发明的方法如图3所示：

[0024] (1)小电流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上述断路器根据运行方式的需要处于断开或闭

合状态，测控装置实时监测系统三相电压、零序电压和上述断路器状态，并判断系统是否发

生单相接地故障；

[0025] (2)没有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重复步骤(1)；当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若故障前上

述断路器为断开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选线结束

后，控制上述断路器断开；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先控制其断

开，再控制其闭合，然后进行故障线路的选择；

[0026] (3)继续监测母线电压和系统零序电压，并判断单相接地故障是否解除；

[0027] (4)若故障未解除，继续进行步骤(3)的操作；

[0028] (5)若故障已解除，返回到步骤(1)重新进行上述操作。

[0029] 图1中，假设线路Ⅱ的C相发生单相接地故障，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2为断开状态，

故障后由测控装置3将其闭合；若故障前上述断路器2为闭合状态，故障后由测控装置3先将

其断开，再将其闭合；其目的是把另一条母线所连接的线路Ⅲ和线路Ⅳ在故障发生时投入

故障系统，故障线路零序电流为线路I、线路Ⅲ和线路Ⅳ产生的零序电流之和。可见，该方法

在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把另一段母线所连接的线路在上述断路器2闭合

时投入故障系统，增大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而非故障线路的故障电流不变，从而拉大故障

线路与非故障线路之间故障电流的差距，能够提高利用故障稳态量的稳态选线和定位保护

的判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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