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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

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及系统，包括：在发电机中

性点处增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通过20Hz注入

电源从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

压信号，保护装置通过电阻分压器检测注入的电

压信号；保护装置通过中间电流互感器检测注入

的电流信号，得到20Hz电压和20Hz电流；利用测

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计算得到接地故障

过渡电阻值；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值作为保护判据，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

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

动作。本发明不会改变发电机中性点接地方式，

且能够准确计算出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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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发电机中性点处增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6)，具体是，单相电压互感器(6)

的一次侧的一端与消弧线圈(1)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

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侧的两端接入20Hz注入电源(5)；

步骤2：通过20Hz注入电源(5)从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保

护装置(4)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分压器检测

注入的电压信号；将中间电流互感器(8)绕在电源输出线上，中间电流互感器(8)与保护装

置(4)连接，通过中间电流互感器(8)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4)，经过采

样、滤波得到20Hz电压和20Hz电流；

步骤3：保护装置(4)利用测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际

注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并计算出对地导纳，取对地

导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步骤4：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口定值分为两

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报

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Rg＝KR/Re(Y)

KR＝nPT/(nCT×nPT1)

其中：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压，

信号量 是流过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流，信

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压，R′L+jX′L是消弧线圈在20Hz下的等值阻抗折算到单

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值，R′n是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阻值折算到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

的值，KR是电阻折算系数，nPT是单相电压互感器的变比，nCT是中间电流互感器的变比，nPT1是

电阻分压器的变比，Y是定子绕组对地支路20Hz下的导纳，Rg是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3.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单相电压互感

器(6)、保护装置(4)、20Hz注入电源(5)和中间电流互感器(8)；

所述单相电压互感器(6)设置在发电机中性点处，该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一次侧的一

端与消弧线圈(1)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20Hz注入电源(5)接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侧的两端，通过20Hz注入电源

(5)从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

所述保护装置(4)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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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压器检测注入的电压信号；

所述中间电流互感器(8)绕在电源输出线上，该中间电流互感器(8)与保护装置(4)连

接，通过中间电流互感器(8)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4)；

所述保护装置(4)利用测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际注

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并计算出对地导纳，取对地导

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

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口定值分为两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

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Rg＝KR/Re(Y)

KR＝nPT/(nCT×nPT1)

其中：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压，

信号量 是流过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流，信

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压，R′L+jX′L是消弧线圈在20Hz下的等值阻抗折算到单

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值，R′n是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阻值折算到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

的值，KR是电阻折算系数，nPT是单相电压互感器的变比，nCT是中间电流互感器的变比，nPT1是

电阻分压器的变比，Y是定子绕组对地支路20Hz下的导纳，Rg是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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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型水轮发电机和电力系统主设备的继电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定子单相接地故障是大型发电机定子绕组绝缘破坏最常见的故障，对发电机的危

害主要表现为定子铁心的烧伤和接地故障扩大为相间或匝间短路，因此发电机保护A屏/B

屏分别配置不同原理的定子接地保护(双频式和注入式)已成为趋势。

[0003] 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在发电机中性点经配电变高阻接地方式下已广泛应用(参见

图1)，但其在大型水轮发电机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下(参见图2)却应用较少。相比于

大型汽轮发电机，大型水轮发电机的转速较低，对应的极对数较多，从而使得定子槽数较

多，导致定子绕组每相对地电容较大，因此发生定子单相接地故障时的电容电流较大。由于

电容电流较大，采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可以减小单相接地故障电流。为了补偿电

容电流，消弧线圈的电感值较小，导致其在20Hz下的感抗较小，从而导致注入式定子接地保

护应用时电源装置向发电机中性点注入的20Hz信号较小，给信号的测量带来困难，最终导

致保护应用效果不理想。

[0004] 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新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及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及系统，在

应用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时不会改变发电机中性点接地方式，且能有效提高注入的20Hz信

号的大小，能准确计算出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所述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步骤1：在发电机中性点处增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具体是，单相电压互感器的

一次侧的一端与消弧线圈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在单相电

压互感器的二次侧的两端接入20Hz注入电源；

[0008] 步骤2：通过20Hz注入电源从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保护

装置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分压器检测注入的电

压信号；将中间电流互感器绕在电源输出线上，中间电流互感器与保护装置连接，通过中间

电流互感器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经过采样、滤波得到20Hz电压和20Hz

电流；

[0009] 步骤3：保护装置利用测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际

注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并计算出对地导纳，取对地

导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0010] 步骤4：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口定值分为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2234579 A

4



两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

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0011] 进一步，所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0017]

[0018] 其中：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

电压，信号量 是流过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

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压，R′L+jX′L是消弧线圈在20Hz下的等值阻抗折算

到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值，R′n是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阻值折算到单相电压互感器二

次侧的值，KR是电阻折算系数，nPT是单相电压互感器的变比，nCT是中间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nPT1是电阻分压器的变比，Y是定子绕组对地支路20Hz下的导纳，Rg是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0019] 第二方面，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系统，包括

单相电压互感器、保护装置、20Hz注入电源和中间电流互感器；

[0020] 所述单相电压互感器设置在发电机中性点处，该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的一端

与消弧线圈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

[0021] 所述20Hz注入电源接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的两端，通过20Hz注入电源从

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

[0022] 所述保护装置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分

压器检测注入的电压信号。

[0023] 所述中间电流互感器绕在电源输出线上，该中间电流互感器与保护装置连接，通

过中间电流互感器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

[0024] 所述保护装置利用测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际注

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并计算出对地导纳，取对地导

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

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口定值分为两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

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6] (1)在应用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时不会改变发电机中性点接地方式；

[0027] (2)保护方案易于实施；

[0028] (3)能够有效提高注入的20Hz信号的大小，改善信号测量条件，能够准确计算出接

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0029] (4)阻抗补偿算法步骤少，计算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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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现有大型水轮发电机配电变高阻接地方式下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的实现方

案示意图；

[0031] 图2为现有大型水轮发电机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实施例中大型水轮发电机消弧线圈接地方式下从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端

口注入信号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实施例中大型水轮发电机消弧线圈接地方式下从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端

口注入信号的20Hz等值电路图；

[0034] 图中：1、消弧线圈，2、仪表线圈，3、电阻，4、保护装置，5、20Hz注入电源，6、单相电

压互感器，7、隔离开关，8、中间电流互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进行清楚描述。

[0036]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37] 步骤1：在发电机中性点处增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6，具体是，单相电压互感器6

的一次侧的一端与消弧线圈1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在单

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侧的两端接入20Hz注入电源5。

[0038] 步骤2：通过20Hz注入电源5从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保

护装置4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分压器检测注入

的电压信号(参见图3)；将中间电流互感器8绕在电源输出线上，中间电流互感器8与保护装

置4连接，通过中间电流互感器8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4(参见图3)，经过

采样、滤波得到20Hz电压和20Hz电流。

[0039] 步骤3：保护装置4利用测量到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

际注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20Hz电压和20Hz电流(参见图4)，并计算出对地

导纳，取对地导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0041]

[0042]

[0043]

[0044]

[0045] Rg＝KR/Re(Y)                    (5)

[0046] KR＝nPT/(nCT×nPT1)                   (6)

[0047] 其中：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保护装置测量到的20Hz

电压，信号量 是流过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20Hz电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

流，信号量 是经过阻抗补偿后的20Hz电压。阻抗补偿参数中，R′L+jX′L是消弧线圈在20Hz

下的等值阻抗折算到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值，R′n是消弧线圈串接电阻的阻值折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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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值，KR是电阻折算系数，nPT是单相电压互感器的变比，nCT是中间电

流互感器的变比，nPT1是电阻分压器的变比，补偿参数的值预先通过现场的测量实验得到。Y

是定子绕组对地支路20Hz下的导纳，Rg是接地故障过渡电阻。

[0048] 步骤4：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口定值分为

两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定值时，执行

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0049]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消弧线圈1是可以改变电感值的电抗器，其结构特点是具

有一个用于测量基波零序电压的辅助绕组(即仪表线圈2)。消弧线圈1上串接有电阻3(即电

阻Rn)。单相电压互感器6与消弧线圈1之间的连接点与隔离开关7的一端连接。

[0050] 以下以一台某水电站的发电机为例对本实施例所述方法进行说明，该发电机的基

本参数如表1所示。

[0051] 表1某水电站发电机参数

[0052]

[0053] 在发电机中性点处增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6，其变比为18kV/866V，20Hz注入电

源5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绕组两端，保护装置4的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

的二次绕组两端，中间电流互感器8绕在电源输出线上。电阻分压器测量到的电压信号和中

间电流互感器8测量到的电流信号分别送入保护装置4的相应端口，其中电阻分压器变比为

1/5、中间电流互感器8变比为100A/1A。

[0054] 模拟定子单相接地故障，用保护装置4进行实测，其结果如表2所示：

[0055] 表2模拟结果

[0056]

[0057] 结果表明，在发电机中性点增设单相电压互感器6，采用从单相电压互感器6二次

注入20Hz电压信号的方式和相应的保护算法，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从

而实现了消弧线圈1接地方式下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的应用。

[0058] 本实施例中，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系统，包括单相电压互

感器6、保护装置4、20Hz注入电源5和中间电流互感器8。所述单相电压互感器6设置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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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性点处，该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一次侧的一端与消弧线圈1的抽头连接，单相电压互感

器6的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地。所述20Hz注入电源5接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侧的两端，

通过20Hz注入电源5从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端口注入20Hz电压信号。所述保护装置4的

电阻分压器接在单相电压互感器6的二次绕组的两端，通过电阻分压器检测注入的电压信

号。所述中间电流互感器8绕在电源输出线上，该中间电流互感器8与保护装置4连接，通过

中间电流互感器8检测注入的电流信号并输入给保护装置4。所述保护装置4利用测量到的

20Hz电压和20Hz电流进行阻抗补偿计算，得到实际注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支路两端的

20Hz电压和20Hz电流，并计算出对地导纳，取对地导纳实部的倒数，再乘上电阻折算系数，

得到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利用计算得到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作为保护判据，将保护出

口定值分为两段，分别为高段定值和低段定值，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高段

定值时，执行报警动作，当计算出的接地故障过渡电阻值低于低段定值时，执行跳闸动作。

[0059] 以上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

按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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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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