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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

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即对电弧燃烧状态

进行检测，捕捉电弧重燃时刻并在电弧重燃初期

立刻注入扰动信号，使间歇性电弧转为稳定电

弧，从而在故障相成功注入扰动信号，此时通过

故障指示器的指示情况可以辨别故障线路与非

故障线路，同时确定故障区域。该方法与随机注

入扰动信号相比有如下优点：避免了在电弧熄灭

期间注入扰动信号的无效性，同时避免了电弧熄

灭期间注入扰动信号导致故障相电压升高造成

电弧重燃，不会额外加重系统过电压负担；在电

弧燃烧期间注入扰动信号，故障电流的增大有利

于促使间歇性电弧向稳定电弧转化，减小间歇性

电弧的危害同时提高故障定位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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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步骤包括：

采集变电站母线上的相电压数据，判断是否存在单相接地故障；

检测到存在单相接地故障并确定故障相之后，通过间歇性电弧辨识方法判定是否为间

歇性电弧接地；

若判定为是时，通过故障相电压特征捕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在故障相母线电压

下一次突变时刻注入扰动信号，若判定为否时，直接注入扰动信号；

故障相电流在扰动信号注入期间内增大，以此确定故障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间歇性电弧辨识方法步骤包括：利用小波变换分

解故障相母线电压，根据采样频率选择小波分解的尺度，记录设定时间间隔内故障相电压

突变次数，当突变次数大于设定值时，判定为间歇性电弧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捕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的方法是根

据利用DB6小波变换对故障相电压信号做6层分解，通过第3层的高频系数d3判断电弧燃烧

时造成的电压突变，d3系数突增，d3系数突破门槛值的时刻就是电弧重燃时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母线上并联有接地信号源装置，接地信号源装置

包括三组依次串联接地的开关器件、电阻器，改变非故障相的并联电阻以增大故障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注入扰动信号的方法是控制接地信号源装

置，通过选定相的母线上的开关器件使电阻器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开关器件为快速电力电子开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故障区域的步骤还包括结合线路

拓扑结构以及故障指示器的指示情况实现故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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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故障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歇性电

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6～35kV中压配电网多采用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在系统运行过程发生的

故障中，单相接地故障发生的比例最高。由于配电网结构复杂且单相接地故障产生的故障

电流较小，给故障定位造成一定的困难。目前针对配电网单相接地情况下的故障定位，已经

提出许多理论方法，同时许多装置已投入现场运行。

[0003] 目前提出的故障定位方法主要有利用故障信号定位以及通过注入信号定位两大

类。当系统发生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时，短时间内重复出现燃弧与熄弧过程，该过程的不确

定性使注入信号的最佳时机难以确定，而反复熄灭、重燃过程产生的复杂暂态信号给故障

信号定位带来严重的干扰。公开号为CN106324430A的专利提出了一种并联电阻扰动信号的

故障定位装置，即故障发生后在母线处交替在非故障相并联电阻作为扰动信号，故障点上

游检测点可检测到相应的扰动信号。文献1(齐郑,庄舒仪,刘自发,姚志璋,张羽翘.基于并

联电阻扰动信号的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分析[J]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8 ,42(09):195-

200.DOI:10.7500/AEPS20170817005.)提出了对该装置的改进方法，提出结合中性点的接

地情况，仅向故障相的超前相或滞后相注入扰动信号，但仍主要利用单相接地后的稳态信

号。在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情况下，若并联电阻的时刻是电弧暂时熄灭的间隙，则无法在故

障线路注入扰动信号，故障定位失效。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

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实现对故障区域的辨别定位。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法，步骤包括：采集变电站

母线上的相电压数据，判断是否存在单相接地故障；检测到存在单相接地故障并确定故障

相之后，通过间歇性电弧辨识方法判定是否为间歇性电弧接地；若判定为是时，通过故障相

电压特征捕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在故障相母线电压下一次突变时刻注入扰动信号，

若判定为否时，直接注入扰动信号；故障相电流在扰动信号注入期间内增大，以此确定故障

区域。

[0007] 优选地，上述的间歇性电弧辨识方法步骤包括：利用小波变换分解故障相母线电

压，根据采样频率选择小波分解的尺度，记录设定时间间隔内故障相电压突变次数，当突变

次数大于设定值时，判定为间歇性电弧接地。

[0008] 优选地，上述的捕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的方法是根据利用DB6小波变换对故

障相电压信号做6层分解，通过第3层的高频系数d3判断电弧燃烧时造成的电压突变，d3系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514955 A

3



数突增，d3系数突破门槛值的时刻就是电弧重燃时刻。

[0009] 优选地，上述母线上并联有接地信号源装置，接地信号源装置包括三组依次串联

接地的开关器件、电阻器，改变非故障相的并联电阻以增大故障电流。

[0010] 优选地，上述注入扰动信号的方法是控制接地信号源装置，通过选定相的母线上

的开关器件使电阻器接地。

[0011] 优选地，上述的确定故障区域的步骤还包括结合线路拓扑结构以及故障指示器的

指示情况实现故障定位。

[0012] 优选地，上述的开关器件为快速电力电子开关。

[0013] 本方案根据基于并联电阻扰动信号的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在单相间歇性电弧接

地故障中的定位不确定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法，即对电弧燃烧状态进行检测，捕捉电

弧重燃时刻并在电弧重燃初期立刻注入扰动信号，该方法与随机注入扰动信号相比有如下

优点：

[0014] 1)避免了在电弧熄灭期间注入扰动信号的无效性，同时避免了电弧熄灭期间注入

扰动信号导致故障相电压升高造成电弧重燃，不会额外加重系统过电压负担。

[0015] 2)在电弧燃烧期间注入扰动信号，故障电流的增大有利于促使间歇性电弧向稳定

电弧转化，减小间歇性电弧的危害同时提高故障定位的有效性。

[0016] 3)使间歇性电弧转为稳定电弧，从而在故障相成功注入扰动信号，此时通过故障

指示器的指示情况可以辨别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同时确定故障区域。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故障定位方法的流程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配电网线路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间歇性燃烧电弧波形；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熄弧期间注入扰动信号的故障相电流波形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燃弧期间注入扰动信号的故障相电流波形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接地信号源装置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通过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电流接地电网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定位方

法，步骤包括：采集变电站母线的相电压数据，判断是否存在单相接地故障；检测到存在单

相接地故障并确定故障相之后，利用DB6小波分解故障相母线电压，并根据实际采样频率选

择小波分解的尺度，记录Δt时间间隔内故障相电压突变次数N；当N小于设定值Nset时，直

接注入扰动信号；当N大于设定值Nset时，判定为间歇性电弧接地，通过故障相电压特征捕

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在故障相母线电压下一次突变时刻注入扰动信号，故障相电流

在扰动信号注入期间内增大，以此确定故障区域，若定位失败，则重复在母线电压下一次突

变时刻注入扰动信号。

[0025] 上述的捕捉间歇性电弧的重燃时刻的方法是根据利用DB6小波变换对故障相电压

信号做6层分解，通过第3层的高频系数d3判断电弧燃烧时造成的电压突变，d3系数突增，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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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突破门槛值的时刻就是电弧重燃时刻。

[0026] 上述母线上并联有接地信号源装置如图6所示，接地信号源装置包括三组依次串

联接地的开关器件、电阻器，开关器件为快速电力电子开关，改变非故障相的并联电阻以增

大故障电流。

[0027] 上述注入扰动信号的方法是控制接地信号源装置，通过选定相的母线上的开关器

件使电阻器接地。

[0028] 上述的确定故障区域的步骤还包括结合线路拓扑结构以及故障指示器的指示情

况实现故障定位。

[0029] 根据如图2所示的配电网线路示意图进行仿真验证，在间歇性电弧接地的情况下，

电弧燃烧和熄灭的特性对注入扰动信号定位方法的有效性影响很大，因此需要建立准确的

间歇性电弧模型。经典电弧模型主要包括Mayr模型，Cassie模型以及基于不同假设条件的

改进Mayr模型。Cassie模型适用于模拟电弧电流过零前弧隙低电阻状态，Mayr模型适用于

模拟电弧电流过零后的弧隙高电阻状态。本文需要研究间歇性电弧在电流过零后的熄灭以

及重燃状态，采用Mayr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电弧方程如式(1)。

[0030]

[0031] 式中：gm为电弧动态电导；e为弧柱电场强度；i为弧隙电流；τm为电弧时间常数；

ploss为弧柱耗散功率，ploss也为常数。。

[0032] 采用EMTP软件中TACS模块的TACS控电阻、数值积分元件、综合数学元件等搭建

Mayr电弧模型，并将其运用于10kV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网中进行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仿真，

如图2所示，第四条出线的分支线路发生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故障相电压达到峰值时

开始燃弧，在工频电流过零时随机熄灭，经过一个或几个周期再次在相电压峰值处重燃。电

弧电压及电流仿真波形如图3所示。燃弧时间分别为0.098s，0.138s，0,218s，熄弧时间分别

为0.128s，0.183s。当在电弧熄灭时即0.19s～0.21s内注入扰动信号时，有两种可能情况，

一是注入信号期间电弧没有重燃，此时故障相电流波形如图4(a)图所示，故障相电流没有

变化，故障定位失败；二是注入信号期间故障相电压的升高使电弧提前重燃(0.197s时重

燃)，此时故障相电流波形如图4(b)所示，故障相电流出现短时增大，满足故障定位要求，但

此时电弧的重燃会加重系统过电压负担，间歇性电弧过电压最高可达相电压幅值的2.2～

2.5倍，不利于系统安全。如果捕捉电弧重燃时刻并立刻注入扰动信号(0.22s～0.25s)，此

时的故障相电流波形如图5所示，故障相电流在扰动信号注入期间内明显增大，符合故障定

位要求，且期间没有电弧重燃，不会加重系统过电压。

[0033] 本发明根据基于并联电阻扰动信号的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在单相间歇性电弧接

地故障中的定位不确定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法，即对电弧燃烧状态进行检测，捕捉电

弧重燃时刻并在电弧重燃初期立刻注入扰动信号。该方法与随机注入扰动信号相比有如下

优点：

[0034] 1)避免了在电弧熄灭期间注入扰动信号的无效性，同时避免了电弧熄灭期间注入

扰动信号导致故障相电压升高造成电弧重燃，不会额外加重系统过电压负担。

[0035] 2)在电弧燃烧期间注入扰动信号，故障电流的增大有利于促使间歇性电弧向稳定

电弧转化，减小间歇性电弧的危害同时提高故障定位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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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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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10514955 A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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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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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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