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440521.1

(22)申请日 2019.05.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4504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12

(73)专利权人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408000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

武陵大道66号

    专利权人 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陈恩之　姜曦　徐淑媛　潘宏庆　

范军　赵风轩　王志远　胡知华　

张国成　周乐　雷文均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飞思明珠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28

代理人 刘念芝

(51)Int.Cl.

H02B 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747256 U,2014.07.30

JP H0847122 A,1996.02.16

JP S59194607 A,1984.11.05

JP S59169306 A,1984.09.25

CN 202340065 U,2012.07.18

CN 208062498 U,2018.11.06

审查员 刘程

 

(54)发明名称

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压变电站改造技术领域，公开

了一种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将二号主变电的负荷移至一号主变电，先将

二号主变分段后接入双母线，再将二号主变接

电。然后对一号主变电进行断电、接入、接电的操

作，最后将负载接回。并对相关设备进行处理。本

发明实现了将原来单母线分段运行改为双母线

运行，使设备运行更加灵活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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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变电站至少包括两组主变，分别为一

号主变和二号主变，单母线有两进线一母联及两隔离开关，所述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二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一号主变；

(2)断开二号主变与单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失电并接地；

(3)断开单母线二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断开二号主变对应单母线分段的

进线断路器，并将该分段母线接地；

(4)卸除二号主变对应分段的单母线设备，增加第一分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项试验均

合格；

(5)接入二号主变设备，将二号主变接入第一分段双母线中二母上；

(6)合上二号主变与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得电；

(7)对一号主变与二号主变高低压侧核相，确定核相正常；

(8)将一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二号主变；

(9)断开一号主变与其对应单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失电并接地；

(10)断开单母线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并将该分段母线接地；

(11)卸除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单母线设备，增加第二分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项试验

均合格；

(12)用第二分段母线上所带的母联开关对此部分母线充电，接入一号主变设备，合上

一号主变与双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得电工作；

(13)将一号主变负荷接回一号主变；

(14)实现双母线环网运行，一号主变挂一母运行，二号主变挂二母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变电站还包括

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所述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的改造方式与一号主变和二号主变相同，

在步骤(14)后进行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的改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11)

中的相关设备包括：控制柜、控制柜一次电缆、控制柜二次电缆、气室中的一个或多个。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双母线的相关

设备包括四段进线断路器、母线管、隔离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段母线

相关设备和第二分段母线相关设备的拆除顺序为：控制柜二次电缆、控制柜一次电缆、控制

柜、气室。

6.根据权利要求2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4)、(11)中的主变设备拆除时，对其弱电供电进行断开。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室拆除后进

行测试，并对气室内气体进行回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包括使用

前的纯度及微水试验，以及设备耐压试验。

9.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主变设备预加工后在现场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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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变压站输入电压为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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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变电站改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的是一种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变电站在设计初期的工作要求，随着用电需求的变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

用电需求。另外，变电站的一切设备也要定时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

[0003] 高压电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由于母线在运行中，有巨大的电能通

过，短路时，承受着很大的发热和电动力效应，因此，现有的单母线变电站基本被双母线变

电站所取代，双母线供电可靠，调度灵活，扩建方便，便于设计。

[0004] 针对以上问题，现有的做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重新建变电站，另一种是对变电站

进行改造。重建变电站成本高，周期长，对资源浪费比较严重。而改造变电站，要进行停电操

作，影响生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在不

影响后续装置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母线相关设备分段停电改造，最终实现变电站双母线运

行。

[0006]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其特征是，变电站至少包括两组主变，分别为一

号主变和二号主变，单母线有两进线一母联及两隔离开关，所述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二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一号主变；

[0009] (2)断开二号主变与单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失电并接地；

[0010] (3)断开单母线二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断开二号主变对应单母线分

段的进线断路器，并将该分段母线接地；

[0011] (4)卸除二号主变对应分段的单母线设备，增加第一分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项试

验均合格；

[0012] (5)接入二号主变设备，将二号主变接入第一分段双母线中二母上；

[0013] (6)合上二号主变与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得电；

[0014] (7)对一号主变与二号主变高低压侧核相，确定核相正常；

[0015] (8)将一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二号主变；

[0016] (9)断开一号主变与其对应单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失电并接地；

[0017] (10)断开单母线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并将该分段母线接地；

[0018] (11)卸除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单母线设备，增加第二分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项

试验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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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2)用第二分段母线上所带的母联开关对此部分母线充电，接入一号主变设备，

合上一号主变与双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得电工作；

[0020] (13)将一号主变负荷接回一号主变；

[0021] (14)实现双母线环网运行，一号主变挂一母运行，二号主变挂二母运行。

[0022] 进一步，所述变电站还包括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所述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的改

造方式与一号主变和二号主变相同，在步骤(14)后进行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的改造。

[0023] 进一步，所述步骤(4)、(11)中的相关设备包括：控制柜、控制柜一次电缆、控制柜

二次电缆、气室中的一个或多个。

[0024] 进一步，所述双母线的相关设备包括四段进线断路器、母线管、隔离开关。

[0025] 进一步，所述第一分段母线相关设备和第二分段母线相关设备的拆除顺序为：控

制柜二次电缆、控制柜一次电缆、控制柜、气室。

[0026] 进一步，所述步骤(4)、(11)中的分段母线相关设备拆除时，对其弱电供电进行断

开。

[0027] 进一步，所述气室拆除后进行测试，并对气室内气体进行回收。

[0028] 进一步，所述测试包括使用前的纯度及微水试验，以及设备耐压试验。

[0029] 进一步，所述主变设备预加工后在现场配备。

[0030] 进一步，所述变压站输入电压为110KV。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2] (1)将原来单母线分段运行改为双母线运行，使设备运行更加灵活可靠；

[0033] (2)部分改造设备预制完成，提高改造效率；

[0034] (3)不影响生产，实现大部分设备不停电改造。

附图说明

[0035] 附图1是二号主变改造时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36] 附图2是二号主变改造后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37] 附图3是一号主变改造时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38] 附图4是一号主变改造后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39] 附图5是四号主变改造时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40] 附图6是四号主变改造后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41] 附图7是三号主变改造时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42] 附图8是三号主变改造后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双点划线内为断电设备；

[0043] 附图9是同频同相试验的二次控制柜定位及二次电缆连接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单母线运行变压站改造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45] 参见附图1、2，改造时，将二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一号主变；断开二号主变与单母线

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失电并接地；断开单母线二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断

开二号主变对应单母线分段的进线断路器，并将该分段母线接地；卸除单母线二号主变对

应段设备，增加第一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项试验均合格；接入二号主变设备，将二号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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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双母线中二母上；合上二号主变与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二号主变间隔设备得电；对二

号主变与一号主变高、低压侧均核相，确定核相正常；将一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二号主变。

[0046] 图中的双点划线为断电区间，在断电区间内进行作业，其它不断电区间照常工作。

[0047] 参见附图3，4，将一号主变的负荷移至二号主变；断开一号主变与其对应单母线之

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失电并接地；断开单母线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母线隔离开关，并将

该分段母线接地；卸除一号主变对应分段的单母线设备，增加第二分段双母线相关设备，各

项试验均合格；用第二分段母线上所带的母联开关对此部分母线充电，接入一号主变设备，

合上一号主变与双母线之间的断路器，使一号主变得电工作；

[0048] 同样，参照附图5、6以及参照附图7、8，三号主变和四号主变的改造过程与一号二

号主变情况类似，断电区间分别位于三号和四号主变相对应位置。

[0049] 当四个主变都改造完成后，将将第二母线接入电网与变电站。

[0050] 下面通过具体改造过程的说明，对本发明的内容做详细阐述。

[0051] 第一次停电及施工：

[0052] 总降10kV的一号主变母联断路器合上，二号主变的进线断路器分开。

[0053] (a)二号主变的对应间隔停电并接地；

[0054] (b)一号主变间隔断路器分、两个隔离开关分别分和合；

[0055] (c)控制柜操作交直流电源断开；

[0056] (d)回收需拆除部分及相邻气室；

[0057] (e)伸缩节部分开始拆除需拆除母线部分；

[0058] (f)拆除二次连接电缆、GIS间隔到控制柜部分电缆、拆除柜间连线部分；(g)根据

图纸进行母线改造及连接，并进行同频同相试验，二次控制柜定位及二次电缆连接；本步骤

中，试验原理请见图9，本GIS交流耐压试验拟采用同频同相变频串联谐振装置加压，采用

220kV交流分压器在被试端直接测量(防止容升现象)。图9中，Ts：中间变压器；XL：可调补偿

电抗器；R：保护电阻；C1、C2电容分压器；CX：被试品；PT：I母或II母母线电压互感器。交流耐

压试验程序和结果判断。

[0059] (1)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试验电压由主变套管导入。(分相进行，以A相为例，试验设

备摆放在GIS开关室旁的公路上，未试验相接地)。

[0060] 试验时由0起升压至 即73kV耐压5分钟，再将试验电压升压至Um即

126kV停留3分钟，最后再升至试验电压184kV停留1分钟为防止在试验过程中出现被试品击

穿现象导致故障扩大而造成运行母线接地的风险，故需甲方拟定应急方案。加压前施工单

位二次工作人员从运行母线PT的二次侧取一个电压信号供试验使用，试验设备先空升至50

～63KV，用一次核相器在2#主变和试验设备侧进行核相，确保抽取的二次电压相位与加压

侧一致。试验过程中严格监视试验设备上显示的刀闸断口电压(反向电压指示值)。

[0061] (2)试验结果的判断：

[0062] 1)在1分钟耐压试验下若无闪络或击穿等现象则主回路交流耐压试验通过。

[0063] 2)交流耐压前、后，分相测试主绝缘电阻，耐后绝缘电阻值不得低于耐压前的

70％。

[0064] (h)气室处理及常规试验；(原设备回收气体进行二次使用，使用前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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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纯度及微水试验)；

[0066] (i)设备耐压试验。

[0067] 耐压及验收结束，设备送电。送电状态为间隔及上母带电，上母新增隔离开关分、

接地开关合、过渡短管气室充气压力为2bar，下母不带电。

[0068] 然后进行第二次断电操作、第三次断电操作，方法与第一次基本雷同。

[0069] 确保操作安全，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安全规范：

[0070] 1 .要求现场作业人员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服工作鞋，并做好必要的安全警示标

示；

[0071] 2.与GIS拆除相关的工作必须在通风的情况下进行，所有的门窗应处于打开状态，

通风设施应开启；

[0072] 3.使用DILO专用SF6气体回收装置，能够有效地回收GIS设备中的SF6气体储存压

缩至SF6储气罐中，从而避免SF6气体排放到大气中，SF6排入大气中将产生强烈温室效应，

禁止直接向大气排放；

[0073] 4.在作业过程中必须有指定的工作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在场，对各项安全事项把

关，同时建议客户指派人员对我方施工过程进行安全指导及监督；

[007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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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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