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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建设

领域，具体是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

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本发明解决了常规

施工方法不适用于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的

高铁牵引变电所接地施工的问题。一种山区高填

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

法，包括敷设双层接地网，敷设外延水平接地体

和埋设深井接地装置三个步骤。本发明适用于山

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铁牵引变电所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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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其特征在于：该工法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敷设双层接地网；

1.1在牵引变电站所址的原土层基坑内开挖第一沟槽，并在第一沟槽内敷设下层接地

网，所述下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金属网；通过放热焊接的方式在下层接地网的网格

交叉点垂直向上引出若干根垂直连接线，作为预留的接地引上线，并回填厚度为8m的片石

层；

1.2填平后开挖第一沟槽并敷设上层接地网，所述上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金属

网，通过接地引上线与下层接地网相连接，并保证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保持正对，两者

上下间距为8m；

1.3测量双层接地网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进行比较，若大于规

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二；

步骤二：敷设外延水平接地体；

2.1在基坑周围土壤电阻率较低的地区开挖第二沟槽，将从下层接地网引出的外延水

平接地体敷设于第二沟槽内，并在第二沟槽内回填高能回填料；

2.2计算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1，计算公式如下：

R1＝Rs/Ks                                                      (1)

式(1)中：KS为高能回填料的降阻系数，RS为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接地电阻；

式(2)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水平接地体的总长度，h为水平接地体的埋设深度，d为水

平接地体的等效直径，ηs为双层接地网连接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A为水

平接地体的形状系数；

2.3测量在增设外延水平接地体之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求的

接地电阻R比较，若大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三；

步骤三：埋设深井接地装置；

3.1计算深井接地装置所需达到的总接地电阻RV；

R＝(R1‖RV)/η                                                    (3)

式(3)中：R1为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为规范要求的接地

电阻，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体与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R1‖RV

表示R1与RV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3.2计算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N；

式(4)中：RV1为单套深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利用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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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埋设深井接地装置的钻孔长度，D为深井接地装置的等效

直径，KV为土壤调节系数；

3.3计算设置深井接地装置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总接地电阻R总；

R总＝[R1‖(RV1/N/ηV)]/η                                             (6)

式(6)中：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体与

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N为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R1‖(RV1/N/ηV)表

示R1与N个并联的RV1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3.4根据深井接地装置的数目钻设钻孔；所述钻孔首先沿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敷设方向

等距钻设，其次对称钻设于双层接地网的四周，N个深井接地装置一一对应埋设于钻孔内；

在沿外延水平接地体敷设方向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与外延水平接地体连接；在双层接地网

四周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同时与下层接地网和上层接地网连接；

3.5施工完毕后，使用自动抗干扰地网电阻测试仪测量实际接地电阻R实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2.1中所述，土壤电阻率小于等于200Ω·m的地区为较低电阻率的地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2.1中所述的外延水平接地体沿河道走向埋设。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

法，其特征在于：深井接地装置采用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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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建设，具体是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

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是电气化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气设备正常运行、保障

人身和设施的安全、防止雷电和静电危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牵引变电所接地系

统是保证电气化铁道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运专线具有高密度、大编组的特点，导致

牵引供电系统的机车负荷大，牵引变压器容量大和短路电流大。因此做好牵引变电所接地

系统，降低接地网电阻，对降低人身事故伤害概率、保障铁路安全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0003] 然而，在一些高土壤电阻率的山区，为了使新建设的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的接地

电阻符合规范要求，通常采用几种常规的施工方法，例如置换电阻率较低的土壤、增大接地

网的面积以及使用降阻剂填充等方法，这些方法实施起来挖方量大而且单一使用或几种相

结合使用也很难使牵引变电所的接地电阻达到要求，因此，为了解决常规施工方法不适用

于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的高铁牵引变电所接地施工的问题，设计出一种适用于该地区

的牵引变电所接地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常规施工方法不适用于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的高铁牵引变

电所接地施工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

法。

[0005]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该工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步骤一：敷设双层接地网；

[0008] 1 .1在牵引变电站所址的原土层基坑内开挖第一沟槽，并在第一沟槽内敷设下层

接地网，所述下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金属网；通过放热焊接的方式在下层接地网的

网格交叉点垂直向上引出若干根垂直连接线，作为预留的接地引上线，并回填厚度为8m的

片石层；

[0009] 1 .2填平后开挖第一沟槽并敷设上层接地网，所述上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

金属网，通过接地引上线与下层接地网相连接，并保证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保持正对，

两者上下间距为8m；

[0010] 1 .3测量双层接地网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进行比较，若大

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二；

[0011] 步骤二：敷设外延水平接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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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1在基坑周围土壤电阻率较低的地区开挖第二沟槽，将从下层接地网引出的外

延水平接地体敷设于第二沟槽内，并在第二沟槽内回填高能回填料；

[0013] 2.2计算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1，计算公式如下：

[0014] R1＝Rs/Ks(1)

[0015] 式(1)中：KS为高能回填料的降阻系数，RS为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接地电阻；

[0016]

[0017] 式(2)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水平接地体的总长度，h为水平接地体的埋设深度，d

为水平接地体的等效直径，ηs为双层接地网连接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A

为水平接地体的形状系数；

[0018] 2.3测量在增设外延水平接地体之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

求的接地电阻R比较，若大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三；

[0019] 步骤三：埋设深井接地装置；

[0020] 3.1计算深井接地装置所需达到的总接地电阻RV；

[0021] R＝(R1‖RV)/η   (3)

[0022] 式(3)中：R1为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为规范要求

的接地电阻，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体与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

数，R1‖RV表示R1与RV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0023] 3.2计算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N；

[0024]

[0025] 式(4)中：RV1为单套深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

利用系数；

[0026]

[0027] 式(5)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埋设深井接地装置的钻孔长度，D为深井接地装置的

等效直径，KV为土壤调节系数；

[0028] 3.3计算设置深井接地装置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总接地电阻R总；

[0029] R总＝[R1‖(RV1/N/ηV)]/η   (6)

[0030] 式(6)中：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

体与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N为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R1‖(RV1/N/

ηV)表示R1与N个并联的RV1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0031] 3.4根据深井接地装置的数目钻设钻孔；所述钻孔首先沿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敷设

方向等距钻设，其次对称钻设于双层接地网的四周，N个深井接地装置一一对应埋设于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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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沿外延水平接地体敷设方向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与外延水平接地体连接；在双层接

地网四周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同时与下层接地网和上层接地网连接；

[0032] 3.5施工完毕后，使用自动抗干扰地网电阻测试仪测量实际接地电阻R实际。

[0033] 步骤2.1中所述，土壤电阻率小于等于200Ω·m的地区为较低电阻率的地区。

[0034] 步骤2.1中所述的外延水平接地体沿河道走向埋设。

[0035] 深井接地装置采用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

[0036] ηS、η、ηV的具体取值是根据导体间距，长度，接地网面积来选择的；当导体间距越

小，单根垂直导体长度越大而距离又越近，接地网面积越大，相互屏蔽作用越明显，系数取

值就会越小，但最大值不超过1。

[0037] 本发明未采用置换较低电阻率的土壤，在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之间回填片

石，相比需要回填较低电阻率土壤的常规双层接地网而言，具有较低的施工难度，节约了工

程成本；此外，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之间长度为8m的间距相比常规双层接地网的间距

较大，这样一来，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之间的屏蔽效应减弱，并且随着下层接地网埋深

增加而达到更好的降阻效果。

[0038] 本发明有效解决了常规施工方法不适用于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的高铁牵引

变电所接地施工的问题，适用于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铁牵引变电所的施工。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一种山区高填方、高土壤电阻率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接地工法，该工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0] 步骤一：敷设双层接地网；

[0041] 1 .1在牵引变电站所址的原土层基坑内开挖第一沟槽，并在第一沟槽内敷设下层

接地网，所述下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金属网；通过放热焊接的方式在下层接地网的

网格交叉点垂直向上引出若干根垂直连接线，作为预留的接地引上线，并回填厚度为8m的

片石层；

[0042] 1 .2填平后开挖第一沟槽并敷设上层接地网，所述上层接地网为边缘封闭的矩形

金属网，通过接地引上线与下层接地网相连接，并保证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保持正对，

两者上下间距为8m；

[0043] 1 .3测量双层接地网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进行比较，若大

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二；

[0044] 步骤二：敷设外延水平接地体；

[0045] 2.1在基坑周围土壤电阻率较低的地区开挖第二沟槽，将从下层接地网引出的外

延水平接地体敷设于第二沟槽内，并在第二沟槽内回填高能回填料；

[0046] 2.2计算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1，计算公式如下：

[0047] R1＝Rs/Ks(1)

[0048] 式(1)中：KS为高能回填料的降阻系数，RS为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接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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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式(2)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水平接地体的总长度，h为水平接地体的埋设深度，d

为水平接地体的等效直径，ηs为双层接地网连接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A

为水平接地体的形状系数；

[0051] 2.3测量在增设外延水平接地体之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接地电阻，并与规范要

求的接地电阻R比较，若大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则进行步骤三；

[0052] 步骤三：埋设深井接地装置；

[0053] 3.1计算深井接地装置所需达到的总接地电阻RV；

[0054] R＝(R1‖RV)/η   (3)

[0055] 式(3)中：R1为设置外延水平接地体后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为规范要求

的接地电阻，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体与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

数，R1‖RV表示R1与RV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0056] 3.2计算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N；

[0057]

[0058] 式(4)中：RV1为单套深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

利用系数；

[0059]

[0060] 式(5)中：ρ为土壤电阻率，L为埋设深井接地装置的钻孔长度，D为深井接地装置的

等效直径，KV为土壤调节系数；

[0061] 3.3计算设置深井接地装置后整个接地装置的实际总接地电阻R总；

[0062] R总＝[R1‖(RV1/N/ηV)]/η   (6)

[0063] 式(6)中：ηV为所有深井接地装置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η为双层接地网、水平接地

体与深井接地装置三者连接后整体的冲击利用系数，N为深井接地装置的个数，R1‖(RV1/N/

ηV)表示R1与N个并联的RV1并联后的接地电阻；

[0064] 3.4根据深井接地装置的数目钻设钻孔；所述钻孔首先沿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敷设

方向等距钻设，其次对称钻设于双层接地网的四周，N个深井接地装置一一对应埋设于钻孔

内；在沿外延水平接地体敷设方向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与外延水平接地体连接；在双层接

地网四周埋设的深井接地装置同时与下层接地网和上层接地网连接；

[0065] 3.5施工完毕后，使用自动抗干扰地网电阻测试仪测量实际接地电阻R实际。

[0066] 具体地，步骤2.1中所述，土壤电阻率小于等于200Ω·m的地区为较低电阻率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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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具体地，步骤2.1中所述的外延水平接地体沿河道走向埋设。

[0068] 具体地，深井接地装置采用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

[0069] 实施例：

[0070] 佛坪高铁牵引变电所采用本发明方法建设，其具体步骤如下：

[0071] 步骤一：敷设双层接地网；

[0072] 1 .1在所内场坪平整前，临近铁路一侧的标高较低，在回填前，建立30m×60m的下

层接地网。在原始地形的最低点直接铺设，不需要开挖第一沟槽，但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开挖

第一沟槽，需保证下层接地网整体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第一沟槽深度为0-0.8m。在下层接地

网铺设完成后，在其四边及网格中心点的位置上向上引出10根长度为8m的垂直连接线，随

后进行回填片石至站址设计标高。

[0073] 1 .2整平后开挖第一沟槽并敷设上层接地网的铜绞线，并通过10根垂直连接线相

连，保证上层接地网与下层接地网相互正对，上层接地网共使用150mm2铜绞线2800m，Φ20

×2500mm铜棒59根。

[0074] 1 .3通过现场测试，双层电网的接地电阻为5.29Ω，远高于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R

＝0.5Ω。

[0075] 步骤二：敷设外延水平接地体；

[0076] 2.1利用站外环境，从下层接地网呈放射状向外敷设两条外延水平接地体，并辅助

回填高能回填料，其中一条长度为50m，另外一条长度为350m的水平接地体沿河道施工，水

平接地体材料为150mm2的铜绞线，高能回填料的用量按照25kg/m敷设。

[0077] 2.2将ρ＝400Ω·m，l＝400m，h＝0.8m，d＝0.014m，A为一字型的水平接地体形状

系数，ηs＝0.8代入公式(2)中，计算得出外延水平接地体的接地电阻Rs为2.527Ω，敷设高

能回填料后(高能回填料的降阻系数Ks为1.5)，整个接地装置的总接地电阻R1为1.684Ω。

[0078] 2.3R1＝1.684Ω＞R＝0.5Ω，需进行步骤三。

[0079] 步骤三：埋设深井接地装置；

[0080] 3.1采用长度为20m的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作为深井接地装置，规范要求的接地电

阻R为0.5Ω；

[0081] 将R1＝1.6843Ω，η＝0.9，为了保证最终接地电阻完全低于规范要求，选取小于

0.5的数值，本实施例中选取R＝0.4Ω，代入公式(3)中，计算得出总接地电阻RV为0.547Ω。

[0082] 3.2将ρ＝400Ω·m，L＝20m，D＝0.15m，KV＝20％代入(5)，计算得出单套20m的缓

释型离子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V1为3.8021Ω。

[0083] 据此，代入公式(4)，计算得出N＝9.93，取整为10套。

[0084] 3.3验证过程，将R1＝1.6843Ω，RV1＝3.8021Ω，ηV＝0.7，η＝0.9代入公式(6)，计

算得出R总＝0.4564Ω＜R＝0.5Ω。

[0085] 3.4即可将10个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打孔埋设，其中4个埋设于双层接地网的四角

附近，1个埋设于长度为50m的水平接地体远离双层接地网的一端，剩余5个均匀设置于长度

为350m的水平接地体上，相邻两个缓释型离子接地装置的距离为87.5m。

[0086] 3.5施工完毕后，使用自动抗干扰地网电阻测试仪测量实际接地电阻R实际＝0.4398

Ω，满足规范要求的接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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