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第 49 卷 第 4 期
2021 年 2 月 16 日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Vol.49 No.4
Feb. 16, 2021

DOI: 10.19783/j.cnki.pspc.200462

同塔双回线路同名相跨线短路故障分析
孙子昌 1，邓迎君 2，陈 昊 1，刘志仁 3，王 煜 1
(1.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1102；2.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 461000；
3.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公司，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分析了高压电网同塔双回线路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的电气特征，通过仿真验证了纵联电流差动保护
的动作行为。进一步论证了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向接地故障以及相间故障转化的可能。结合现场工程案例，分
析了 220 kV 同塔双回线路在运行方式发生改变时，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的存在给变电运维人员倒闸操作带来的
问题与风险。最后提出了制定巡线计划、推进智能运检等相应的防范措施，强调了提升输电线路巡视质量对于电
网隐患及时消除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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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homogeneous phase and non-grounding short-circuit of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in a high voltage power grid are analyzed,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current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is
verified through simulat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homogeneous phase and non-grounding short-circuit across the lines
are converted to ground faults and phase-to-phase faults is highlighted. Based on the field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ks caused by the homogeneous phase and non-grounding faults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power grid and the
switching operation of maintenance personnel when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220 kV power system changes.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ne inspection pla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lligent
operation inspection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ransmission line patrols to eliminate,
in time, hidden dangers is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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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控制电力建设成本、节约输电走廊和增大线
路输电容量，同塔双回输电线路或同塔多回输电线
路广泛运用于我国的电网建设[1-6]。如在电网密集的
苏南地区，同塔架设的 220 kV 四回线亦屡有使用，
同塔双回线在某些局部 220 kV 电网已是一种常态。
线路布置的复杂性导致故障的复杂性，由于同塔多
回线路空间布置的紧凑性，且每回线路的相间及线
路间存在复杂的电磁与静电耦合关系，所以同塔双
基金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BK20170672)

回线发生跨线短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7-8]。根据研究
表明，同塔双回输电线路的短路类型多达 120 种，
跨线短路就达到 98 种，约占全部故障类型的 82%；
而对于同塔四回输电线路，跨线短路故障在理论上
可达到上千类[9-10]。另外同塔双回线的运行方式相
对复杂，包括双回线同时运行，一回线运行、另一
回线开断，以及一回线运行、另一回线挂地线检修
等[11]，这就给线路保护装置带来了一定的挑战[12-15]。
近年来大量文献讨论了多回线跨线故障，文献
[16-21]通过理论计算或仿真，研究了双回线跨线故
障的分析方法。文献[22]提出一种考虑分布参数的
同杆双回线跨线及接地故障单端定位方法，受相序

孙子昌，等

同塔双回线路同名相跨线短路故障分析

排列影响较小且具备很好的带过渡电阻能力，文献
[23]则通过分析零序负序电流与故障类型、线路参
数的关系，对选相元件的判据提出了改进意见。但
是针对同塔双回线路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由于
这种短路对线路正常运行的影响较小，文献甚少述
及。现场线路运维工作中，曾于巡线过程中发现异
物跨线，所跨为两条线的 B 相。在发生异物跨线及
后续应急处理过程中，两回线路始终处在运行状态，
这两回线路的线路保护装置未启动。现场亦出现过
晴好天气，同塔双回线四套保护同时 A 相接地故障
跳闸，保护装置故障测距值接近，线路重合成功，
事后巡线故障点附近有异物跨线痕迹，判断在某条
线 A 相单相接地故障发生时刻之前已存在两线同名
相(A 相)跨线短路。
本文研究了同塔双回线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
案例，分析了同塔双回线路相邻地点发生跨线短路
的特征及保护动作情况，并基于 PSCAD 进行了仿
真验证，分析了同塔双回线路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
地短路特征，分析了事故扩大的风险，提出相应的
防范建议。

1

双回线跨线故障特征的理论分析

不失一般性，以 220 kV 同塔双回线为例进行分
析，一次接线如图 1 所示，该同塔双回线一端连接
于 500 kV 某变电站 220 kV 母线，而另一端连接于
220 kV 某变电站母线，双回线于各自变电站中分别
连接于不同段母线。
同塔双回线等效模型如图 2 所示。
以图 2 所示的 220 kV 线路为例，由于同一杆塔
要架设两回线路，而每回线路又分为三相，跨线故
障的发生存在一定几率。当同塔双回线发生跨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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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塔双回线等效模型
Fig. 2 Equivalent model of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障时，保护正确选相、动作是现场关心的重点。由
于纵联高频保护面临功率倒向等挑战，差动保护为
同塔双回线线路主保护的首选。这里以线路分相电
流差动保护为例，分析不同故障类型下保护的动作
行为及故障特征。
1.1 分相电流差动保护
分相电流差动保护的两侧保护利用本侧和对侧
电流数据进行差动电流计算。如果两侧的差流超过
动作值，线路两侧同时按相切除故障相，具有天然
的故障选相功能。某型号的启动元件利用相间工频
变化量的过流继电器实现，其动作方程为
 I d  I r
  A, B,C
(1)

 I d  I H
Id  I m  I n 代表线路两侧电流矢量和的幅值，

I r  k I m  I n 代表两侧电流矢量差的幅值的 k 倍(k
为差动比率制动系数)，I H 为 1.5 倍“差动动作电流”
(整定值)和 1.5 倍实测电容电流的大值；电流正方向
均由母线指向线路。分相电流差动保护按相计算差
动电流，若一相满足动作条件，跳单相；两相及以
上满足动作条件，跳三相。
1.2 同名相跨线短路
1) 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
不失一般性，假设发生 A 相跨线不接地故障，
如图 3 所示，由于跨线短路距离母线的电气距离差
距相等，所以对于故障相来说，从电路形式上看实
际形成了一个桥型电路。

图 3 同塔双回线路同名相跨线短路
Fig. 3 Homogeneous phase cross-country faults of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图 1 220 kV 同塔双回线
Fig. 1 220 kV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如图 4 所示，如果 Z m1  Z m 2 ， Z n1  Z n 2 ，则两
回线路的短路可以认为是等电位点，对两回线路的
正常运行几乎没有影响，两侧保护装置也不会识别
出差流存在，所以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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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0.01958+ j0.257  /km

 Z 0  0.1534  j0.96  /km

两侧站端保护装置并不能感知短路点存在。

图 4 同名相跨线短路等效图
Fig. 4 Equivalent diagram of homogeneous
phase cross-country faults

2) 同名相跨线接地短路
当发生同名相跨线接地故障时，则不存在图 4
的平衡，有故障电流流入大地，此时两条线的线路
保护装置会分别测得各自线路的差流，分别跳开故
障相。
1.3 非同名相跨线短路
当发生非同名相跨线短路时，无论是相间故障
还是相间接地故障，故障线路一般会产生显著的差
流，此时两条线路各侧保护装置主保护动作，正确
选相，切除故障。

2

(2)

电源系统参数为
 Em  235 kV、  20

 Z m  0.174 5  j15.7 
(3)

 En  225 kV、  0
 Z n  0.174 5  j9.42 

式中， Z m 、 Z n 分别代表两端电源的等值阻抗，两
回线路 CT 额定电流为 2 500 A/1 A，差动保护一次
动作电流定值为 500 A。
如图 3 所示，假设选取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
位置位于靠近 M 侧输电线路 15 km 处。图 6 中 I daline1
表示第一回线路短路相差动电流，I raline1 表示第一回
线路短路相制动电流， I H 表示差动保护动作电流定
值，电流均为一次电流。易见，此时即是理论情形，
无显著差流，保护不启动，第二回线路亦如是。

同名相跨线短路仿真

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虽然在理论上不存在差
流，实际运行中，存在两条线路参数不一致，短接
位置不是完全对等等现场因素，实际上可能存在一
定量的差流，这里基于实际输变电系统参数，结合
具体的保护装置的启动和动作逻辑，讨论同名相跨
线短路的电流特征和保护装置的行为。
基于 PSCAD/EMTDC 电力系统仿真软件，对
双端电源 220 kV 同塔双回线路输电系统模型(如图
5 所示)进行仿真研究，考虑线间互感，模型中采用
同塔双回线模型，并利用软件中理想导线与断路器
模型实现跨线短路故障模拟。

图 6 第一回线路差动电流、制动电流
Fig. 6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restraint current of the line1

考虑跨线短路是两回线路之间的短路，假设两
回输电线路参数有一定差别或者两回输电线路发生
短路位置稍有差别时，对不同的短路位置进行仿真，
仿真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条件下保护动作情况
Table 1 Protection ac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短路位置

10 km

15 km

图 5 同塔双回线路 PSCAD 建模
Fig. 5 PSCAD modeling of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采用的同塔双回线路长度为 31 km，线路正序
阻抗 Z 1 与零序阻抗 Z 0 参数为

20 km

参数差 2%

参数差 5%

故障点距离 50 m

Id=0.028 3 kA

Id =0.028 5 kA

Id =0.028 6 kA

Ir=1.310 0 kA

Ir =1.321 3 kA

Ir =1.302 3 kA

不动作

不动作

不动作

Id =0.025 1 kA

Id =0.024 7 kA

Id =0.024 8 kA

Ir =1.339 1 kA

Ir =1.353 2 kA

Ir =1.329 6 kA

不动作

不动作

不动作

Id =0.028 2 kA

Id =0.029 2 kA

Id =0.027 8 kA

Ir =1.316 0 kA

Ir =1.327 9 kA

Ir =1.307 9 kA

不动作

不动作

不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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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当同塔双回线路发生同名相跨线
不接地短路时，由于这种短路的特殊性，无显著差
流，线路差动保护不会动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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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作，线路跳闸，热备用线路无法正常合闸。

同名相跨线短路的风险

同塔双回线路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虽
然在理论上不存在差流，考虑实际因素的仿真情况
下，虽有差流一般也不会导致保护动作。但是，也
应该看到，若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在较长的时间
内存在，仍有可能给电网带来以下的潜在危险。
3.1 感应电压
同塔并架双回线路线间距离小，其静电耦合和
电磁耦合作用加强，则潜供电弧熄灭时间较长，所
以当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发生时，线间可能存在
短路异物，异物的存在将使双回线间电气距离进一
步减少，可能加大其他类型故障发生的概率。
3.2 恶劣天气
如若遇上大风、沙尘暴或雷电等恶劣天气，同
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由于天气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演
变为非同相故障或断线故障，则可能造成双回线路
全部跳闸，导致负荷丢失，从而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
3.3 一回线路运行转检修
假设同塔双回线路为 220 kV XY I 线与 220 kV
XY II 线，若两回线路运行时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
短路，
此时若调度下令将 XY II 线由运行转检修状态，
对图 1 中 500 kV 变电站中断路器和刀闸设备加以说
明，当 220 kV XY II 线断路器 2M10 和断路器两侧
刀闸退出之后，需要合接地刀闸 2M105 将线路转为
检修状态。此时若变电运维人员忽略验电环节直接
合上 2M105 接地刀闸，由于 XY II 线与 XY I 线之
间存在短路点，XY II 线此时线路带电，则违反变
电站“五防”中的“带电合接地刀闸”
，造成运维人
员误操作，导致人身伤害和运行线路跳闸。
3.4 热备用线路转运行
如图 7 所示，假设 XY I 线处于重载运行状态，
断路器 2M09 与 2N09 处于合位，XY II 线处于热备
用状态，断路器 2M10 与 2N10 处于分位，两回线
路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
若调度下令将 XY II
线由热备用转运行状态，由于线路两侧断路器分别
位于不同站端，两侧的断路器合闸存在先后顺序。
XY II 线线路差动保护压板在断路器合闸之前已经
投入，所以当 XY II 线变电站 A 侧断路器 2M10 率
先投入时，而变电站 B 侧断路器 2N10 仍旧位于分
位，由于跨线短路点的存在，因此时线路承担负荷
电流较大，XY II 线保护装置则可能识别出差流，

图 7 热备用线路转运行
Fig. 7 Standby line transfer to running state

下面进一步对热备用线路转运行的情形进行仿
真验证。对于同塔双回输电线路，若第二回线路处
于热备用状态，两侧断路器处于断开位置。假设
0.3 s 发生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0.4 s 投入线路保
护装置，0.5 s 对热备用线路一侧断路器进行合闸操
作，此时热备用和运行线路的线路保护均能感受到
差流。热备用线路的差动电流、制动电流如图 8 所
示，运行线路的线路保护装置的差动电流、制动电
流如图 9 所示。

图 8 热备用线路差动电流、制动电流
Fig. 8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restraint current of standby line

图 9 运行线路差动电流、制动电流
Fig. 9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restraint current of running line

仿真表明，当热备用线路转运行时，当一侧断
路器率先合闸时，由于线路差动保护在断路器合闸
之前已经投入，差动电流大于制动电流，保护动作，
断路器跳闸，则断路器合闸失败。而运行线路虽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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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差流，但是不满足保护动作条件，仍正常运行。
3.5 转换性故障
两回线路同处于运行状态，于 0.3 s 时发生同名
相跨线不接地短路(假设为 A 相)。如之前的讨论，
此时保护装置无法感受到 A 相跨线短路的存在。假
设 0.5 s 时，因外界原因双回的一条线发生 A 相接
地故障，即同名相跨线不接地短路演变为同名相跨
线接地故障。此时两条线路的保护装置均感受到本
线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其中，第一回输电线路仿
真情况如图 10 所示。

专业的互动，输电班组人员应严格制定室外巡线计
划，确保线路巡视范围的完备性和细致性。另外，
应积极推进输电运检智能化与可视化进程，充分利
用已安装于 220 kV 及以上输电线路的摄像头、传感
器以及已经逐渐大规模推行使用的无人机、
“电网无
人机航母”等新技术、新装备，提升输电线路巡视
质量，及时发现包括同名相跨线短路在内的各种故
障情况，消除电网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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