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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JDGL 单相接地故障管理系统

□概述
中压配网运行中，系统发生单相弧光接地过电压、铁磁谐振过电压、高阻接地引起的电压不平衡准确

判定以及接地后选线准确率低和缺少精确的数据记录等问题并称为企业运行的“五大难题”。而由上述接

地引起的接地跳闸事故率，占企业事故率的 80%,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目前传统技术处理上述故障的方法非常的单一，只是针对某类型故障来采取相关措施，如针对弧光

接地过电压采取自动跟踪消弧线圈来抑制，针对铁磁谐振采用 ZnO 或 SiC 为基础的一次消谐器等,这些方法

本身存在不足,不能有效地抑制故障，最终仍然会导致故障进一步发展为短路事故。

电力系统中因各种瞬态或暂态电压，特别是各种过电压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是威胁大用电企业用电

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这种瞬态或暂态电压是小概率事件，在现场运行条件下往往难以重复和再现。对于

这类事故的分析只能是根据事故现场的情况进行推测和判断。由于缺乏精确的数据记录，往往难以准确地

判定事故的原因，这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防止事故的重复发生十分不利。

我公司针对 3~35kV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的企业多年运行中存在的难题，开创性的研发出单相接地综合处

理系统（SYJDGL）,该系统可以快速有效控制单相弧光接地故障的进一步发展，并能快速准确地选出故障线

路,允许至少 630A 的电容电流长期流过，保护性能不受电网规模的影响，并且在从根本上防止 PT 铁磁谐振

的同时,能够对高阻接地进行准确判断，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和防止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

基于“自适应捕捉特征频带内暂态零序电流特点”的综合选线原理，适用于所有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

统，不受系统运行方式和各种故障条件的影响，经过上万次仿真、动模、反演实验及 6000 多组现场故障录

波数据反演验证，选线正确率达到 98%以上。

采用 100MHz 宽频电压传感器、基于 FPGA 的高速 AD采集和 Intel CPU 的采样计算处理存储的硬件平台。

并采用“铁电”技术实现实时采集、事件触发记录，可以快速、连续、大容量地记录瞬态或暂态电压发生

的整个过程。

□构成原理
如图 1所示，SYJDGL 型单相接地综合处理系统（SYJDGL）主要由过电压监控执行及选线柜、全电压监

测与谐振抑制柜组成。其中，过电压监控执行及选线柜由隔离开关 SY、分相接地快速开关 JZ、微机综合控

制器 ZK、小电流选线装置组成；全电压监测与谐振抑制柜由抗饱和电压互感器 YH 及高压熔断器 RD、大能

容能量吸收器 SYLZ、谐振抑制器 SYPTK、全电压监测控制器 ZK等组成。

系统正常运行时，装置面板显示系统运行电压、开口三角电压以及装置运行状态。

图 1

SY-隔离开关、JZ-分相接地快速开关、YH-电压互感器、RD-高压熔断器、EVT-宽频电压传感器、ZK-全电压

监测控制器、PTK-PT 保护、SYLZ-大能容吸收器、LH-电流互感器、ZK-微机综合控制器



2

当系统发生电压越限 30%（默认值为高于额定电压的 130%,或低于额定电压的 70%）,装置立即发出报

警信号 并输出开关量接点，面板显示故障吋间、类型和各相电压。

当开口三角电压 UA由低电平超过设定的高阻接地电压整定值时，表明系统发生高阻接地故障，微机综

合 控制器 ZK 立即启动中断，微机综合控制器根据 PT 二次输出信号 Ua、Ub、Uc,和线路零序电流的数据采

集程序进行故障相别判别,并发出指令使接地相快速开关动作合闸,快速转移故障,保护触电人体的安全。

当系统发生单相弧光接地故障时，控制器在 20ms 以内控制故障相接地开关合闸，将故障相直接接地，

熄灭接地电弧,并将弧光接地过电压限制在线电压的水平,控制故障的发展。

同时暂态法小电流选线模块 SYXX-811 小电流选线装置基于“自适应捕捉特征频带内暂态零序电流特点”

的综合选线原理，适用于所有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不受系统运行方式和各种故障条件的影响，选线正

确率可达近 100%。

当发生 PT断线故障时，装置发出报警信号并输出开关量接点，以便用户对有可能因断线运行导致误动

作的 继电保护进行闭锁。

当发生铁磁谐振故障时,安装于 PT 中性点半导体自限流强阻尼抑制器，按照自身物理特性立即快速阻

尼谐振发生，同时,全电压监测控制器 ZK 根据开口三角电压幅值和频率迅速判断出谐振类型，并立即投入

自带的二次消谐器,辅助抑制 PT 的谐振。

□功能特点

口产品功能

选线准确

基于自适应捕捉特征频带内暂态零序电流特征选线原

理；适应于所有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不受系统运行方

式和各种故障条件的影响。理论上可实现 100%选线正确率；

分别在电网、石油、煤炭、冶金等多行业多领域内做过现

场人工接地试验,在西安交通大学、开普实验室、广西电科

院等进行过上万次仿真、动模、反演实验,共计 6000 多组

现场故障录波数据反演验证，选线正确率达 98%以上。单

装置实现 4 段母线/44 路出线选线，具有接地告警及跳闸，

根据设置选出 1-3 条故障支路，

提供独立信号输出接点，实现跳闸出口功能。选线跳闸成功而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若线路重合闸投入），

装置可加速跳闸切除该故障线路。选跳错误时，可按预设的固定顺序轮切线路或根据接地故障率高低顺序

自动轮切线路。具有接地相判断、铁磁谐振判断、PT 断线判断功能。具有 comtrade 格式故障录波功能，

并可利用配套录波分析软件进行故障分析。以太网规约有网络 103、IEC61850 等，串口规约有 103、CDT、

Modbus。具有线路绝缘状态监察，可捕捉瞬时性故障，预测和分析线路绝缘状态。具备 B 码硬件对时功能；

可连接打印机实现定值、事件记录和录波的就地打印。

快速熄弧：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装置能在 40ms 以内将故障相直接接地,熄灭接地电弧，限制弧

光接地过电压,有效地控制故障的进一步发展。

运行监测：正常运行时装置面板上显示系统运行电压，并可向外部回路提供二次电压信号，取代常规

的 PT 柜及其监测仪表。全电压监测功能中嵌入式控制器采用工控机系统及 DSP 数字处理器和高速 FPGA 处

理的 PCI 接口采样卡，实时分析处理瞬态、暂态过电压波形，并保存、分析过电压类型和波形录波。采样

信号取自于 100MHz 宽频电压传感器,具有很好的频率响应特性，而普通电磁式 PT 只能达到 10KHZ,无法采

集到电网电压的高频分量。宽频信号通过工控机处理后，可以时实监测系统全电压，会记录锁定故障前600ms



3

至故障后 2min 全电压波形数据，确保数据不失真。本装置录制多种过电压（包括瞬态电压或者暂态电压）、

电压畸变波形，而市场上录波器受采样频率限制，无法录制多种高频电压信号；

超限报瞀：当系统运行电压超过或低于预先设定的限值时，装置可及时报窖，面板显示故障类型和运

行电 压,并输出接点信号供用户使用。

过压限制:装置中的大能容能量吸收器可以把发生在相对地和相与相之间的过电压限制到较低的水平，

发 生单相弧光接地时可把过电压限制在线电压的安全水平，消灭过电压保护的死区，且其 2ms 方波达

3200A,通流量大，寿命长。

断线保护：电压互感器高压熔断器熔断或缺相适行导致系统单相断线、两相断线或三相断线时,装置面

板上显示断线相别和各相电压，并输出接点信号供用户使用.

消除谐振:装置采用特殊设计的抗饱和电压互感器并在一次绕组中性点加装半导体自限流强阻尼抑制

器, 能有效破坏铁磁谐振条件,强迫电压互感器退出饱和状态,从根本上防止了铁磁谐振发生。

人体防护：系统能够对人体触电时的高阻接地状态准确判断，快速判别接地相，并在 20ms 内迅速执行

故障 转移，使人体触电处的电位最低,有利于人体的脱困和降低人体触电的伤亡。

事件记忆:装置可记录 20 次故障的类型、发生时间及故障时的电气量，为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提供有效

信息，还能记录现场参数设置和功能设置的时间，以备査阅。

数据远传：装置配置了 RS485 通讯接口，可按照给定的通讯规约实现与监控主机的数据远传，用户可

以在监控中心实时监测运行状态、系统电压，调阅事件参数。

□产品特点
功能强大： 装置对于中压配网经常发生的电压越限、系统 PT 断线、单相接地、铁磁谐振等故障都能

实现快速检测与控制，并能实时监测系统运行电压、暂态、瞬态过电压，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同时，该系

统所配的抗饱和 PT,能够代替原有 PT 柜，节省了投资。

动作迅速：采用特制快速真空断路器作为接地开关，装置可在 40ms 以内快速动作，大大缩短单相接地

电弧的持续的时间。

适应性强：装置动作后可允许至少 630A 的系统电容电流长期流过，保护性能不受电网规模的影响，既

适用于电缆电网、混合电网，也适合于架空电网。

准确率高：利用暂态量选线技术，巧妙地解决了弧光接地选线不准的难题。

维护简单：装置动作后又发生非故障相绝缘对地击穿吋,故障相接地开关在 10ms 左右快速分闸，避免

发生两相短路,同时无需人为干预自动做好下次动作的准备。

□型号参数

□型号规格

SYJDGL -

□ ►额定电压（7.2；12；24；40.5）

□ ►电容电流

□ ►功能配置（-X 选线、-C 处理、-J监测）

□ ►选线回路（12、16、24、26、3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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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术参数

口适用场所
产品可装设在 35kV、110kV 或 220kV 变电站的 6kV、10kV、20KV 或 35kV 主母线上。

本产品可用作快速控制单相接地故障的发展，并可同时快速准确地给出故障线号，为在不间断供电的

情况下进行单相接地故障的处理创造充分条件。

本产品具备全电压监测、越限报警等常规综保功能，并可向外部回路输出二次电压信号，可取代常规

的电压互感器柜。

口坏境条件
环境温度：一 25〜+50°C。

海拔高度: <2000m。

空气湿度：日平均湿度 <96%、月平均湿度 <90%。

地屋烈度:8 度（水平加速度 0.25g、垂直加速度 0.105g）。

周围环境:不得有粉尘、煤气、烟气等具有爆炸性、腐蚀性和易燃性的混合物。

对于高海拔地区、户外场所、腐蚀性场所等运行环境恶劣的条件，订货时须明确提出，我方可根据装

置的特殊运行环境，设计制造满足现场运行条件的产品。

□订货要求
用户须提供本装置安装地点的一次主接线图，所在母线最大和最小方式下的短路电流以及考虑母线并

列 运行时最大可能的系统对地电容电流。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技术数据

1 额定电压 7.2 12 24 40.5

额定绝 1min 工频耐受电压

缘水平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 23 42 55 95

1 60 75 125 185

3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有效值） kA 31.5、40、50、63 25、31.5

4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80、100、125、160 63、80

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效值） kA 31.5、40、50、63 25、31.5

6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蠔值） kA 80、100、125、160 63、80

7 额定电流 A 630、1250、1600

8 额定频率 Hz 50

9 单相接地动作时间 ms <40

10 异相短路跳闸时间 ms ≦10

11 防护等级 外壳 IP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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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专业工程师将根据用户提供的系统参数和现场条件进行个性化设计，待用户签字确认后实施。

用户应明确装置现场安装空间、并柜方式、进出线方式。

环境温度、海拔高度或使用环境超出本装置的允许范围时，请在订货技术条件中详细注明，以便我公

司为贵方特殊设计、特殊供货。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出厂均须经 115%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1:1 试验台上金属接地、弧光接地、断线故障

等工况下的动作和选线试验以及工业四级电磁干扰试验考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安装调试
如用户需要，本公司可负责现场安装指导及现场调试服务，用户提供必要的配合与协助,用户还应负责

并现场安全措施的落实并负责安全监护。

用户在遵守保管及使用规则的情況下，质保期内产品由于质量原因而发生损钚或不能正常工作,本公司

无偿为用户更换或维修。

本公司对产品终身维修并以优惠的价格提供备品配件。

用户对产品产生疑问，本公司在 2 小时内给与答复，若有重大技术问题,本公司将派技术人员 48 小时

内（交通工具允许的情况下）赶到现场解决问题。

□包装储运
本装置一般采用木箱包装，柜体底座应固定在包装箱底板上。

本装置不宜在三级以下公路上长距离运输,必要时可拆散包装,重要部件尽量不采用公路运输。

长期不用时,应储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宜长期在户外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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