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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接地故障是 10 千伏线路最常见的一种故障,严重影响配电网稳定安全运行。如果 10 千伏线路运行过程中的接地

故障不及时排除,容易使故障扩大发展为相间短路或多接地点短路,危害电网绝缘和设备安全。基于此,本文阐述了 10 千伏
线路接地故障对设备造成的主要影响及其影响因素,对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的处理措施及其防范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旨
在保障 10 千伏线路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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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类型主要包括:单相接地故障、两

的工艺操作不当或者质量较差, 都有可能会造成瓷瓶扎线

相接地故障、三相接地故障。其中三相、两相,其故障大多为

脱落,造成接地故障。此外,线路及设备在长时间运行之后,

线路的跳闸,且在 10 千伏线路中,其一般是不需要进行接地

也可能会出现老化或故障,比如导线断线、倒杆等,这些都容

处理, 因此其线路出现了单向的接地之后,对于线路,并无显

易造成接地故障。(3)人为破坏因素。人为破坏也是 10 千伏

著的影响,同时其接地的电流也较小。但是 10 千伏线路发

配电线路接地故障发生的因素之一, 从当前的故障原因统

生单相接地之后,对于线路正常运行会产生较大影响,常会

计来看,不法分子偷盗电缆的行为时有发生,电缆一旦被偷

出现区域内的停电情况,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及时抢修处理。

就会给整个配电接地系统带来破坏, 给配电网的安全运行

以下就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的处理进行了探讨分析。

带来巨大的风险。此外,在 10 千伏配电网正常运行中,个别

1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对设备造成的主要影响分析

用户或企业对线路或设备进行私自改装, 或者对接地系统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对于设备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

结构进行私自更改,这些都会造成接地故障的发生。

为:首先是对变电设备造成的影响。10 千伏线路在发生故障

3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的处理措施

之后,其电压互感器的铁芯就会处在饱和的状态之中,因此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的处理措施主要表现为:(1) 针对

其励磁电流也会不断增加。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设备的烧毁,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因素中的外力人为因素, 供电企业应

进而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对配电设备的影响。其发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提升人们的电力安全意识和电力保护

生故障之后,电压会变大,继而导致线路上的绝缘子被击穿,

意识,并强化 10 千伏线路运行管理与监督,建立各级联动机

出现短路的情况。之后是对配电网的影响,其发生故障后,会

制,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护；(2)针对季节性雷雨、雷击闪络等

导致大面积的停电,给电网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巨大的阻

因素造成的接地故障,供电部门要进行防雷综合治理,尤其

力。最后是对线路电能损耗的影响。

是在重雷区架设避雷线, 此外还应适当采用高电压等级的

2 影响 10 千伏配电线路接地故障的主要因素分析

绝缘子,减少雷击跳闸和断线事故的发生；(3)针对瓷瓶绝缘

影响 10 千伏配电线路接地故障的因素主要有:(1)自然

击穿、炸裂造成的接地故障,电力部门应定期对所辖线路网

因素。造成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原因是多层次的,其中自

络进行排查,及时发现老化的瓷瓶并进行更换,排除瓷瓶质

然因素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大风、冰雪、雷雨等季节性

量引发的接地故障；(4) 针对低压线或者弱电线放电接地问

变化是造成接地故障的主要自然因素。由于 10 千伏配电线

题,供电部门应按照要求和计划进行“三线”清理,不允许弱

路通常是在室外, 大风等季节性变化在长时间内往往会导

电线挂在电线杆塔上。此外,供电部门还应对不合理的线路

致线路断线及跳线,进而造成塔杆或设备发生放电,进而形

进行整改, 将高压电线路与低压电线路设定合理的距离,保

成接地故障。比如大风造成的树木压迫线路等。冰雪天气可

证二者互不干扰；(5)在线路日常运行中,倒杆、导线断线等

能会造成 10 千伏配电线路被冰雪覆盖,此外雷击也可能造

现象时有发生, 一旦设备老化或外力干扰都有可能造成倒

成瓷瓶闪络,这些都会造成接地故障,尤其是瓷瓶遭雷击炸

杆或导线断线,因此供电公司应制定明确的计划方案,对老

裂,则会引起永久性的接地故障。(2)配电设备自身因素。10

旧线路进行改造, 要社里专门的巡视组对没有改造的老旧

千伏配电线路运行过程中,在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其自

线路加强巡防、检查和维修,要以高标准、高质量来落实事

身质量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比如瓷瓶长期使用后的老化或

故措施；(6)在故障因素分析中,瓷瓶扎线故障也是引起接地

者质量差等因素,可能会造成接地故障。瓷瓶在使用时间过

故障的重要因素,在针对瓷瓶扎线故障的防范中,要对电力

长之后,在外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容易发生老化,进而导致

建设员工加强培训,提高针式瓷瓶绑扎质量。还要结合当地

瓷瓶绝缘爆炸。在 10 千伏配电线路施工时,如果瓷瓶扎线

气候环境特征,适当的调整线路档距。此外,电力公司还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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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对线路进行登杆巡视,发现绑扎缺陷及时处理；(7)跳线

备加强检修。例如:配电变压器、避雷器等。通過及时的检查,

问题的处理,应校核跳线对杆塔、横担的净空距离,充分考虑

可以及时发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故障问题,并

风偏、热胀冷缩的影响,确保跳线对地的安全距离,跳线连接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维修工作,有效地保证其设备的正

的可靠。

常运行。同时,还需要对其使用的老旧设备,进行及时有效的

4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的防范策略分析

更新,对其出现问题的零件,也需要加强更换工作,从而有效

4.1 加强配电线路检查

避免 10 千伏线路出现接地故障问题。

针对 10 千伏线路出现的接地故障,需要加强配电线路

4.4 借助于消弧线圈,解除单相接地故障

检查,其具体检查应该以线路巡检工作为主,加强其巡检的

利用自动调谐接地选线装置中的消弧线圈, 可以对接

力度, 对其线路的具体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把握与监督,之

地线路的电容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把握,及时确定故障区

后在对其运行中可能存在的接地故障问题, 进行及时的发

域,尽快解决故障。其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消弧线圈中电流 1,

现与解决。基于此,电力系统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对于线

以及电容 IC、电感流 IL,将会共同合作,来组成接地弧道。然

路的巡检工作, 定期可以对其线路进行抽检或者是全检,针

后,线圈中通过弧道流出的电感性电流,即可与 IC 电容,发

对较常出现问题的区域进行重点检查。其具体检查内容包

生作用,实现互相抵消。这也就使得接入地面的电流极,有效

括:检查配网线路,是否与外界的建筑物、树木植被等物体,

地实现降低。这样的工作流程,也会使得电弧能够,进行自主

保持着适当的间距；检查配电网系统的中各项零件的使用

的操作,避免线路出现短路情况。在接地变和消弧线圈内,通

情况,观察其零件是否存在松动的情况,是否有破损或者是

过人为的构造,可以将其系统的中心点,接入到消弧线圈的

零件遗失情况出现。检查人员定期进行详细的检查之后,需

范围之内,这样可以便于线路检修人员,及时发现线路出现

要对其检查结果,做出书面的检查报告,并且及时上交给上

接地故障的区域, 进而有效缩短供电区域内的停电时间,避

级主管部门,进行核查。一旦出现线路故障问题,需要及时采

免线路出现其他更为严重的故障。

取应对措施,对其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避免造成巨大的安

5 结束语

全事故。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电力运行系统中使用的 10 千伏配

4.2 加强零件绝缘性检查

电网输电线路, 可以有效地满足广大用户对于电力资源的

电力系统运行需要借助于大量的零件, 来保证其正常

需求。但是 10 千伏线路接地运行可能会对设备、人身造成

作业,因此需要对其零件绝缘性加强有效检查,避免这些零

损害,而且长时间运行也易造成不同线路不同相接地,形成

件导致的接地故障问题。需要检查绝缘性的零件,包括:绝缘

相间接地短路,进而引起跳闸,因此对 10 千伏线路接地故障

子、避雷器。检查后,如果其绝缘性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将

的处理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会保证其零件的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 保证整个配电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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