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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铁企业电网运行环境复杂,电力设备故障较多,极大地影响着其内部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并
对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传统运检技术难以解决企业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问题,随着技术发展,电力系
统在线监测、抗晃电等新技术为电网安全经济运行提供了保障,我公司利用这些新技术取得了较好成效,
现做简要介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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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afe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power grid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Youan Xiong
Energy power plant of Echeng Iron and Steel Co., Ltd. of Baowu Group, E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are large consumers of electricity,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ir power grid.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untry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the enterprise internal often develop into a set of power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small grid, due to the power grid topology relationship, as long as a node equipment failure
occurs, it will cause a chain reaction, accident caused extensive production, caused a big loss to enterprises. And steel
companies are often due to the limited land, power line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is poorer, combined
with the impact load is bigger, cause the load fluctuations, in addition, such as arc furnace and frequency harmonic
source, easy to cause fever burne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power supply equipment running environment is poor,
dust, high temperatur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reat for normal oper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equipment failure,
It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safe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enterprise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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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试验或两次检修之间的设备状态变
化无能为力,不能及时发现和监视一些
短期内变化较大的缺陷,而这些缺陷一
旦发展成为故障,对电网运行的可靠性
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需要采用先进的
技术手段对电力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连续
的在线监测,以便及时发现设备的故障
隐患,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或减少非
[2]
计划停电事故发生 。针对我公司电网

设备故障频发的情况,我们主要采取了
以下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1对供电电缆线路采用了高频局
放在线监测技术,用高频传感器采集电
缆接地线暂态电流信号。传感器安装在
电缆屏蔽层接地线处。然后将电流行波
采集单元安装在系统主站内,采集单元

高频局方采集系统示意图

采集到的信息上传到公司操控中心,操
控中心工作人员根据中央服务器和平台
诊断软件提示的信息,安排有缺陷的供
电线路检修,及时处理设备隐患。

高频电流耦合器示意图
2.2配电室安装零序故障诊断与录
波系统,对于少量设备缺陷未能及时发
现,发展到单相接地阶段,我们通过该
系统及时发现接地线路或设备,及时停
系统结构示意图

运并处理故障,避免发展为相间短路,
引起电网波动,带来较大损失。由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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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测温装置全面安装后发现刀闸接头温
度过高3次,及时进行了处理,避免了故
障发生,同时小电流选线装置安装以来,
准确判断了炼135#线及炼706#两回下路
故障,及时停电进行了处理,避免了故障
扩大。我厂供电电力设备故障由原来每
年3~4次,降为每年一次,另外通过这些
新技术手段,将传统的定修模式改为状
态检修,避免了过度检修,节省了人力物
基本保障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2.3.3重要配电室采用快切开关和
抗晃电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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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交流电源失电或者晃动时,直流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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