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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nsformer wiring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of transformer, It affects each side of the transformer voltage
and current phase relationship .By introducing an accident of the transformer’s false tripping due to external fault,
combined with wave recording data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uter ratio of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analysis the cause of
differential current elaborate the impact of grid and relay because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transformer sequence,
described the change of the transformer wiring by adjusting the phase sequence of transformer, providing experience on
the use of transformers for other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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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是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影响着变压器各侧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通过介绍一
起区外故障引起的变压器比率差动保护误动作，结合保护动作数据和微机比率差动保护原理，分析了差流产生
的原因，并分析了对电网运行和继电保护的影响，阐述了变压器相序调整引起变压器接线方式的改变，为其他
单位对变压器的使用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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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现场情况

2009 年 01 月，江河 2#变综合自动化改造期间，
江 1#主变比率差动保护在一次区外故障中动作跳闸，
造成江河变电站全站失压。

江河变电站有两台变压器，额定电压为
110kV/35kV/6kV，变压器铭牌标示接线组别为：Y/Y/
△-12-11 点接线。江 1#变保护为刚刚投运的东方电子
DF3300 系列变压器保护。2#变配合综合自动化改造工
作处于停运状态。d1 处发生故障，江 6 板速断保护动
作跳闸，同时江 1#变比率差动保护动作跳闸，差动保
护范围内未发现故障痕迹，试送变压器成功。

3 事故原因查找分析

Figure -1

很明显这是一次区外故障引起的差动保护误动作
事故。首先核查了保护回路、CT 的变比和极性均正确。
其次对保护方案进行核查，保护定值按照保护说明书
要求整定，保护装置中变压器接线组别设置为 Y/△
-11 点接线方式，与变压器铭牌一致，平衡系数设置
正确。然后将 1#变试送电带正常负荷检查保护装置计
算的差流情况，保护装置显示差流值很大，约为 40%
的额定电流，如果主变通过故障电流，保护装置计算

图-1 江 1#变差动保护动作前的运行方式
the operation mode of Jiang #1 transformer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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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流将超过差动保护设定门槛值而动作，也就是说该
保护装置存在区外故障误动的可能。保护装置为什么
会计算出这么大的差流呢？
我们对电流相量进行分析，以高压侧 A 相电压为
基准，测量高、中、低侧 A 相电流相量分别为：Iha=1.65
∠190°，Ima=0.65∠12°，Ila=2.3∠340°，将二次
电流幅折算到一次值，和实际负荷电流一致，说明 CT
变比正确。绘制各侧电流向量图如图-2 所示，电流相
位分析表明低压侧电流超前高压侧电流 30°，这说明
主变高低压侧实际为 Y/△-1 点接线，将保护装置中变
压器接线组别定值改为 Y/△-1 点接线方式，再看装置
显示差流，降为 0.05A，在正常允许偏差范围内。

图3
Y/Y/△-12-11 向量图
Figure 3 Y/Y/△-12-11ector Graphics

图-2 江 1#变 A 相电流实际相位
Figure -2 phase A current actual phase of Jiang 1 #
transformer

变压器实际接线组别与铭牌不一致是怎么造成的
呢？我们对该变压器的一次接线检查，发现线路 A、B、
C 标识和变压器 A、B、C 标示不是一一对应，变压器 A
与线路的 C 相相连，变压器 C 相和线路的 A 相相连，
中低压侧也是 A、C 相进行了互换。经历该站建设技术
人员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电源线路进站时相
序错了，受现场制约没法调整换相，就采取这种接线
方式，变压器内部接线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对这种接线方式下变压器接线组别进行分
析，发现 Y/Y/△12-11 接线的变压器经过 A、C 相互换
后，接线方式变为了 Y/Y/△12-1 点接线，向量图分析
如图-3 和图-4。
该站以前使用电磁型差动继电器，相位调节任务
由 CT 接线来完成，变压器一次相序调整后 CT 二次接
线相序相应调整，所以原差动保护一直运行正常。东
方电子 DF3300 系列微机型变压器继电保护装置为了
简化接线一般都要求变压器各侧 CT 按 Y 型接线，依靠
软件进行相位和幅值的调节，但必须在保护装置中设
置正确的变压器接线组别。
本次差动保护误动原因找到了，即：主变的 A、C
相相序调整使用在实际造成了变压器的接线组别的改
变，按照铭牌参数设置保护定值，造成了保护装置计
算错误，在通过故障电流时保护装置计算出很大差流
值，造成了保护装置误动作。

图 4 Y/Y/△-12-11 变压器三侧 A、C 相互换后向量图
Figure 4 Vector Graphics after change the phase of Y/Y/
△-12-11 transformer

4 整改措施
该站这种接线方式造成变压器接线组别的改变，
也造成其 6kV 系统与其他 6～10kV 系统间存在 60°的
相位差，如果环网倒负荷将造成较大的环流，这就限
制了该变 6kv 侧不能与其他 6kV 电源环网运行。解决
办法有两种，一是在电源线路或 110kV 母线上进行 A、

85

978-1-935068-23-5 © 2010 SciR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mart Grid

C 相互换，二是对变压器低压绕组内部接线进行调整，
但这两方法在实施中均存在较大的困难，好在该站处
于偏远山区，6kV 系统相对独立，经研究决定暂时保
存目前接线运行，仅将两台主变保护装置的定值修改
为 Y/Y/△12-1 点接线方式。定值修改后运行半年来未
出现类似问题。

改变使用方式，一定要全面分析改变后带来的影响，
避免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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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变压器用户要尽量按照铭牌标示正确使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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