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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
地铁 35 kV 备自投方案
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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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地铁 35 kV 供电系统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采用线路差动保护起动方式，在上级母线故障时存在备
自投拒动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分析并提出一种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 35 kV 备自投方案。该方案借助国内地铁
已有应用的数字通信保护技术，通过上、下级备自投的信息通信和逻辑判断，实现备自投有选择性地快速动作。
根据对信息利用方式的不同，提出闭锁式备自投和允许式备自投，分析两种方式的动作原理和逻辑组成，并从速
动性、可靠性、方案的实现等方面分析其特点，传统变电站更适合采用允许式备自投，智能变电站采用两种方式
均可，但宜优先采用允许式备自投。
关键词: 地铁；35 kV 供电系统；数字通信保护技术；闭锁式备自投；允许式备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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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for 35 kV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Based on
Technology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in Metro
YAN Shi1, ZHONG Sumei2
(1. Shenzhen Airport (Group) Co., LTD., Shenzhen 518103; 2.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Shenzhen 518040)
Abstract: As an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triggered by a line optical-fiber current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is
non-responsive due to busbar faults, a scheme for a 35 kV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based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domestic metro, is proposed and analyzed. The proposed device supports fast
and selective action through logical reason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s. Depending on
the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modes, permitt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and lock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s are
proposed,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logical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peed, relia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two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s are analyzed, and the permitt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is recommended.
Keywords: metro; 35 kV power system;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lock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permitt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简称备自投)在地铁 35 kV


技术的备自投方案，通过上、下级备自投的信息通信

供电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通常， 备自投由低电压

和逻辑判断，实现备自投有选择地快速动作，提高备

或线路差动保护起动，前者涉及多级备自投的级差配

自投的可靠性。

合，存在动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后者则存在 1 个供电

1 35 kV 备自投及其不足

分区内上级变电站母线故障时备自投不动作导致下级
变电站大规模停电的问题。现提出基于数字通信保护

国内地铁 35 kV 供电系统通常为环网接线，3～5
个变电所链接组成 1 个供电分区，供电分区从主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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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入 2 路电源，变电所 35 kV 侧为单母分段接线，
采用分段备自投方式。若备自投采用传统的低电压起
动逻辑，根据 DL/T 584《3 kV～110 kV 电网继电保护

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地铁 35 kV 备自投方案

装置运行整定规程》要求，备自投的低电压动作时间

时间为 2 s，B～F 变电所备自投 BZTB～BZTF 的低电

应大于本级线路电源侧后备保护动作时间，另外为避

压动作时间分别为 2.5 s、3 s、3.5 s、4 s、4.5 s，可以

免单一故障导致备自投大面积动作，备自投的低电压

看出，供电分区的下游变电所备自投的动作时间较长，

[1]

动作时间按由上至下的原则逐级配合 。如图 1 所示，

供电可靠性较低。在国内地铁供电系统已应用的大分

A 主变电所主变低后备保护与接地变零序电流保护的

区接线中变电所的数量至少在 6 个以上[2-4]，备自投的

最长动作时间约为 1.7 s，备自投 BZTA 的低电压动作

动作时间更长。

图1
Fig. 1

35 kV 供电系统简化接线

Simplified electrical connection of 35 kV power system

通常地铁 35 kV 备自投由线路差动保护起动，避

备自投和允许式备自投 2 种。
3) 主变电所 35 kV 备自投作为 35 kV 供电系统的

免了多级备自投的级差配合、动作时间过长的问题，
并且由于线路差动保护的绝对选择性，备自投不会动

首端备自投，仅向下级备自投发送信息，其动作逻辑、

作于故障。但此方式也存在不足，若图 1 中 B 变电所

配置与传统备自投相同[5]，本文不再赘述。

的Ⅰ母故障，线路差动保护不动作，BZTC～BZTF 不

3

动作，C～F 变电所的Ⅰ母均失电，停电范围扩大[5]，

为防止备自投动作于故障母线，反映母线故障的

并且线路差动保护装置及其光纤通道故障也导致备自
投无法动作，可靠性低。

2

采用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备自投

备自投与保护的配合

保护应闭锁备自投，备自投的低电压动作时间应与保
护相配合。母线故障通常由进线断路器(301、302)配
置的电流选跳保护或电流保护动作切除，也可通过母

近年来，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电流选跳保

线差动保护动作切除，备自投的低电压动作时间应大

护在国内地铁供电系统已有应用，通过保护装置之间

于上述保护的动作时间。母线差动保护的动作时间仅

的信息传递，判断故障位置，实现有选择性地快速

数十毫秒，电流选跳保护的最长动作时间约 0.7 s[9-11]。

动作 [3-4,

6-8]

。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软、硬件平台

同样能实现备自投有选择性地快速动作，其基本原则
如下：
1) 与传统备自投的动作逻辑组成相同，由充电条
件、起动条件、放电条件组成。为避免线路差动保护
起动备自投的不足，仍采用低电压起动备自投。

考虑保护拒动导致备自投动作于故障母线，备自
投应配置后加速保护。当备自投动作于故障母线时，
后加速保护快速动作切除故障。

4

闭锁式备自投
所谓闭锁式备自投即下级备自投在动作时间内接

2) 为避免下游备自投的动作时间过长，由上级备

收上级备自投发送的闭锁信号闭锁动作，否则在满足

自投通过光纤通道向下级备自投发送信息，下级备自

起动条件并达到动作时间后动作。BZTB～BZTF 的动

投对接收的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后实现有选择性地动

作逻辑类同，充电条件如图 2 所示，以 BZTB 为例。

作，而不是仅通过低电压的动作时间与上级备自投配

如图 3 所示，BZTB 起动向 BZTC 发送闭锁信号(即

合。根据对上级备自投信息的利用方式，分为闭锁式

备自投起动信号)并经延时一跳 301/302，若在延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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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前，BZTB 未收到 BZTA 发送的闭锁信号，延时一

矩，且如第 3 节分析，BZTB 的延时一必须大于 0.7 s，

达到后跳 301/302 并确认 301/302 分位后延时合 300；

考虑地铁并无大容量的 35 kV 电动机负荷，结合运行

若在延时一达到前，BZTB 收到 BZTA 发送的闭锁信号，

经验，延时一最短可整定为 1.2 s，BZTB～BZTF 的延

BZTB 被闭锁动作出口直至闭锁信号消失，由 BZTA 动

时一整定相同。

作恢复母线电压；若 BZTB 在 BZTA 发送的闭锁信号消
失后仍处于起动状态，则在延时一达到后跳 301/302
并确认 301/302 分位后延时合 300。
延时一必须能等待可靠收到 BZTA 发送的闭锁信
[12-13]

号

，其大小取决于数字保护的通信类型和性能，

通常从故障发生至 BZTB 收到 BZTA 发送的闭锁信号
最长约 90 ms[9]，延时一必须大于 90 ms。延时一越短
对负荷越有利，但母线停电后会因电动机反送电而残
压较高，延时一太短会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和冲击力

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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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备自投的充电条件

Charging logic of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闭锁式备自投的起动条件

Action logic of lock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基于数字通信保护技术的地铁 35 kV 备自投方案

BZTB 监测到通信通道故障后是无法确认此时

因为 301/302 在 BZTB 起动前已处于分位，说明 301/302

BZTA 是否起动，为防止越级动作，BZTB 起动经延时

偷跳或保护动作跳 301/302，
即使 BZTA 动作合上 300，

二跳 301/302 并确认 301/302 分位后延时合 300。延时

但 B 变电所母线仍然失电，故此过程 BZTB 不受通信

二按传统的由上至下逐级配合的原则整定，如第 1 节

通道故障与 BZTA 发送的闭锁信号的影响。

分析，若 BZTA 的低电压动作时间为 2 s，BZTB～BZTF

闭锁式备自投最不利的情况出现在多重故障发

的延时二分别整定为 2.5 s、3 s、3.5 s、4 s、4.5 s，延

生时，如上级备自投动作但断路器拒动或上级变电所

时二整定最长不宜大于 6 s，对于大分区接线会导致下

母线故障且通信通道故障，此时备自投的动作时间

游备自投失去选择性。

最长。

为避免 BZTA 动作失败而导致 A～F 变电所的一
段母线均失电(如 A 主变电所 300 拒动，BZTA 一直处

5

允许式备自投

于起动后的等待状态，BZTB～BZTF 一直处于起动后

所谓允许式备自投即下级备自投在满足起动条件

被闭锁的状态，直至达到放电时间后放电)，即使 BZTA

并确认收到上级备自投的允许信号后加速短延时动

仍处于起动状态，在展宽达到设定的时间后其闭锁信

作，若未收到上级备自投的允许信号则长延时动作。

号输出也应终止。需要注意的是 BZTA 起动后又返回，

BZTB～BZTF 的动作逻辑类同，充电条件如图 2 所示，

其闭锁信号输出应立即终止。展宽的设定应大于 BZTA

以 BZTB 为例。

动作合 300 的最长时间，否则将导致 BZTB 越级动作。

如图 4 所示，BZTB 起动并收到 BZTA 发送的允许

BZTA～BZTF 的展宽可分别设定为 2.6 s、3.1 s、3.6 s、

信号(即备自投未起动信号)，经延时一跳 301/302 并确

4.1 s、4.6 s、5.1 s。

认 301/302 分位后延时合 300。若未收到 BZTA 发送的

BZTB 起动并确认 301/302 已在分位，则不受到
BZTA 的闭锁，经延时一空跳 301/302 并延时合 300。

图4
Fig. 4

允许信号，经延时二跳 301/302 并确认 301/302 分位后
延时合 300。

允许式备自投的起动条件

Action logic of permitting automatic busbar transfer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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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TB 起动并确认 301/302 已在分位，则不确认是
否收到 BZTA 发送的允许信号，经延时一空跳 301/302
并延时合 300。

延时也足够等待闭锁信号的可靠收到。在备自投动作
的快速性方面，二者性能相同。
3) 发生故障时，允许式备自投没有收到或没有及

延时一、延时二的整定与第 4 节的分析相同。可

时收到允许信号，仅导致备自投以较长时间动作，而

以看出，BZTA 发送的允许信号是加速 BZTB 动作的信

闭锁式备自投则会越级动作，二者均不会造成严重后

号，BZTB 未收到 BZTA 发送的允许信号，则按传统的

果，但允许式备自投的可靠性更高。

由上至下逐级配合原则整定的时间动作。通信通道故

4) 闭锁式备自投必须对通信通道进行监测并引

障仅导致 BZTB 在 A 主变电所母线故障的情况下以长

入其动作逻辑中以防止通信通道故障时备自投越级动

延时动作。

作；通信通道故障则不会对允许式备自投造成严重影

与闭锁式备自投一样，允许式备自投最不利的情
况出现在多重故障发生时。

6 通信方式
通信方式是实现闭锁式备自投、允许式备自投有

响，仅导致其以较长时间动作。
5) 硬接线结合光纤以及 IEC61850/GOOSE 的通
信方式均能满足闭锁式备自投、允许式备自投的动作
时间要求，前者接线简单，方便调试，但传输速度较
慢并且难以对硬接线松动导致的通信中断进行监测，

选择性地快速动作的关键。通过第 4、5 节分析可知，

更适合允许式备自投采用。后者传输速度较快并且能

备自投之间的通信信息非常简单，仅是备自投的起动

对 GOOSE 网络进行监测，对于闭锁式备自投、允许

状态，传统变电所、智能变电所均能实现。

式备自投均适合。

传统变电所可通过硬接线结合光纤的方式实现通

综上分析，对于传统变电所的改造，更适合采用

信，即备自投装置(上级备自投装置)通过硬接线将信

允许式备自投。对于智能变电所，闭锁式备自投、允

号发送至本变电所的线路差动保护装置，对侧变电所

许式备自投均适合，但考虑允许式备自投的动作逻辑

的线路差动保护装置通过光纤接收到信号并通过硬接

较简单，设置的参数较少，可靠性更高，宜优先考虑。

线发送至本变电所的备自投装置(下级备自投装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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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列控国家工程实验室通过验收
2020 年 8 月 14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国
家工程实验室”)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国家工程实验室是由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交控科技”)牵头，采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联合北京
交通大学(简称“北京交大”)、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建管公司”)、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简
称“京车公司”)共同建设完成。该实验室针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
性等持续改进能力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在国家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等各级单位支持下，围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安全保障与运输效率提高的迫切需求，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通
信与运行控制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平台，旨在支撑我国城轨行业安全可靠、高效便捷发展。
专家组一致认为，国家工程实验室瞄准城市轨道交通自主化列控装备战略任务和重大技术难题，突破了 6 项制约
城轨列控自主化创新“卡脖子”关键技术，构建了面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列控系统代际体系，具有开创性、示范性
和引领性。该项目已完成各项预期指标，符合验收要求及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在建设及运行的 4 年时间里，国家工程实验室实施“产学研用”协同的团队建设管理机制，依托交控科技在企业
管理、科技创新、市场拓展、资本合作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北京交大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建管公司在技术示
范应用、建设经验，京车公司在车辆接口、系统测试等方面的优势，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这一机制让国家工程实验室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研发出众多国内轨道交通列控领域先进技术，并同步将研发成果
成功转化落地。CBTC 技术方面，攻克纵向兼容的车载安全控制系统的成套技术，填补行业的空白，同时实现资源优
化，降低列车牵引能耗，现已在 50 多条线路上进行了工程化应用，攻克了互联互通系统的难题，首次编制完成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互通系统系列标准，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形成了中国标准的 CBTC 互联互通产业链，并
首次成功应用在重庆互联互通国家示范工程。全自动运行技术方面，首次自主研发了列车无人驾驶技术，创建了中国
版 FAO 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 FAO 自主技术空白，并首次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燕房线全自动运行系统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工程，成为国内全自动运行线路建设的标杆。
摘编自 https://www.camet.org.cn/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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