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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泵站高压直配电机防雷设计与应用
黄仁康，黄智丰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江苏江都２２５２００）

摘要：对无主变水电站、泵站高压直配电机的防雷措施设计作了介绍，并对直配电机遭受直接雷或感应雷
袭击时，雷电波在防雷设备中的行波过程进行了分析，对雷电波通过防雷设备时的波速、陡度、折射电压进行
了计算。可供从事高电压技术设计人员参考。
关键词：直配电机；防雷措施；设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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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Ａ

０引言
我国目前平原地区已建成一大批以低扬程、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４）０４加０１７－０３

机与架空线直接相连时，称为高压直配电机。直

配电机主结线简洁、投资少，已被不少水电站及
泵站所采用。但直配电机必须有完善、可靠、合理

大流量为特征的大中型泵站５ ５００多座。这些大

的防雷措施，否则很容易受直接雷或感应雷的袭

型泵站在抗洪排涝、工农业用水、河道通航、降低

击。目前的高压直配电机一般都采用避雷器限

盐渍、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因

幅、高压电缆减速，高压电容降陡、电机中心点防

此。泵站的运行安全十分重要，除泵站设备制造

反击等切实有效的防雷措施。

质量、运行管理等因素外，泵站主设备遭受雷击

（１）在泵站１０ ｋＶ或６ ｋＶ进线端亦即架空

而被迫停运并造成重大损失是影响泵站运行安

线终端杆，设置一组避雷器（避雷器的工作电压、

全的重要因素。

最大放电电流、最低残压值，经计算后选定）不仅

我国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早期泵站的防雷

对雷电波进行了限幅，又可防止架空线与电缆节

措施较为简单。一般在泵站高压进线处安装一组

点间波阻抗突变及电压反射造成绝缘子闪络或

电站型避雷器用于抵御大气过电压、在室内高压

击穿。避雷器的选用可很方便地在产品样本中查

母线上安装一组电容器防止操作过电压。实际运

出，需注意的是，应使用放电电流较大，残压值较

用证明。仅仅依靠这些简单的防过电压措施是不

低的电站型避雷器。

能满足泵站设备防雷要求的，它无法大幅度降低

（２）将架空线终端杆设在离水电站或泵站

雷电波对电机等主要设备的冲击速度，也无法消

５０

除雷电波形成的高电压在电机、互感器等绕组上

电缆中以半光速推进。由于雷击的能量与雷电波

全压反射。泵站在雷雨期的安全运行无法保证。

行波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使用一段长度超过５０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泵站防雷设计（特别

是直配电机防雷设计）对泵站主设备遭受雷击的

ｍ处，用一段高压电缆引入泵站，使雷电波在
ｍ

的电缆进线后作用在电机绕组上的冲击能量只

剩下未设电缆前的ｌ，４，有效地保护了电机绝缘。

破坏机理、设备绝缘强度与设备的绝缘配合等防

（３）在泵站１０ ｋＶ或６ ｋＶ母线上装设一组

过电压技术作了研究。泵站的防雷设计逐步完

容量为０．５斗Ｆ的高压电容器，以降低雷电波的进

善，泵站雷害损失大幅度降低，保证了泵站运行

波陡度、降低电机绝缘首端与匝间的电压上升速

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度，限止在２

１直配电机防雷设计的基本要求
当水电站或泵站高压电机的额定电压与供
电电压相同，不宜或无需装设主变压器，高压电
作者简介：黄仁康（１９５１一），男，江苏省太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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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

Ｖ，斗ｓ以下，１０ ｋＶ电机绝缘电压

上升速率一般最大允许值为５

０００

ｗ斗ｓ，满足了

电机绝缘在单位时间内电压上升率不超厂方制
造标准。
（４）在电机的中心点装设电机中心点专用避

·璃·ＤＲＡ｜ＮＡＧＥ

ＡＮＤ｜ＲＲｌＧＡＴ｜ｏＮ

ＮｏＡ

ｒ一圆导体半径，ｍ

雷器一只。利用其非线性放电的性能及放电电

导线中有电流时，电感量为厶。

压、残压都较低的性能，进一步防止过电压在电
机中心点的全波反射，从而保护了电机绕组（特

ｋ＝；挚·ｌｎ（２㈣

别是尾端）及匝间绝缘。
式中

（５）

ｌ‘。广一真空导磁系数，４１Ｔ×１０４

２防雷设计的原则

Ｈ，ｓ

ｕ．——介质的导磁系数，架空线、电缆及金

２．１避雷器限幅

属导线均为１

避雷器的限幅性能，因产品按不同的电压等

将式（３）、式（４）、式（５）联合考虑得：

级系列来生产，产品样本均有详细的技术参数及

（６）
秽＝№声卢—０ｎ５－３×１０８＠严ｒ）蜘，ｍ，ｓ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ｃ＝３×１０ｓ ｋ毗。由式（６）

说明，选择正确，便可以起到良好的防雷限幅作
用。

知，由于架空线的８，，Ｍ，均为ｌ，所以雷电波在架空

２．２雷电波在电缆中行波速度为半光速的依据
电缆的相间存在着电容ｃ０（比架空线对地电
容大）。当雷电波经过电缆导体时，电缆导体中流
过电流，：

线中同样以光速推进；对于电缆，由于占，一４，ｑ—
ｌ，故知雷电波在电缆中的行波速度为光速的
５０％，即光速的一半。
２．３母线电容量的确定

，＿器＝ｃｏｍ

（１）

式中，＿—导体中的电流，Ａ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雷电波入侵前只有
工频电压，无雷电波电压，波电流为零；雷电波未
来临时，波首的电能在电容器上全部转化成磁

ｃ厂—｛染空线电缆电容容量，Ｆ

（，广雷电压，ｋＶ

能，电容器开始充电，充电陡度在￡＝０时为最大，
单位长度电机绕组电压上升率：

口——雷电波行波速度，ｋ—ｎ，ｓ
由单位长度导体的感应电势基本公式可知：

皓西·秽

ｄＵ一２％
越
ｚ２ＣｌｔＪｌ

（２）

（卜感应电压。Ｖ

式中

式中，以为电机匝间绝缘耐压值，取厂方制造标准
ｋｖ；ｃ，为母线电容量，Ｆ；Ｌ为电机绕组每匝长

垂——磁通量。ＧＳ

ｏ．６

中＝厶ｏ，

度，取厂方制造标准２．Ｏ ｍ；互为电机绕组前的波

Ｌ０＿一导体的电感量，Ｈ

阻抗，黄绝缘（粉荃环氧）电机波阻抗一般为５０

‰厶，

所以

避雷器限幅值，砜＝１２６ ｋｖ；移。为雷电波在电机绕

‰￡ｏ（ｃ０％·移）

组中受波阻抗影响时的行波速度，秒，＝６×１０，ｍ，ｓ。

在击

则

经公式变换有：

由于雷电压刚进入电缆段时，雷电能量未释

，１—

，１、

～７ Ｊ

代人数据得：

皓％

止击
秽＝（击）

２％

。ｌ一乏币丽蕊ｉ－

放，故
所以

Ｑ；

％为雷电入侵电压，因进线避雷器起作用，％便为

由式（１）及式（２）得：

ｃｌ：ｉ艽＝乏兰；吴吴鼻？ｉｉ≯汴：２．８×ｌｏ－７
。ｌ一亏石聂石叉Ｔ西写习ｉ丽一二’ｏｘ Ｆ：ｏ．２８“Ｆ
１ｕ

ｏ．５

（３）

架空线对地电容量为ｃ０

８广真空介电常数，（Ⅳ３６叮丁）×１０‘９

ｒ—ｕ’二。斗ｒ

取电容器容量为０．５肛Ｆ，一是按规程要求：
“３—１０

ｋＶ母线电容器作防大气过电压时宜取

０．５～１．０斗Ｆ”，二是为了限制电机绝缘电压上升陡

ｃ０＝器暑
Ⅶ一ｉ丽

式中

ＭＡｃＨｌＮＥＦｗ、Ｉｄ．２２

（４）
Ｌ叫
Ｆ／ｍ

度。０．２８斗Ｆ为最小需要容量，取０．５灯符合厂方
平陡要求及高压电机设计规范。因电容量的计算
公式（７）为线性比例，可以满足限制电机绕组电压

占．——介质的介电系数，空气为ｌ，电缆为４

上升速度不大于２ ｋＶ／扯ｓ的设计要求。公式（７）也

＾——导体对地理论高度，ｍ

表明：电机容量大时，母线电容器容量可选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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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平陡效率。电容器额定电压选取时，无论

在尚无电机更新经费的情况下采用上述四项防

按星形或三角形接法，均按线电压选取。

雷措施后，１０台主机绝缘均未受损，使已应用３０

２．４电机中心点设专用避雷器引雷电流入地

多年的老化设备在防汛抗洪、南水北调、逆行发

雷电波经避雷器限幅、电缆减速、电容器降

电运行中得以安全、可靠工作。

陡后，作用在电机上的能量已大大降低。在行波

仪征土桥泵站实施了本防雷措施后，２００３年

至电机中心点时，如果中心点未装专用避雷器，

雷雨期１０ ｋＶ供电线路曾遭受二次雷击，较严重

对地开路，则该点的波阻抗无穷大。

的一次将同线路某高压用户的电压互感器击毁，

根据行波折射定理：
／

高压熔断器对地击穿，线路末端绝缘子闪络，排

７

＼

％＝％｛２笋＋互）
１

（８）

ｆ

一ｌ

式中以——折射电压，ｋＶ

涝运行中的土桥泵站３台１０

ｋＶ，５００

ｋｗ同步电

机同时受到雷电波冲击，由于防雷措施设计得
当，符合防雷客观机理，电机瞬间受到的冲击能

（‘ｒ一入射电压，ｋＶ

量已不足以破坏电机绝缘强度（值班员反映。电

乙——电机中心点波阻抗，Ｑ，为无穷大

机遭受雷击时有短时震动伴啸叫声）。
随着一大批流域防洪、城市防洪、南水北调

五——电机绕组前导体波阻抗，Ｑ

等泵站的建成，对泵站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提

ｚ．——电机绕组波阻抗，Ｑ

出了更高的要求，合理、安全的防雷设计是保障

由式（８）可知，电机中心点波阻抗为无穷大时，入

泵站高强度、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的重要条件。

射电压全部反射，称全反射电压，即作用在电机
绕组上的雷击电压将是入射电压的２倍，仍有可

４结语

能击毁电机绕组，所以必须安装专用瓷吹式或氧
化锌避雷器一台。将雷电流入地。

（雷暴强度不同，雷电日不同）、主电机绝缘等级、
制造材料、供电距离及电压等级、泵站重要性等

３防雷设计应用
笔者将上述防雷措施应用在江都水利枢纽
第三抽水发电站、仪征土桥泵站、张家港朝东圩
引水泵站等大中型泵站工程上，均收到了良好的

防雷效果。其中江都三站始建于上世纪６０年代
末期，装机１０台套，总流量１３５ ｍ３／ｓ，主电机为立
式同步电动机６

泵站的防雷设计还应根据泵站所处的地域

ｋＶ，１ ６００

因素，对泵站防雷措施进行不同的方案设计。例
如可在进线电缆两端均设置避雷器，加长进线电
缆长度，在电机绕组首端增设限流器。加大母线

电容容量，选择绝缘等级较高的电机等措施．以
提高泵站防雷设计等级，确保重要泵站的安全运
行、可靠、连续运行。

ｋＷ，Ｂ级绝缘，主电

机已使用３５年之久，远远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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