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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社会运转都离不开电力资源，电力系统负责电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所以保障电力系

统稳定运行非常重要。继电保护装置可以保障电力系统安全正常地运行，但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无法做到完全消除，

该故障一旦发生会对电力系统运行带来严重影响，进而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本文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

性故障展开了研究，基于隐性故障造成的原因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以供相关人员参考，进而最大程度减少了

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的发生，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输送电力资源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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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不断发展，科技也在不断进步，随着我们

对于生活质量和水平要求的不断提升，对于能源的需

求也在随之增加，电力资源作为当前需求量最高的资

源，这也使得电力系统面临着巨大运行压力。对于电

力系统而言，继电保护装置作为保证其高负荷稳定运

行的关键，只有确保继电保护装置保持正常状态才可

以使其更好地为电力系统运转提供保障。但是继电保

护隐性故障会使得继电保护装置出现问题，从而引发

一系列故障，所以做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排

查工作非常有必要。

1 继电保护中的隐性故障

在电力系统中，继电保护隐性故障可以说是继电

保护系统中一个无法消除的缺陷，并且隐性故障很难

被察觉 [1]。电力系统在保持正常运转时，继电保护隐性

故障并不会影响电力系统，但如果电力系统在运转中

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隐性故障的发生，并造成严重影响。

继电保护隐性故障会在一定条件下被触发，并且具有

一定随时性特征，通常情况下，维护人员在对电力系

统进行维护时很难发现隐性故障，并且隐性故障可能

存在继电保护系统的多个部位。

2 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的主要表现

继电保护隐性故障主要表现为操作失败或是意外

跳闸。其中操作失败通常是电力系统运行出现故障后，

继电保护装置无法有效解决故障，进而会出现操作失

败，而意外跳闸则是电力系统并没有出现运行故障，

或是保护区以外故障而引发的误跳闸。所以，将继电

保护操作失败这种隐性故障划分为保护举动，这种故

障会使得电力系统中最少一条母线被分离，而保护区

以外跳闸的隐性故障因为电力系统并没有出现故障，

只是其自发性有害跳闸或是误跳闸，所以划分为保护

勿动。对于意外跳闸可以立即进行补救，通过自动重

合闸的措施，而电力系统也会依照“N-1”的运行原则，

意外跳闸这种故障的发生通常不会影响电力系统的稳

定运行，但是如果是因为保护区以外故障而引发的误

跳闸就会严重影响到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在继电保护装置隐性故障开始时，此时继电保护

系统可能会出现操作失败的提示，而后备保护会将存

在故障的线路进行切除。继电保护出现操作失败故障

可以说不完全属于隐性故障，这主要是因为故障发生

后，其他后备保护会对其进行切除，这种单一的操作

失败故障虽然可以得到后备保护的处理，但是如果系

统出现了连续多次的操作失败，这种故障的范围更加

严重，影响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还会导致系统崩溃，

所以连续多次的操作失败需划分到隐性故障当中。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如果有其他杂散信号感染，就会导

致意外跳闸的出现，使得断路器出现错误才工作，进

而引发隐性故障。由于自发性有害跳闸在发生时，系

统并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也不会改变电力系统的运行

状态，所以这种跳闸可以不划分至隐性故障当中，而

保护区外故障所引发的误跳闸，会引发严重的停电问

题，这种停电问题作为隐性故障的典型表现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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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环境、系统故障有着密切关系。此外，继电

保护操作失败与意外跳闸故障还可能同时发生。

3 隐性故障特点及触发因素分析

电力系统事关电力资源供应，因此要求继电保护

装置保持良好运行状态 [2]。但随着继电保护装置的长时

间、高强度运转，很容易增加其故障发生概率，无法

为电力系统提供有效保护。在电力系统运行时，如果

相关人员没有做到及时发现继电保护中所潜藏的隐性

故障，就使得继电保护难以有效对电力系统运行存在

的问题进行判断，从而导致电力系统出现运行事故，

并造成严重后果。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具有潜

藏性、破坏性的特点，主要是因为隐性故障在系统正

常运行时或是正常条件下很难被发现，需要借助一些

验证、实验或是在设备发生故障后才可以被检测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将这种故障称为隐性故障的主要原因，

而如果没有及时被检测出来，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预

估的。触发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因自然因素而触发的隐性故障。因自然因

素而触发的继电保护隐性故障通常是指恶劣天气、自

然灾害而引发的故障问题，例如：雷电、暴雪、暴雨、

台风、地震等等，这些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对电力系

统所带来的影响非常严重，会导致电网出现大面积连

锁故障，影响电力系统的供电稳定性，很容易出现大面

积停电，并且电力系统的抢修维护也非常困难。

第二，电力系统相关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对于

电力行业而言，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所以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中，对于有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

和素质也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就目前来看，电力系

统继电保护相关检测人员中，高专业素质的人才稀少，

现有的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一些电力系统工

作人员现有的专业水平难以有效满足相应标准，所以

在系统出现故障时，难以做到及时察觉，尤其是对于

隐性故障，更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导致隐性故障

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进而导致故障规模进一步扩大，

造成一系列连锁故障，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转带

来严重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缺

乏责任意识，对待工作敷衍了事，不依照标准进行规

范操作，进而增加隐性故障发生概率。

第三，继电保护设备原因。除了外部因素外，继

电保护设备自身因素同样会引发隐性故障。如果继电

保护硬件或是软件存在故障或是抖动，就会很容易在

运行过程中引发隐性故障。而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因

为在设备使用前没有依照标准对这些硬件和软件设备

进行规范化测试，或是在硬件设备安装时线路连接错

误。此外，继电保护装置中的元件或是线路在长期使

用下出现磨损或是老化也会引发隐性故障。

第四，继电保护工作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继电保

护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断开存在故障的部分，避免故

障元件或是线路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虽然对一

些元件或是线路进行了切断，但是并不影响电力系统

的正常运行。因此，需要加强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工

作的重视。但是一些电力企业并没有对其给予高度重

视，而且继电保护中很多隐性故障并不容易被发现，

如果不重视就无法准确排查隐性故障，难以将故障所

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存在故障的部分会不断扩大，

导致电力系统出现连锁故障，影响电力系统的运行，

为电力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当电力系统出现运行故障后，此时继电保护装置

无法保持正常运转处理状态，进而无法为电力系统的

运行提供保障，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对电力企业造

成巨大影响。所以，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一直

以来都是电力企业关注的重点，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做

好隐性故障排查和研究工作，并做好充分应对措施，

这样才可以使继电保护装置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转，

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电力资源。

4 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所带来的后果

对于电力系统而言，一旦发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

就会触发一系列故障的发生，使得整个电网出现瘫痪。

这主要是因为在电力系统中，其他保护装置也会有隐

性故障，所以当电力系统出现故障后，继电保护系统

发出错误运行指令，就很容易触发其他保护装置的隐

性故障，导致引发电网出现大范围故障。继电保护隐

性故障并不是突然被触发的，在故障发生之前通常已

经有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会对系统运行

带来一定影响，使得系统运行不稳定。如果没有做好

电力系统监控工作，就很难及时发现电力系统运行异

常的情况。在隐性故障发生后，一系列连锁反应被触发，

进而在电网中出现两个区域，一个是过负荷区，另一

个是发电区。如果过负荷区崩溃，就会导致发电设备

受到损坏。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所带来的后果不止这些，

如果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理，

还会对电力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继电保护

装置的作用是监测电力系统运行中的电气量是否处于

正常值，而隐性故障的出现会导致继电保护系统实时

监测诊断有误，使得电力相关人员处于危险当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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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处理措施

5.1 做好隐性故障监测工作

电力系统不仅非常复杂，且其规模还非常庞大，

电网的覆盖面积非常广泛，所以说电力系统运行环境

非常复杂。正因如此，引发电力系统运行故障的因素

有许多种，应对这些故障的手段也是多样化的。继电

保护装置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一部分，当继电保护出

现故障后，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会存在一定不同，而电

力企业要想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转，就要做

好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监测工作，将继电保护隐性故障

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此，电力企业需要对继电

保护隐性故障有着全面、充分的认识，掌握引发继电

保护隐性故障的原因，并了解隐性故障所带来的不良

影响和后果，这样才可以做到站在整体角度上对继电

保护隐性故障进行分析。在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监测工

作时，可以结合继电保护系统运行环境来分析和处理

隐性故障，确保继电保护系统的稳定运行。同时，电

力企业需要充分掌握继电保护装置可能出现隐性故障

的区域，对继电保护不同位置隐性故障发生概率进行

分析，通过对其隐性故障发生可能性进行全面预测，

从而更好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5.2 提升电力系统检修人员综合素质

提升电力系统检修人员综合素质可以有效应对和

预防继电保护隐性故障，通过提升电力系统维修人员

综合素质，可以在继电保护隐性故障发生后的第一时

间确定故障发生位置、故障发生原因，并采取有效故

障处理措施来解决故障问题。为此，电力企业应当加

强电力系统检修人员的培训工作，定期组织电力系统

检修人员学习继电保护隐性故障有关知识，在培训中

增加一些真实故障案例，以提升电力系统检修人员应

对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的经验和能力。此外，还要注重

电力系统检修人员的操作能力的提升，通过模拟隐性

故障让检修人员来自己判断和解决，这样不仅可以让

检修人员将自己掌握的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知识运用于

实践当中，还可以提升其技术和操作水平，在继电保

护隐性故障发生后也可以有效应对和解决。

5.3 做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系统检修工作

为避免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的出现，电力

企业还需要做好继电保护系统检修工作，将隐性故障

发生概率控制到最低。为此，电力企业应当要求继电

保护装置维护检修人员进行定期检修，并将检修情况

详细记录在案，在发现系统运行异常后要第一时间找

出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此外，还应当明确继电保护

装置维护检修责任，提升维护检修人员的责任意识，

这样才可以使其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系统检修工作中

更加认真，进而有效降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隐性故障

发生概率，避免电力企业承受较大损失，保障相关工

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5.4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虽然我国电力事业发展迅猛，电力系统所运用的

继电保护装置相对而言在功能上和性能上都比较先进，

但是继电保护装置还是有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提升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本身功能和性质可以更好地避

免隐性故障的发生。为此，电力企业可以主动学习发

达国家的一些电力技术，并引进先进的设备，结合电

力企业实际需求来对这些技术和设备进行改进和创新，

丰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功能，增强继电保护装置

性能，这样才可以使继电保护装置更好地保护电力系

统的运行。

6 结语

在电力系统当中，继电保护装置作为保障其安全、

稳定运行的重要设备，是电力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随着社会对于电力资源需求和要求的不断提升，使得

电力系统运行压力与负荷不断增加，因此继电保护所

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继电保护装置可以及时识

别电力系统中的危险隐患，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故障发生，控制故障所造成的影响。但隐性故障作为

继电保护无法消除的故障，不仅很难被发现，其破坏

力还非常强。因此，电力企业应当给予继电保护隐性

故障充分的重视，全面认识隐性故障触发因素，重视

其造成的危害，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使继电保

护装置可以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进而为社

会提供稳定电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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