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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损坏，并对工作人员人身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根据工程实例，从数据中心与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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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共站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了两者共站可能出现的工频电磁场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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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通信设备的危险影响，从地电位升、接地情况、电磁场环境等几个方面探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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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变电站对数据中心的电磁干扰，
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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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short circuit fault occurs in HV transmission system，the fault current can reach tens of one thousand ampere，ground
potential rise will cause the damage of communication equipments，and affect personal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engineering
example，when Internet data center is co-sited with high-voltage substation，it analyses the possible danger to people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The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of HV substation to data center is discussed from several aspects，such as ground potential rise，grounding and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and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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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香港数据中心是国内外第一个采用与高压输电

系统 132 kV 变电站共用站址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电的接地与信息系统的接地影响加以研究。
联合接地是指将局（站）内的专设接地体和建筑物
的基础接地体互相连通形成一个共用地网，建筑物的
室内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都由一个共用地网引出。楼

位于香港某工业园区内，属于城市工业用地。地理位

内的电子设备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体接地、逻

置十分优越。香港特区政府将之打造成香港的高端

辑接地等共用一组接地系统，包括局（站）内开关电源

数据港湾，海陆缆等配套资源丰富，该工程是完全新

的工作地也与该接地系统相互连通，以实现相同的电

建项目，征地面积约 14 900 m2。本文针对香港数据中

位参考点。

心高压变电站与数据中心共站的情况，主要从地电位

分散接地是指通信局（站）的各种通信设备保护接

升、接地情况、电磁场环境等几个方面探讨高压变电

地、建筑防雷地、工作接地等都单独设置接地体的接地

站对数据中心的电磁干扰，并提出解决方案。

系统。设备接地的接地体、接地引下线、设备接地点都

1 高压强电接地方式对通信设备的影响
当高压变电站与数据中心共站时，需要对高压强

需要绝缘隔开的接地系统。
当局（站）内铁塔或高压供电线路遭受雷击，或者
高压系统发生接地短路时，铁塔地网或变压器地网会

——————————

有大量短路电流入地，导致铁塔地网或变压器地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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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很大的地电位升，如果不是联合接地的方式，就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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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设备产生反击。采用联合接地之后，可以最大程

由此，地电位升对通信局（站）的影响途径为，有出

度地减少系统内产生的浪涌过电压，为过电压保护提

入通信局（站）缆线的通信系统，地电位升的影响主要

供有利的基础。

在于被击坏通信电缆的绝缘层以及将高电位引出对远

当高层建筑利用建筑物自身的钢筋作为避雷系
统时，如果楼内通信设备的工作地、保护地、屏蔽地相

方通信设备所造成的损坏。通信局（站）内通信设备本
身将由于有过电压保护器件的保护而不至于损害。

互独立，地下和地上接地装置互不连通，则当大楼遭

与阻性耦合相比感性耦合在采取一定措施后对通

受雷击时，各接地装置相互之间会形成很高的瞬时冲

信局（站）的影响很小，因此在实际中仅仅考虑由高压

击电位差，造成人身和通信设备的损害。

变电站接地故障短路电流引起的地电位升（阻性耦合）

因此数据中心采用联合接地比分设接地更有利
于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保障。

对通信系统的影响。对于香港数据中心仅采用光缆传
输，进出数据中心的线缆只有光缆这一种形式，因此，
进出通信局（站）缆线对通信系统的影响所能采取的防

2 地电位升对数据中心的影响途径

护措施就更简单化了。

数据中心内设备由于将保护地、工作地、防雷地

高压输电系统对通信局（站）综合危险影响，是按

连接到一起，那么数据中心地网对远方地（参考零电

高压输电系统对通信线的磁感应纵电动势（E）和高压

位点）电位和通信设备地对远方地电位处于相同的电

输电系统接地体邻近通信局（站）的地电位升（V）两值

位上。地电位升不可能损坏无出入局缆线的通信设

的平方和求根得到，
其值为：

备，而有出入局缆线的各类通信局（站）要避免遭受由
式中：

电力系统接地故障带来的危害。
现在通信局（站）的进出电缆通常有市话电缆、电

力电缆、光缆（见图 1），这些通信线缆除受阻性耦合的

U = E2 + V 2

（2）

E——地电位升阻性耦合
V——纵电动势感性耦合

影响之外，还受感性耦合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地电位

在考虑地电位升影响时，采取措施减小由通信线

升对缆线的影响时，应将感性耦合与阻性耦合综合考

路引入的感应纵电动势，仅仅考虑由高压变电站接地

虑。即综合危险影响为：
U = U z2 + U g 2

故障短路电流引起的地电位升（阻性耦合）对通信系统
（1）

的影响，即综合危险影响=地电位升阻性耦合影响。
对于与高压变电站或输电系统共址的大型数据中

式中：

Uz——地电位升阻性耦合（V）

心，由于所有线缆都在同一站址，光缆进入数据中心，

Ug——纵电动势感性耦合（V）

因此线缆引入的感应电压为零，这时仅考虑电力系统
发生接地故障时，阻性偶合产生的地电位升对数据中

楼层接地排

钢筋

心基地设备的影响，其综合危险影响允许值可以达到
2 000 V；高压变电站电力系统发生接地故障的切断时

间必须确保在 100 ms 以内。同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通信
设备

供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完善，特别要注意直流系统的电
楼层接地排
垂直主干
接地线

涌保护，从高压变电站引入到数据中心内各个数据中
心机房的 10 kV 电力电缆需要特别注意采用无金属凯

通信
设备
楼层接地排
非金属光缆

交流柜（屏）
主接地排
SPI

装的埋地电力电缆，应特别注意 2 个系统的走线相互
保安单元

市话电缆

供电电缆
垂直接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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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网

垂直接地体

通信局（站）进出电缆示意图

2017/12/DTPT

之间的距离是否满足要求，大型数据中心基地接地系

MDF

光缆

统连成一体，将接地电阻降到 0.1 Ω 以内，地网网格满
足跨步电压的需要，
跨步电压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3 高压变压器对数据中心的磁场影响
3.1 高压变压器对数据中心的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及相关测试表明，变压器、高低压配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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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变压器的外护柜、高低压配电设备的机柜外壳、
高压电缆的外护套做好接地处理就能达到非常好的屏

测试点 磁感应强度/mG 频率/Hz
1

42.9

49

4

7.5

3

行时工作电流很大，因此产生较大的工频磁场辐射。

5

有资料和试验显示，工频磁场对计算机显示器（这里指

50

72.5

蔽效果。

b）工频磁场辐射。由于配电室变压器容量大，运

8.6

2

6

11.0

49

6.7
1

8

10 kV 出线

发生抖动，显示器边缘可能出现色斑。90％的计算机
1m

晕放电以及连接松动或接触不良产生的间隙火花放电

图2

是中、短波广播）接收和专业无线电台（站）的工作造成
骚扰影响。

施可参照执行。

3.2 高压变压器工频磁场对数据中心的影响
笔者对国内已运行的 110 kV 变电站及大型数据
中心的变压器的电场及磁场进行了测量，从测量结果
可以看出，相比线路下方，变压器附近的电场强度相对
较小，这是因为存在外壳的屏蔽。其外壳不仅对内部
设备起到静电保护的作用，也对周围的静电场起到一
定的抵消作用。对于建筑物内的电场强度，受钢筋外
壳的屏蔽作用，控制室和保护室内的电场强度都非常
小。可见，变电站中低电压等级母线附近电场强度最
大，高电压等级母线附近其次，变压器附近最低，建筑
物内可忽略不计。
2015 年 1 月，对广东某数据中心内供配电系统工
频电磁场进行了测量，测量数据为：110/10 kV 变压器
室，变压器容量 40 000 kVA，负载率 25%。
表 1 示出的是 110/10 kV 变压器室磁感应强度测
试。图 2 示出的是测试点位。
图 2 中，10 kV 出线高 4 m，工作人员站在地面上对
测试对象进行测试，
测试探头离地高度 1.8 m。
表 2 示出的是 10 kV 配电室磁感应强度。图 3 示

2m

4

等现象会产生无线电噪声，可能对附近的无线电（主要

近，因此把变压器作为主要分析的辐射源，其他配电设

49

5.7
1.9

9

50
47

10

变压器

2m

c）无线电噪声。变压器在运行时，金属表面的电

在配电室中，变压器拟放置的位置与通信设备比较接

8.6

10

50

3

蔽效果相对较差，
并且对屏蔽材料等要求较高。

综上所述，工频磁场影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

2

49

12.6

11

50

3.7

8
9

50

产生较严重的干扰，具体现象是，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

频电磁辐射还可能造成计算机死机。而且低频磁场屏

7

50

CRT 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可以不予考虑）偏转系统可能
屏幕只能容忍 1 A/m 的磁场强度。此外，高强度的工

测试点 磁感应强度/mG 频率/Hz

表2

5

2m

a）工频电场辐射。工频电场的屏蔽较为容易，只

110/10 kV 变压器室磁感应强度测试

表1

2m

置在运行中，
主要有 3 种形式的电磁辐射影响。

6

7

变压器室测量点位图
10 kV 配电室磁感应强度

测试点 磁感应强度/mG 频率/Hz 测试点 磁感应强度/mG 频率/Hz
1
2

137.7

49

80.8

50

4

3

1.4

50
47

10 kV 进线
2

3

10 kV 进线
1

图3

18.9

4

10 kV 进线
正下方

配电室测量点位图

出的是测试点位。

图 3 中，10 kV 出线高 3 m，工作人员站在地面上对

测试对象进行测试，
测试探头距离 10 kV 出线 1 m。

对于磁感应强度幅值，在多电压等级的变电站中，

由于低电压等级线路高度较低，且电流较大（多回出线
情况要具体分析），其下方的磁感应强度比高电压等级
的线路下方更强。而主变压器的外壳对外界的低频磁
场没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受内部漏磁通和线路引下线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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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采用联合接地的方式是防止高电压损坏通信

的影响，其附近的磁感应强度和与其出线同电压等级
的低压线路附近的磁感应强度大致处于同一规模。建

设备的有效方法。将整个数据中心基础地网和建筑物

筑物的钢筋结构对于低频磁场的屏蔽效果不大，其内

相互焊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大型的金属网笼。它

部磁场强度视到线路的距离而定。

可以对雷电和高电压起到均压和屏蔽的作用，当数据

香港数据中心，132 kV 变电站是建在数据中心一

中心内变电站发生接地短路事故时，建筑内电位分布

层和二层的挑高层，楼层的钢筋结构自然组成的网格

近似等电位状态，由于数据中心采用联合接地，利用建

密度远远高于可能实施的电磁屏蔽网格密度，磁场影

筑基础钢筋作为接地装置，扩大了地网的覆盖面积。

响是随着距离的增加，其磁场量级/米是以几何量级衰

所以，相同的土质条件下可取得比其他接地方式更低

减的。一般在高压柜内，母线与线缆连接处的电磁场

的接地电阻值。

b）在征地范围内尽量扩展地网的面积，使地网面

辐射量级最高，经过高压柜钢板的自然屏蔽作用泄露
的电磁场，距离的间隔，楼层的钢筋结构自然组成的网

积最大化，并将扩充的地网与建筑物的地网相连通，接

数据中心机房内服务器和通信设备的安全。

的需要，将跨步电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格屏蔽层，132 kV 变电站产生的电磁场不可能影响到
另外设在各层的 10 kV 系统，由于其 10 kV 干式变

压器采用的都是集装箱式系统，研究表明，其产生的电
磁场量级也远小于干扰到数据中心机房内服务器和通

地电阻尽量在 0.1 Ω 以内，地网网格应满足跨步电压
c）应保证能够快速切断高压电力系统的故障电

流，切断时间必须确保在 100 ms 以内。

d）132 kV 应采用铝护套埋地电缆以减小分流系

信设备的安全的水平。

数。

室和通信中心，对于这样的环境，电力系统控制室和通

可采用埋地非金属铠装的电力电缆。应使 2 个系统的

例如：一般在电力系统 132 kV 变电站中都有控制

信中心一般在机房采用钢筋网格式屏蔽措施，网格式
屏蔽措施主要作用是对电场的屏蔽，对于高压磁场无
任何屏蔽作用，因此电力系统控制室和通信中心一般
在机房采用钢筋网格式屏蔽措施应该主要是对于雷电

电磁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因此对于 132 kV 高
压变压器和 10 kV 中压变压器和其配电装置在运行中

产生的电磁影响，数据机房原来设计方案中采用金属
网格的屏蔽措施是错误的（需要投资数千万元），金属
网格只能屏蔽雷电电磁场的影响，对于低频电磁场的
影响无屏蔽作用，如果采用屏蔽避免电磁影响，其屏蔽
金属必须采用相对磁导率高的铁镍类合金，该造价将
达到数亿元（性能优良，但是造价高，对机械应力敏感，

e）引入到各个数据中心机房的 10 kV 电力电缆，

走线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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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处理困难），根据研究和测试结果，132 kV 高压变

［7］ 500 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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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护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从地电位升、高压系统和信息
系统的接地方式和工频磁场等方面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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