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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７
作者简介：刘克传，男，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水电设计工作。

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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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是汉江水在丹江口水库库水被部分调走后的补偿工程，也是连接长江和汉江的中国当
代最大人工运河，全长 ６７．２３ ｋｍ，渠道底部宽 ６０ ｍ，航道水深 ５ ～６ ｍ，最大过流能力为 Q＝５００ ｍ３ ／ｓ，２０１４ 年基本建成。
它改善了汉江兴隆河段以下干流河道和 ６个灌区、７个城市（区）共计 ６４５万亩耕地、８８９万人的用水条件；可消除汉江中
下游产生水华的条件；能通行 １ ０００ ｔ级船舶，它缩短两江之间的绕道航程 ６７３ ｋｍ。 对修复和改善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
境，促进湖北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实施过程中攻克了长江泥沙，运河沙基、软基、强膨胀土和宽度 ６０ ｍ
的大型水闸等技术难题，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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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代“江汉运河”
古代江汉平原上的云梦泽，在地质构造上属第四

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逐渐发育成为宽敞的古云梦泽
内陆湖盆。 以后由于长江、汉水夹带的泥沙大量在湖
盆沉积，逐渐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使湖面不断分割、

解体和缩小，在长江和汉江之间，形成众多河流和湖
泊。 由于水系之间有分水岭相隔，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就要开挖运河。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楚庄王（前 ６１３
～前 ５９１）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
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连通长江和汉
水。 楚灵王时期［１］ （公元前 ５４０ 年 ～公元前 ５２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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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汉平原上开凿了一条从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到
章华台（今湖北潜江市）连通长江和汉江的水道。 楚
昭王（前 ５１５ ～前 ４８９）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
河道以入，故称“子胥渎”。 这就是古代的“江汉运
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由于不断淤积，运河不复
存在或只剩残留。
以后虽在西晋时期、北宋时期及明朝也曾修过运

河，后因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云梦泽范围
逐渐减小。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缩小一半，唐宋时解体
为星罗棋布的小湖群。 此后有的湖泊逐渐淤平，或围
垦缩小，原连通长江和汉江的河道慢慢荒废， 独立的
湖泊则在逐步消退形成。 长湖就是在宋末基本形成，
洪湖就是在清中叶形成的大湖。

２　现代“江汉运河”

2．1　工程概述
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区工程之一，是从长江上荆江河段附近引水至汉江

兴隆河段、补济汉江下游流量的一项大型输水工程。
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向汉江兴隆以下河段（含东荆河）
补充因南水北调中线调水而减少的水量，它改善了汉
江兴隆河段以下干流河道和 ６ 个灌区、７ 个城市（区）
共计 ６４５万亩耕地、８８９ 万人的用水条件。 消除了汉
江中下游产生水华的条件， 它缩短了两江之间的绕道
航程 ６７３ ｋｍ，１ ０００ ｔ级船舶能在其上自由通行。 它是
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修复和改善汉江中下游的
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之一。
江汉运河进口位于荆州市李埠镇龙洲垸长江左岸

江边，线路穿荆江大堤、海子湖、拾桥河，长湖，殷家河、
西荆河后，在潜江市高石碑镇穿过汉江干堤入汉江，边
坡 １∶２ ～１∶３，全长 ６７．２３ ｋｍ，底部宽 ６０ ｍ，水深 ５ ～
６ ｍ，设计引水流量 ３５０ ｍ３ ／ｓ，最大引水流量５００ ｍ３ ／ｓ，
多年平均调水量 ３０．８ 亿 ｍ３。 历经四年半风雨兼程，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６日，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完工通
水（见图 １）。

图 1　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卫星图

　　工程沿线涉及各类建筑物共计 １０３ 座，其中各种
水闸 １３座，泵站 １ 座，船闸 ４座，倒虹吸 ３０ 座，公路桥

５４座和一座铁路桥。
进口泵站、进口节制闸、荆江大堤防洪闸由长江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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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１ ０００ ｔ 级船闸、桥梁由湖北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设计；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
计院牵头并完成其余部分所有设计。

2．2　沿线主要建筑物
２．２．１　进口船闸、泵站和节制闸

进口船闸按限制性Ⅲ级航道建设，航道尺度
３．２ ｍ×４５ ｍ×４８０ ｍ（水深×航道底宽×弯曲半径），
船闸闸室有效尺度 １８０ ｍ×２３ ｍ×３．５ ｍ（长×宽×门
槛水深）。 设计代表船型为 １ ０００ ｔ 级货船和 １ ＋２ ×
１ ０００ ｔ级船队，船队设计尺度为 １６０ ｍ ×１０．８ ｍ ×
２．０ ｍ（长×宽×吃水深）。 过河交叉建筑物净空尺度
按照不低于 ８．５ ｍ×６０ ｍ（净高×净宽）标准建设。
泵站和节制闸布置在船闸的左侧。 泵房安装 ７ 台

立式轴流泵，其中 １ 台为远期预留。 单泵流量为
４０ ｍ３ ／ｓ，近期设计总流量 ２００ ｍ３ ／ｓ，远期设计总流量
２５０ ｍ３ ／ｓ。 主厂房分 ３个机组段，两侧每 ２台泵机为 １
个机组段，中间 ３台泵机为 １个机组，机组段垂直于水
流向长度分别是 ２０．４ ｍ、３０．２ ｍ，顺水流向长度均为
３８．５ ｍ。 机组段两侧为辅助段，主厂房内设有 ３２／５ ｔ
桥式起重机 １台。
主厂房的地下部分共分为 ６ 层，其中进水流道层

底部高程为 １６．９５ ｍ、水泵层高程为 ２２．０５ ｍ、联轴器
层高程为 ３３．３０ ｍ、电机层高程为 ３７．５０ ｍ，水泵的叶
轮中心线高程为 ２３．０５ ｍ。
节制闸与泵站并列布置 ５孔。 进水节制闸总宽度

５４．０ ｍ，闸室采用两孔一联、三孔一联，闸墩分缝方案，
边墩、中墩均厚 ２．０ ｍ，缝墩厚 ２ ×２．０ ｍ。 闸室过流总
净宽 ４０．０ ｍ，闸孔数为 ５孔，单孔净宽 ８．０ ｍ。 进水节
制闸总宽度 ５４．０ ｍ，闸室采用两孔一联、三孔一联，闸
墩分缝方案，边墩、中墩均厚 ２．０ ｍ，缝墩厚 ２ ×２．０ ｍ。
闸室过流总净宽 ４０．０ ｍ，闸孔数为 ５ 孔，单孔净宽
８．０ ｍ。
２．２．２　荆江大堤防洪闸

荆江大堤防洪闸闸室采用一孔一联方案，总宽度
８４．０ ｍ，过流总净宽 ６４．０ ｍ，单孔宽 ３２．０ ｍ，两侧边墩
厚 ５．０ ｍ，缝墩厚 ２ ×５．０ ｍ。 闸室顺水流向长３５．０ ｍ，
闸室底板厚 ４．５ ｍ，底板底高程为 ２１．４ ｍ，顶高程为
２５．９ ｍ，闸墩顶高程 ４５．６ ｍ。
２．２．３　拾桥河枢纽

拾桥河枢纽工程，采用平立交相结合方案，枢纽建
筑物由拾桥河泄洪闸、倒虹吸和运河节制闸组成。 泄
洪闸设计泄洪流量 ７４０ ｍ３ ／ｓ，校核流量 １ ０３０ ｍ３ ／ｓ。
倒虹吸位于泄洪闸左侧，倒虹吸采用箱式，共 ６

孔，单孔孔口净空尺寸为 ４．８ ｍ×５ ｍ 的方管，现浇混

凝土结构，倒虹吸的设计流量 Q ＝２４０ ｍ３ ／ｓ。 每 ３ 孔
一联，共两联，壁厚 ０．８ ｍ，水平投影长 ２３８．０ ｍ。
运河节制闸孔口尽宽度 ６０ ｍ，最大挡水高度为

７．２８ ｍ，防洪设计水头差 ２．２４ ｍ，检修设计水头差
４．３３ ｍ。 闸门最大启闭水压差不超过 ０．５ ｍ。 单扇门
启闭机容量 ８００ ｋＮ。
２．２．４　西荆河枢纽

西荆河交叉建筑物按完全立交过流方案进行布

置，其交叉建筑物主要由西荆河倒虹吸和西荆河上游
船闸组成。 由于西荆河常年水位较运河设计水位低，
需在运河左岸布置一座船闸，其航线由西荆河经江汉
运河过后港船闸（新建）至长湖。 船闸按Ⅴ级航道、
３００ ｔ级船闸设计，船队尺度 ９１．０ ｍ ×９．２ ｍ ×１．３ ｍ
（长×宽×吃水）；航道尺度：水深 １．３ ～１．６ ｍ、底宽
２２ ｍ（单线）、最小弯曲半径 ２７０ ｍ；船闸有效尺度
１２０ ｍ×１２ ｍ×２．５ ｍ（长×宽×门槛水深）；通航净空
尺度 ８ ｍ。
西荆河倒虹吸的设计流量 Q ＝２１０ ｍ３ ／ｓ，２０ 年设

计上游水位 ３２．７７ ｍ，下游设计水位 ３２．５０ ｍ。 倒虹吸
管管身为 ６孔 ４．８ ｍ ×５ ｍ 的方管，每 ３ 孔一联，共两
联，壁厚 ０．８ ｍ，水平投影长 ３１６．３ ｍ。 进出口管轴线
高程分别为 ２８．３８ ｍ 和 ２７．４７ ｍ，管顶埋置于渠下
１．５ ｍ。
２．２．５　汉江大堤防洪闸和出口船闸

汉江大堤防洪闸采用涵洞式平底闸型式，闸孔总
净宽为 ６４ ｍ。 共 ８ 孔，单孔尺寸 ８．０ ｍ ×７．２ ｍ，每 ２
孔一联，共 ４联，进口闸室底板高程 ２５．０４ ｍ。 闸室及
涵洞总长 １０４ ｍ。
出口千吨级船闸设计同进口船闸，布置防洪闸

左侧。

2．3　设计创新
１）膨胀土处理。 运河全长 ６７．２３ ｋｍ，膨胀土分布

于渠线中段，从太湖港至西荆河（桩号：７ ＋４００ ～５５ ＋
８００），长 ４８．４ ｋｍ，占渠线总长的 ７２％。 渠坡最大高度
达 ２５ ｍ，边坡处理难度大。
工程区膨胀土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每层土的

膨胀性也不尽相同。 在多数渠段，渠坡上弱、中膨胀土
相间成层分布。 针对江汉平原膨胀土分布的特殊情
况，设计单位提出了“过水断面厚度 １／３ 法则”来对渠
道膨胀土进行分类，并依据由强到弱的优先顺序依次
来确定渠段的膨胀土等级。 即渠道过水断面边坡上强
膨胀土的厚度超过过水断面坡高的 １／３ 时，该渠段定
为强膨胀土渠段；渠道边坡上中等膨胀土和强膨胀土
的厚度超过过水断面坡高的 １／３ 时，该渠段定为中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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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土渠段；渠道边坡上强、中、弱膨胀土的总厚度超
过过水断面坡高的 １／３ 时，该渠段定为弱膨胀土渠段。
同时，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确定膨胀土等级时，充分
考虑坡高、地下水特征、中强膨胀土在渠坡的分布部
位、裂隙的分布特征和产状、运行水位高程等因素，从
确保边坡稳定的安全角度出发，对渠道膨胀土等级进
行调整。
目前国内对于膨胀土边坡的变形破坏机制有了较

为一致的认识：近地表部位受外部大气环境影响，处于
经常性的干湿交替状态，多裂隙、反复胀缩的特征明
显，并具有强度时效性。 边坡土体反复胀缩，形成浅表
胀缩裂隙带，土体强度降低，边坡发生变形，最终形成
浅层、渐进性、牵引式滑坡。 这属于膨胀控制下的膨胀
土滑坡。 另一种是边坡土体中存在贯通性裂隙，边坡
沿裂隙面滑坡，一般是深层滑坡，属于结构面控制下的
膨胀土滑坡。
膨胀土的边坡稳定计算。 目前，膨胀土边坡稳定

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极限平衡法，适用于结构
面控制的膨胀土边坡稳定计算；另一种是有限元法，适
用于膨胀作用控制的膨胀土边坡稳定计算。 工程区膨
胀土边坡的破坏、变形现象具有浅层性，是由土体膨胀
作用控制的，用有限元法进行膨胀土边坡稳定计算是
符合本地区膨胀土特点的。
对于膨胀土边坡的工程处理，有多种方法，如：土

工格栅、土工袋、土锚、换土回填、掺砂回填、水泥或石
灰改性土回填、抗滑桩等等。
鉴于运河膨胀土在渠道边坡分布特点（弱、中膨

胀土相间分布），弱膨胀土中裂隙发育较弱，且发育规
模均较小，延伸长度一般小于 ３ ｍ；发育在中等膨胀土
中规模较大的裂隙受弱膨胀土层的阻隔，在边坡上不
具备贯通性，渠坡土层不存在沿裂隙面产生深层滑移
的客观地质条件。 对判定为中等膨胀土和弱偏中膨胀
土渠段采取换填处理措施。
本工程膨胀土呈层状分布（弱、中膨胀土相间分

布），施工开挖时弱、中膨胀土难于分离，因而在对膨
胀土进行改性时采用的料源为混合土（弱、中膨胀土
混合料），根据中等膨胀土在边坡的出露厚度比（即混
合土料源中等膨胀土所占的比例），来确定水泥的掺
量。 而其它相似工程在过水断面等关键部位的置换处
理是禁止利用中等膨胀土作为改性料源的。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申报的“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引江济汉工程地质勘察”，荣获 ２０１７ 年度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二等奖和 ２０１６ 年度湖北省优秀工
程勘察二等奖。

运河于 ２０１４年 ９ 月 ２６ 日正式通水以来，膨胀土
区段边坡总体稳定性较好。 但在 ４８ ＋５００ ～４８ ＋７４０
段边坡出现局部变形，发生裂缝和滑动。 此处边坡较
高，且坡顶有水田，水下渗导致下部没有处理的膨胀土
变形。 处理的办法是：坡顶水田改为旱地，放缓边坡，
加两排钢筋混凝土预制桩。

２）按“蓄补相济，江湖联调，共水通航，借道撇洪”
的多目标水资源调控策略建设的江河运河（引江济
汉）工程己全面发挥效益，攻克了汉江中下游生态、灌
溉、航运、防洪及活化河湖多目标调控难题。
由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

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等七家单位申报的“南水北
调中线汉江中下游水资源系统调控工程关键技术”荣
获 ２０１６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１７ 年国际咨询
工程师联合会颁发的菲迪克工程项目特别优秀奖。

３）荆江大堤超大型防洪闸。 为满足通航要求，荆
江大堤防洪闸采用两孔超大型平板闸挡洪，最大工作
水头 １２．５ ｍ，闸门高 １９．０ ｍ，之前国内尚无建设如此
大规模闸门先例。 为满足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门槛水
深 ３．５ ｍ的要求，防洪闸闸槛高程定为 ２５．９０ ｍ。 闸
室采用一孔一联方案，总宽度 ８４．０ ｍ，过流总净宽
６４．０ ｍ，单孔宽 ３２．０ ｍ，两侧边墩厚 ５．０ ｍ，缝墩厚
２ ×５．０ ｍ。 闸室顺水流向长 ３５．０ ｍ，闸室底板厚
４．５ ｍ。

４）拾桥河平立交枢纽布置。 与运河交叉的拾桥
河 ５０年一遇设计排洪流量为 ９８０ ｍ３ ／ｓ，２００ 年一遇设
计排洪流量为 １ ２７０ ｍ３ ／ｓ，若直接采用立交型式，倒虹
吸工程规模很大。 经多方案比较，设计采用 ２ 座泄洪
闸、１座倒虹吸和 １ 座节制闸形成了一个平立交结合
的水利枢纽，在保证运河正常引水不受干扰的前提下，
还实现了泄洪、通航、撇洪及渠道分段检修等诸多
功能。

５）超大型平面对开弧形三角闸门设计。 拾桥河
枢纽中的节制闸为满足渠道通航功能且不降低通航效

率，采用平面弧形对开闸门，闸孔孔口净宽 ６０ ｍ，最大
挡水高度为 ７．２８ ｍ，水头差 ４．３３ ｍ。 在该闸门的设计
中，研发了“多转点摩擦绞车”驱动、单铰支承、可调重
调频的等技术，首次实现了该门型的双向挡水功能，在
双向挡水的平面弧形闸门中其孔口尺寸为世界第一。
由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和长江勘测规

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汉江中下游治理引江济汉工程”荣获２０１６年湖北
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下转第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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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轮发电机组推力负荷测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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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轮发电机的推力负荷是推力轴承设计计算的基础数据，主要通过理论计算得到，近年相关研究的结果与其差异
较大。 根据在溪洛渡电站 ７７０ ＭＷ机组上进行推力轴承瓦面压力分布测试试验数据，从而验证了理论计算的机组推力
负荷值偏大较多。 实验数据可用于完善理论计算，优化机组结构设计，从而提高机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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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溪洛渡水电站目前为世界第 ３ 大水电站，总
装机容量为 １３ ８６０ ＭＷ，共安装有 １８台机组单机容量
为 ７７０ ＭＷ的巨型水轮发电机，右岸 ９ 台巨型水轮发
电机组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电）制造。
推力轴承是水轮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它浸泡在

推力油槽内的润滑油中，通过油膜动压润滑原理将相
对静止的推力瓦与旋转的镜板隔离。 推力瓦不但要承
受机组所有转动部分的重量，同时还要承受运行时的
轴向水推力［１］ 。
推力轴承的瓦温是电厂运行监测的重要指标，它

的理论计算值为 ７２℃左右，然而实际测得瓦温较计算
值更低。 排除季节变化因素，推力轴承的安全裕度也
很大。 实际瓦温远低于计算瓦温，除循环冷却原因外，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推力轴承处于低推力负荷运行状

态。 为了检验推力轴承的实际推力负荷，东电与溪洛
渡电厂联合，对溪洛渡右岸机组进行了推力负荷测试。
以前对水推力的测量大多是通过机架变形进行间

接测试，如国内三峡水电厂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在三
峡左岸 ７１０ ＭＷ 机组上进行了轴向水推力测试的研
究，通过测量机组承重机架（下机架）的结构变形和表
面应力变化，可以计算得到轴向水推力［２ －３］ 。
本次测试将测点直接布置推力轴承瓦面上，测量

推力轴承所承受的负荷，该测试结果能够更直接反映
推力负荷值。 这种油槽内布点的测试方式，已经在推
力轴承试验台应用多年，具有很高的准确度，且测试方
法趋于成熟，但在国内 ７００ ＭＷ以上巨型机组进行真
机测试还尚属于首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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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目的
推力负荷是推力轴承设计计算的主要依据之一，

它由所有转动部分重量和机组运行时的轴向水推力组

成。 在机组设计时，推力负荷的确定只能通过理论计
算得到的，这个数据与真机实际值有多少差异以前很
少有过比较，根据近些年相关研究论文的结果，这个差
异很大［２ －３］ 。 如果能够在机组投运后测得机组的真实
推力负荷，就可以检验理论计算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从
而更好的指导理论计算。 如果能够在设计阶段提出更
精确的推力负荷，就能够更加合理而有效的设计推力
轴承系统。 这不但能够优化机组结构设计，而且能够
提高机组运行效率。
对于溪洛渡电厂而言，如果通过真机测试，证实了

推力轴承在运行中确实有较大的安全裕度，则可以考
虑在可控的范围内，优化推力轴承运行效率，避免不必
要的资源浪费。

２　试验原理
东电机组推力轴承采用弹簧束多点支撑的双层钨

金瓦结构，上层为推力瓦，下层为托瓦，支撑结构如图
１。 扇形推力瓦圆周均匀分布在内径为 ３ ０５０ ｍｍ、外
径 ４ ５２０ ｍｍ的环形面上，瓦面材料为巴氏合金，并在
瓦面上设有双环形油室，用于启停机时高压油顶起系
统（以下简称高顶）供油，形成持续稳定油膜，将镜板
与推力瓦隔离。 推力瓦见图 ２，瓦分布见图 ３。

图 1　推力轴承结构示意图
由于 ２２块推力瓦采用弹簧束支撑，各个推力瓦间

受力相差不大。 如果能够测得一块瓦的表面压力，通
过倍数关系，就能够推算出机组推力负荷。
实际测试时，在推力瓦面不同位置布置一定数量

的压力测点，根据不同位置的测点压力值，可以对瓦面
压力场进行更细致的插值计算，得到瓦面压力分布曲
面图，通过积分计算能够得到单块瓦推力负荷。 经东
电高速推力轴承试验台试验验证，该方法计算推力误

图 2　推力瓦面示意图

图 3　推力轴承总体分布图
差在 ５％以内。
整个机组的总推力负荷就等于单块瓦平均推力负

荷与瓦块数乘积。 计算方法如下：
F＝n簇AP· rdrdθ

式中：n为推力瓦总数；P为瓦面油膜压力；A为单个推
力瓦面积；F为瓦推力负荷。
另一种计算总推力负荷的方法是：通过大量测试

数据，计算出推力瓦温升与压力关系式，然后根据每一

块瓦温推算出每一块推力瓦的推力负荷，机组总推力
负荷等于溪洛渡 ２２块推力瓦推力负荷之和。

F＝∑
２２

n ＝１
簇AP· rdrdθ

式中：P 为瓦面油膜压力；A 为单个推力瓦面积；F 为
瓦推力负荷。
两种计算推力负荷方法计算结果相差 ３％以内，

本文中计算结果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得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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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方案
１）东电根据溪洛渡电厂真机推力瓦（以下称真机

瓦）的图纸设计制造两套试验用推力瓦（以下称试验
瓦）。 试验瓦与真机瓦不同之处，在于每块试验瓦瓦
面上分布２６个直径２ ｍｍ的压力测试孔，如图４ 。这

图 4　压力测点分布图

些压力测试孔的下面，安装了 ２６个的压力传感器。 压
力传感器的量程为 ０ ～２０ ＭＰａ，能够覆盖推力瓦面所
有可能达到的压力范围。

２）现场选取两块对称分布的真机瓦，将两块试验
瓦代替真机瓦分别安装到各自的位置。 从试验瓦引出
的两组 ５２ 根压力传感器测试线，需要穿过推力油槽
壁，引出到推力油槽外，连接到压力传感器的前置器
上。 前置器的作用是将微弱的信号放大和滤波，从而
能将信号传递到更远的发电机基坑外。 在基坑外，布
置了基于 ＮＩ数据采集模块的推力轴承便携式测试系
统。 所有的推力瓦压力测试数据经过处理后，能够直
观的反应在测试电脑上。 测试现场布置示意图，如
图 ５。

３）根据现场测试数据，结合试验瓦压力测点分布
图，能够绘制出瓦面压力分布图，同时计算出不同工况
下推力负荷。 需要测试的工况包括：①安装压力传感
器后初值，②高顶开启前压力值，③高顶开启后的压力
值，④额定工况运行时压力值。
最后，比较真机测试得到的推力负荷值与理论计

算的差异。

图 5　压力测试方案示意图

４　现场试验
经过东电技术人员与溪洛渡电厂负责人充分的交

流沟通，并经过现场勘察后，决定 ２０１７年 ３月，在溪洛
渡电厂 １７号机上进行现场安装测试。 经过一个月的
工作，完成了现场的推力负荷测试工作。 测试结果
如下。

4．1　安装初值
将布置了压力传感器的试验瓦代替真机瓦后，推

力油槽内注入润滑油。 此时机组未开机，转子未落下。
油膜压力分布初值如图 ６ 所示，可以看出压力分布较
均匀，传感器测得初值在－０．３ ～０．２ ＭＰａ之间。

4．2　高顶开启前压力值
油槽注入润滑油后，高顶还未开启。 传感器测得

压力值在－０．５ ～０．２ ＭＰａ之间，油膜压力分布初值如
图 ７所示，与图 ６ 所示相似。 说明在高顶未开启的情
况下，镜板与推力瓦没有被油膜隔离开，油膜没有受到
压力，机组转动部分重量全部压在推力瓦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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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初值压力分布图

图 7　高顶开启前压力分布图

4．3　高压开启后压力值
高压油顶起后，传感器测得压力值有明显变化，推

力瓦面有两个高压区，位置在环形油室附近，最高压力
值约为 ５．３ ＭＰａ。 此时机组转速为 ０，高顶系统已经起
作用，将机组转动部分顶起，镜板和推力瓦中间有一层
油膜，该油膜压力分布如图 ８。

4．4　额定工况运行压力值
机组稳定运行后，测点数据及瓦面压力分布如图

９所示。 可以看出，推力瓦压力呈进油边低、出油边高
的分布，最高压力区呈椭圆形，位于瓦的中心靠出油边
侧。 瓦面最高压力约为 ７．０ ＭＰａ。 这与理论计算的油
膜压力分布趋势一致。

５　试验结果
根据图 ６ ～图 ９，根据单块瓦测试结果换算的整个

图 8　高压油顶起时压力分布图

图 9　额定工况压力分布图
机组推力负荷，计算结果见表 １。

表 1　不同工况下推力轴承载荷

工况
转速

／％

根据 １号瓦
计算的推力

负荷／ｔ

根据 ２号瓦
计算的推力

负荷／ｔ
平均值

／ｔ

初值 ０ 7２０ 耨．１ ３５  ．９ ２８ 痧．０

高顶开启前 ０ 7３４ 耨．２ ３１  ．３ ３２ 痧．８

高顶开启后 ０ 7１ ７４８ .．９ １ ８１０ \．０ １ ７７９ -．５

额定工况运行 １００ d１ ７７３ .．０ １ ７５２ \．２ １ ７６２ -．６

　　１）根据两块测试瓦平均值可以看出，压力传感器
安装初值为 ２８ ｔ，高顶开启前油膜压力积分值为
３２．７５ ｔ，高顶开启 后推力 轴承载 荷平 均值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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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７９．４５ ｔ，额定工况运行时推力轴承载荷平均值为
１ ７６２．６ ｔ。

２）机组转动部分重量计算值与测试结果相差不
大。 机组未转动时，根据此次试验测试数据，高顶开启
后机组静态推力负荷为 １ ７７９．５ ｔ，该负荷与机组转动
部分直接相关。

３）额定工况下机组推力负荷略有减小。 根据此
次试验测试数据，额定工况下推力负荷为１ ７６２．６ ｔ，而
高顶开启后推力负荷为１ ７７９．５ ｔ，说明机组运行后，机
组总推力负荷没有明显变化，甚至略有减小。

４）额定工况下，机组动态推力负荷略有下降，水
推力可能为负。 根据第 ３ 条结果，我们能够发现机组
额定工况下，机组动态推力负荷略小于静态推力负荷。
而推力负荷等于水推力与转动部分重量之和，故在额
定工况下，机组重力方向的水推力大小为负值，这表明
水推力方向有可能竖直向上。

５）额定工况下，机组推力负荷与早期的理论计算
结果差异很大。 根据溪洛渡发电机技术文件枟溪洛渡
水轮发电机推力轴承设计计算报告枠中的内容，机组
额定运行的推力负荷为 ３ ７２０ ｔ，这与此次测试结果
１ ７６２ ｔ相比，有较大差异，理论值比测试值高了一倍。
这次试验结论值得进一步研究。

６）由于测得的推力轴承负荷小于理论计算值，故
可以推断：按照设计文件中 ３ ７２０ ｔ推力负荷设计的推
力瓦，在目前的实测推力负荷状态下运行，存在较大的
安全裕度。 可以进一步考虑提高推力轴承运行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６　结　语
通过对溪洛渡电厂真机推力负荷测试试验，掌握

了不同工况下推力轴承推力负荷数据。 根据测试数据
与理论计算值对比，发现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为今后优化推力负荷计算，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通过此次溪洛渡电厂推力轴承真机测试试验，证

实了机组实际推力负荷较小。 推力轴承运行瓦温低、
负荷小，表明目前推力轴承运行存在较大安全裕度。
参考文献：
［１］朱顺财， 杨仕福， 张天鹏．溪洛渡右岸水电站水轮发电机
推力轴承及油循环冷却系统设计［ Ｊ］．东方电气评论，
２０１５， ２９（１）： ４０ －４３

［２］符建平，万鹏，段开林，等．三峡电站左岸６号机组轴向水
推力真机试验研究［Ｊ］．大电机技术， ２００５（５）： ３５ －３９

［３］冉毅川，符建平，张克危，等．三峡左岸 ３号机组轴向水推
力真机试验研究［ 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０５， ２８ （５）：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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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效果

历经四年半风风雨雨， ２０１４ 年 ９月 ２６日，江汉运
河（引江济汉）工程的完工通水（见图 １）。 江汉运河
已将沿线荆州、荆门、潜江、天门的 ４ 市 １１个乡镇串珠
成链，形成了一条以生态、文化、旅游为特色的新型城
镇带。
据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０５日湖北日报报道，江汉运河运

行一年来，发挥了显著效益。
２０１４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８ 日，运河主体工程尚未完

工之时，省委省政府决策启用应急调水，共调水 ２．０１
亿 ｍ３ ，有效缓解了汉江下游仙桃等地的特大旱情，获
得湖北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工程正式通水后，供水
效益愈加显著。 除向汉江补水外，还分别向荆州城区
与长湖补水。 ２０１４年荆州承办省运会期间，工程向荆
州市护城河供水 ６ ０００ 万 ｍ３ ，改写了其水质长期为劣
五类的历史，极大改善了护城河水质和城区环境。

２０１５年 ８月初，荆州长湖水位下降，长湖灌区农田受
旱严重，工程及时补水 ６ １７２．２万ｍ３ ，满足 １６０万亩农
田灌溉用水需求。 １０月 １５日至 １１ 月 １ 日，引江济汉
工程再次向长湖补水 １．０９７亿 ｍ３ ，有效地满足了长湖
灌区灌溉和养殖需要，优化了长湖水生态环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底累计从长江引水量为 １０８．５３

亿 ｍ３ ，累计补长湖、东荆河水量 １２．２５亿 ｍ３ 累计补汉

江水量 ９２．８７ 亿 ｍ３，累计向荆州古城护城河补水
１７ ０７１万 ｍ３ 累计向后港水厂补水 ２０ ６１２万 ｍ３ 。

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经过实际运行考验，各
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江汉运河（引江济汉）工程将继续为修复和改善

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促进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
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１］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湖北水利志［Ｍ］．北京： 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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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式明钢管设计方法的比较研究

程少逸，于金弘，石长征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明钢管是一种布置于地面的输水结构，由于暴露在空气中易受到温度、不均匀沉陷的影响而产生较大的应力和变
形，为此伸缩节常作为一种柔性结构用于减小温度应力和对不均匀变形进行补偿。 结合某水电站工程实际，分别采用规
范推荐的结构力学方法与有限单元法对明钢管应力状态进行计算，计算成果的对比分析表明：对于 ９ ｍ的大直径压力钢
管，规范将其简化为支撑在一系列支墩上的连续梁结构进行计算，将引起偏于保守的较大误差，因此建议对于大直径的
地面明钢管结构宜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应力分析。

关键词：明钢管；伸缩节；解析法；有限元法；强度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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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esign Methods for Ground Exposed Steel Pen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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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管道是水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面式明
钢管是引水式电站压力管道的一种主要形式。 地面明
管由钢材承担全部的荷载，受力明确、维护检修方便、
防渗性好［１］ ，因此在高水头、小流量的电站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随着钢板的轧制、焊接工艺的提高［２］ ，
明钢管也正逐步向着大 ＨＤ值的方向发展。 由于明钢
管暴露在空气中，受钢管安装偏差、外界温度变化及钢
管放空和充水时的温差等因素影响，管身可能出现一
定的侧向和轴向变位，并产生温度应力。 在部分地区，
温度荷载使明钢管结构产生水平向弯曲变位，该变位
甚至会导致钢管脱离支座，产生落梁破坏，乃至出现支

墩混凝土破坏等情况［３ －４］ ，明钢管一旦失稳将造成严
重后果，对于大直径明钢管这些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明钢管结构通常在两镇墩之间设置伸缩节，支座

多采用滑动式支座，使管道能在轴向比较自由地伸缩。
伸缩节对于明钢管适应变形很关键［５］ ，目前工程上主
要有传统套筒式伸缩节和波纹管伸缩节两种型式。 在
进行明钢管的应力计算和强度校核时，关于波纹管伸
缩节对钢管应力的影响和模拟研究较少，大多数参照
过去的套筒式伸缩节简化方法进行设计。 本文将同时
采用规范推荐的结构力学方法和有限单元法对某水电

站大直径明钢管进行应力分析和强度校核，探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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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对明钢管应力计算精度和强度校核效果的

影响。

１　解析法钢管应力分析
某水电站压力钢管从进水口渐变段开始至厂房机

组蜗壳进口处结束，压力钢管内径为 ９．０ ｍ，单根钢管

长度约为 １９０ ｍ。 钢管由上平段，上弯段，斜管段，下
弯段及进厂房的下平段组成，上、下弯段分别由镇墩固
定，上平段、斜管段及下平段均设有伸缩节。 斜管段沿
地形布置，倾角约为 ２１．６６°，由滑动支座支承，支墩间
距 １２ ～１５ ｍ。 结构布置见图 １。

图 1　钢管布置图

　　钢管管壳和支承环等均采用 Ｑ３４５ 钢材，根据水

电站压力钢管设计规范 ＳＬ ２８１ －２００３ 计算得到正常

运行工况下钢材的允许应力： 整体膜应力为

１６９．８ ＭＰａ，局部膜应力为 ２０６．９ ＭＰａ，局部膜应力 ＋

弯曲应力为 ２６２ ＭＰａ。

1．1　荷载及内力计算
考虑温升工况，钢管斜管段承受的荷载计算结果

如表 １。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末跨的三个特征断
面 １ －１、２ －２、３ －３ 的轴向力 Ｎ、弯矩 Ｍ、剪力 Ｑ和支
承环引起的轴力 Nk、弯矩 Mk、剪力 Tk 进行计算，计算
结果如表 ２。

表 1　明钢管承受的主要荷载和内力

跨数 １ 哪２ 哪３ 妹４ 妹５ 侣６ 侣７ 亮
跨中水头／ｍ ４１ 棗．８０ ４８ 枛．０４ ５４ 枛．２８ ６０ 晻．５１ ６６ 晻．７５ ７２ 敂．９９ ７９ 敂．２３

计算厚度／ｍｍ ２４ 圹２５ 谮２６ 谮２６ 儋２８ 儋３０ 刎３０ 刎
跨长／ｍ ９ 棗．３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ǐ．０ １５ ǐ．０ １３ *．５

单位长度管重＋水重／（ｋＮ· ｍ－１ ） ６９４ �．０５ ６９６ �．２８ ６９８ �．５１ ６９８ �．５１ ７０２ ǐ．９８ ７０７ ǐ．４５ ７０７ *．４５

管重轴向分量／ｋＮ １９８ �．６６ ２６６ �．２３ ３４５ �．１５ ３４５ �．１５ ３６９ ǐ．８８ ３９４ ǐ．６３ ３５５ *．１６

温升时伸缩节温度荷载／ｋＮ ４９ 棗．６０ ４９ 枛．６０ ４９ 枛．６０ ４９ 晻．６０ ４９ 晻．６０ ４９ 敂．６０ ４９ 敂．６０

每跨水与管壁的摩擦力／ｋＮ ７ �．２２ ９ �．３１ １１ 枛．６４ １１ 晻．６４ １１ 晻．６４ １１ 敂．６４ １０ 敂．４８

温升水管与支墩摩擦力／ｋＮ ５９９ �．８９ ７７６ �．５４ ９７３ �．７９ ９７３ �．７９ ９８０ ǐ．０２ ９８６ ǐ．２５ ８８７ *．６２

轴向力总和／ｋＮ －８５５ 苘．３７ －１ ９０７  ．４５ －３ ２３８  ．０２ －４ ５６８．５９ －５ ９３０．１３ －７ ３２２ �．６５ －８ ５７５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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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特征断面内力

断面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5３ －３断面支承环引起内力

管顶 管腰 管底

弯矩 M／（ｋＮ· ｍ） ４ ９９３ 殚．２７ －９ ９８５ ⅱ．３４ －９ ９８５ -．３４ － － －

剪力 V／ｋＮ ０ 谮４ ４３８ t．１１ ４ ４３８ �．１１ － － －

轴力 N／ｋＮ －８ ３９８  ．３３ －８ ２２０ ⅱ．７５ －８ ２２０ -．７５ － － －

弯矩 Mk ／（ｋＮ· ｍ） － － － ３９６ 5．５３ ４６６ c．５１ －３９６ 览．５３

轴力 Nk ／ｋＮ － － － ５０６ 5．５２ ２ ４６５ 墘．６２ －５０６ 览．５２

剪力 Tk ／ｋＮ － － － ０ 蝌．０００ １ ０６３ 墘．１４ ０ N．０００

1．2　应力分量计算
根据特征断面内力的计算结果，可用材料力学公

式计算出 １ －１、２ －２、３ －３ 断面的环向、轴向、径向应
力以及剪应力，计算结果如表 ３。

表 3　特征断面应力 ＭＰａ　

应力分量
１ －１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２ －２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３ －３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环向

σθ１ １１２ 敂．６ １１８ e．８ １２５ 6．１ １０８ d．８ １１５ 5．１ １２１  ．４ ３７  ．６ ３７ 镲．６ ３７ 览．６

σθ２ － － － － － － ３６  ．２ －４２  ．６ －３６ 铑．２

σθ３ － － － － － － ９  ．０ ４３ 镲．９ －９ 刎．０

σθ １１２ 敂．６ １１８ e．８ １２５ 6．１ １０８ d．８ １１５ 5．１ １２１  ．４ ８２  ．９ ３８ 镲．９ －７ 刎．６

轴向

σx１ －２ 枛．６ ０ 8．０ ２  ．６ ５ 7．２ ０  ．０ －５  ．２ ５  ．２ ０ 刎．０ －５ 刎．２

σx２ － － － － － － －１３８ c．７ －１３８ 4．７ －１３８  ．７

σx３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０ N．１ －９ f．７ －９ 7．７ －９  ．７ －９ 6．７ －９  ．７ －９ 刎．７

σx －１２ �．７ －１０ }．１ －７ 8．５ －４ f．９ －１０ M．１ －１５  ．３ －１４３ c．６ －１４８ 4．８ －１５４  ．０

径向 σr －０ 枛．８ －０ g．８ －０ 8．８ －０ f．８ －０ 7．８ －０  ．８ －０ 6．８ －０  ．８ －０ 刎．８

剪应力

τθx － － － ０ 7．０ －１０ M．５ ０ 儋．０ ０  ．０ －１０  ．５ ０ ┅．０

τθr － － － － － － ０  ．０ ０ 刎．０ ０ ┅．０

τxr － － － － － － ０  ．０ ０ 刎．０ ０ ┅．０

Ｍｉｓｅｓ应力 σ １１９ 敂．８ １２４ e．６ １２９ 6．４ １１１ d．７ １２２ 5．２ １３０  ．０ １９８ 4．３ １７２  ．３ １５０ 种．０

容许应力 ［σ］ １６９ e．８ １６９ 5．８ ２６２ 3
1．3　强度校核

钢管处于三维应力状态，因此采用第四强度理论
对钢管强度进行校核。 三个断面管顶、管腰和管底的
计算应力结果和分别对应的容许应力如表 ３所示。
从表 ３ 可以看出，１ －１、２ －２ 断面应力均以膜应

力为主，管底应力大于管顶应力，这是由于管底水压力
大于管顶水压力的缘故。 ３ －３ 断面由于受支承环约
束，环向应力远小于 １ －１ 和 ２ －２断面，但轴向由于支
承环局部约束，由弯矩 M’产生的 σｘ２非常大，但上述
各断面特征点的 Ｍｉｓｅｓ 应力均低于钢材允许应力，所
以设计满足要求。

２　有限元法钢管应力分析

2．1　有限元模型
根据工程实际布置，建立有限元模型。 模型包括

钢管、支承环、上下游混凝土镇墩、支墩及地基。 镇墩
及支墩采用 Ｃ２０ 混凝土，由实体单元模拟；钢管采用
Ｑ３４５钢材，用壳单元模拟；滑动支座的滑动面采用
ＡＮＳＹＳ中的接触单元模拟；波纹管伸缩节采用梁单元
模拟。
基岩的上下游端面和左右两侧施加法向约束，基

岩底部施加全约束，其他表面按自由边界考虑。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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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Ｘ轴水平指向下游为正，Ｙ轴铅直向上为正，Ｚ轴面
向下游水平向右为正。 模型整体网格见图 ２，支承环
网格见图 ３。 模型材料参数列于表 ４。

图 2　有限元整体模型

图 3　支承环网格图
表 4　材料力学参数

材料
弹性模量

／ＧＰａ 泊松比
容重

／（ｋＮ· ｍ－３）

钢材 ２０６ 5０  ．３ ７８ *．５

Ｃ２０混凝土 ２５ 耨．５ ０ 苘．１６７ ２５ *．０

基岩 ５  ０  ．２ ２６ *．０

2．2　计算荷载及条件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正常运行最高压力工况
进行了计算，根据水电站压力钢管设计规范 ＳＬ ２８１ －
２００３规定，设计荷载组合为：最高水压力 ＋钢管自重
＋管内水重＋温度荷载＋伸缩节及转弯处水压力，其
中钢管内最高水压力详见表 １，温度荷载考虑温升
１０．９℃。 伸缩节轴向刚度取 ４ ０００ ｋＮ／ｍ，支座处摩擦
系数取为 ０．１。

2．3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本文整理了图 １ 所示 １ －
１、２ －２、３ －３ 断面上的管顶、管腰和管底部位的环向
应力、轴向应力及 Ｍｉｓｅｓ应力，见表 ５。 此外，为了更全
面地了解钢管的应力状态，还列出了第 ７ 号跨钢管中
面的环向、轴向及 Ｍｉｓｅｓ 应力等值线图和钢管中面应
力沿管轴线的变化图，分别见图 ４和图 ５。
从表 ５可以看出，１ －１ 断面应力以膜应力为主，

环向及 Ｍｉｓｅｓ应力从大到小分别为管底、管腰和管顶，
主要是由于钢管直径较大，导致三个部位处的水压力
相差较大。 ２ －２断面环向及 Ｍｉｓｅｓ应力从大到小分别
为管顶、管底和管腰，且均小于 １ －１断面，说明支承环
对 ２ －２断面有一定的影响。 ３ －３ 断面由于受支承环
约束，环向及 Ｍｉｓｅｓ应力均小于 １ －１ 和 ２ －２ 断面，且
管顶中面的环向及 Ｍｉｓｅｓ 应力与管腰和管底相差较
大。 但上述各断面特征点处的 Ｍｉｓｅｓ应力均低于钢材
允许应力，满足设计要求，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表 5　特征断面应力 ＭＰａ　
应力

分量

管壁

位置

１ －１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２ －２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３ －３断面

管顶 管腰 管底

环向

外表面 １１９ ~．２１ １２８ O．４３ １３６  ．６６ ９０ 7．９３ ７５  ．４０ ８４ 儋．１４ ５４  ．２５ ２２ 刎．６６ １６ ┅．７９

中面 １１５ ~．７６ １２２ O．９３ １２９  ．７６ ９０ !．４１ ６８ 7．１８ ７４  ．７７ ６１ 耨．９７ １５  ．７４ ２１ 刎．８４

内表面 １１２ ~．３１ １１７ O．４３ １２２  ．８６ ８９ 7．８９ ６０  ．９６ ６５ 儋．３９ ６９  ．６９ ８ 侣．８１ ２６ ┅．８９

轴向

外表面 １２ g．２０ １２ 8．５４ １６  ．６８ ２ !．３７ １９  ．５１ ２３ 儋．３８ －２０ 6．６９ －３５  ．７１ －４１ 刎．４４

中面 －２ �．２５ －５ P．３９ －３ !．７０ －５ O．９７ －３  ．３４ －１ 耨．３７ －４  ．６１ －１ 痧．７２ －１ 亮．２５

内表面 －１６ 枛．７１ －２３ g．３３ －２４ 8．０７ －１４ f．３１ －２６ 7．１９ －２６  ．１１ １１  ．４７ ３２ 刎．２８ ３８ ┅．９４

Ｍｉｓｅｓ
外表面 １１３ ~．４７ １２２ O．５４ １２９  ．００ ８９ 7．６８ ７１  ．５５ ７５ 儋．１３ ６９  ．２５ ６９ 刎．５７ ５６ ┅．３９

中面 １１６ ~．９８ １２５ O．８２ １３１  ．７５ ９３ 7．６３ ７３  ．０７ ７５ 儋．５９ ６４  ．７６ ２３ 刎．４３ ２３ ┅．７１

内表面 １２１ ~．７５ １３０ O．８９ １３６  ．７３ ９８ 7．０５ ７９  ．７９ ８１ 儋．８１ ６１  ．２８ ６９ 刎．８３ ５１ ┅．７６

容许应力［σ］ １６９ e．８ １６９ 5．８ ２６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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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 7 号跨钢管中面应力等值线图

2．4　有限元与解析法计算结果比较
由表 ３和表 ５ 可知，１ －１ 断面处两者计算结果比

较接近，而在 ２ －２和 ３ －３ 断面处两种方法的计算结
果相差较大，从跨中 １ －１ 断面到支承环 ３ －３断面，解
析法计算应力逐步增大而有限元 Ｍｉｓｅｓ应力却逐步减
少，主要原因是解析法计算得到的轴向压应力偏大的
缘故。 比如在支承环附近 ２ －２断面处，规范解析法认
为其位于支承环约束影响范围以外，因此其环向应力
接近于锅炉公式计算的光面管环向应力，轴向应力主
要由各种轴向力的合力所引起，基本不受支承环约束

图 5　第 7 号跨钢管中面应力变化
影响；而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 ２ －２断面仍然收到了支
承环约束的影响，表现为环向应力比解析法减小，而轴
向应力较解析法增加，导致 Ｍｉｓｅｓ 应力小于解析方法
计算结果。

（下转第 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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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在解决边坡失稳和洞室冒顶问题上大胆创新。 既保证了洞室结构安全和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抢占了工程建设时
机，成功实现汛前完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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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ｓｌｏｐ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ｒｏ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ｓｔａｂ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ｏｐｅｎ ｅｘｃａｖａ-
ｔｉｏｎ．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ｌｏ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ｒｅ ｅｎｓｕｒｅｄ．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 ｉ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Key words：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ｐｅｎ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我国是个多山且地貌复杂国家，伴随我国公路交
通的蓬勃发展，隧道工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１ －２］ ，
山岭地区隧道施工中，由于多种原因，如围岩差、围岩
中含水量大、地质超前预报不准确、施工方法与设计方
案不匹配、现场施工不规范的影响，导致了隧道塌方事
故时有发生。
众所周知，隧道工程对于围岩质量、埋深深浅、地

下水等影响因素控制要求高。 围岩质量差，支护措施
实施效果差，施工过程中，容易掉块、坍塌等影响施工
安全；埋深过浅难以形成拱顶效应而导致冒顶，一旦出
现冒顶，处理难度大，周期长；隧道处于地下水位以下，

容易通道渗水，形成管涌造成危险等［３ －６］ 。
本文结合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对外交通锅圈岩隧道

工程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手段进行总

结分析，并结合相关计算来验证已采用的工程手段是
正确的，为今后同类工程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工程简介

1．1　工程地质条件

锅圈岩隧道全长 ２ ９７２．５ ｍ，围岩地层主要为震旦
系上统灯影组（Ｚ２ｄ）微晶白云岩、下黑山组（Ｐｔ２ｈｓ）千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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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变质砂岩及第四系崩积（Ｑｃｏｌ）淋滤半胶结砾岩及
表层碎块石土。 上统灯影组（Ｚ２ｄ ）岩层较缓，岩体破
碎，而下黑山组（Ｐｔ２ｈｓ）千枚岩岩层较陡，岩体裂隙发
育，岩体较破碎，伴有辉绿岩侵入，隧道为伴山隧道，风

化强烈，隧道上覆岩土体整体较厚，厚 ５ ～２４９ ｍ，隧道
全长 １ ９８０ ｍ，走向整体为圆弧形。 根据隧道围岩分级
标准（表 １），围岩级别为Ⅲ、Ⅳ２、Ⅴ１ 等三个级别。

表 1　隧道围岩分级标准一览表

公路工程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７０ －２００４）围岩级别
Ⅱ Ⅲ Ⅳ１ 6Ⅳ２ *Ⅴ１ LⅤ２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ＪＴＧ Ｃ２０ －２０１１）围岩级别
Ⅱ Ⅲ Ⅳ１ 6Ⅳ２ *Ⅴ１ LⅤ２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ＪＴＪ０６４ －９８）围岩类别
Ⅴ Ⅳ Ⅲ１ 6Ⅲ２ *Ⅱ１ LⅡ２  

工程地质条件

新 鲜 完

整 厚 层

石 英 岩

等 硬 岩

（Ｐｔ２ｌｍ）

新 鲜 完

整 厚 层

白云岩、
大 理 岩

等 硬 岩

（ Ｚ２ｄ、

Ｐｔ２ｈｓ）

岩体裂隙发育、
较破碎、完整性
较差的厚层白

云岩、大理岩、
石英岩等硬岩

（Ｚ２ｄ、Ｐｔ２ｈｓ、Ｐｔ２ｌｍ，
可以不设置仰

拱）

①岩体卸荷强烈、完整性差
的厚层白云岩、大理岩、石
英岩 等 硬 岩 （ Ｚ２ｄ、 Ｐｔ２ｈｓ、
Ｐｔ２ｌｍ）
②较新鲜完整的泥岩、页
岩、板岩、千枚岩等软岩及
软硬岩互层（Ｔ３ｂｇ、Ｐ２Ｌ、∈１ｑ、

Ｚ２ｇ、Ｐｔ２ｈｓ）
③胶结较好的淋滤角砾岩

①裂隙发育、岩体
结构呈碎裂结构、
散体结构的泥岩、
页岩、板岩、千枚
岩等软岩 （ Ｔ３ｂｇ、

Ｐ２Ｌ、 ∈１ｑ、 Ｚ２ｇ、

Ｐｔ２ｈｓ）
②断层破碎带、胶
结较差的淋滤角

砾岩

第 四 系

松 散 覆

盖 层

（Ｑ４ ）

注：当上覆岩体较薄（小于 ２倍洞径）或地不水活动强烈、偏压等不利条件时，隧道围岩级别降低 １级，需加强支护。

　　锅圈岩隧道出口为岩质岸坡，出露基岩为千枚岩，
坡表植被为灌木，坡向约 ２９０°，地表平均坡度达 ４７°～
５７°。 岸坡岩层倾向与坡向近直交，交角 ４８°，岩层倾
角较陡，局部陡倾，倾角 ５０ ～７０°，坡表节理裂隙较发
育，围岩级别为 Ｖ１类。 其力学参数见表 ２。

表 2　锅圈岩隧道边坡岩体力学参数建议表

岩层 材料
重度γ

／（ｋＮ· ｍ －３）
黏聚力 c
／ｋＰａ

内摩擦角矱
／（°）

表层覆盖层

（Ｑｃｏｌ）

碎石土 １９ 侣．５ １０ 亮２５ c
淋滤角砾岩 ２２ 痧０ *３５ c

千枚岩

（Ｐｔ２ｈｓ）
强风化 ２５ 侣．５ １００ 鬃２５  ．２４

弱风化 ２６ 侣．５ ３００ ～４００ I３０ c
　　锅圈岩隧道地质条件总体特征有：①边坡卸荷风
化严重，且高陡；②围岩破碎，且层薄层状，裂隙发育；
③构造活动剧烈，分布有千枚岩、变质岩，局部存在辉
绿岩侵入，岩层挤压现象显著；④隧道侧向埋深浅、竖
向埋深大，洞身表现出显著的偏压受力特征，这是与一

般隧道工程（洞脸受偏压）的最大区别。

1．2　工程现象及问题的提出
锅圈岩隧道全长 ２ ９７２．５ ｍ。 隧道出口段 Ｋ２１ ＋

７００ ～Ｋ２１ ＋８５０ 总长 １５０ ｍ，为坡面倾向 ３２０°～３３０°
的斜坡，地表坡度 ４５°左右，隧道围岩主要由黑山组
（Ｐｔ２ｈｓ）组薄层千枚岩组成，岩体呈强风化，破碎，裂隙
发育，无优势方向，裂隙多张开充泥 １ ～２ ｃｍ，围岩条
件差，出口段为千枚岩夹变质砂岩，差异风化明显，强
风化的千枚岩呈碎片状、碎屑状，强风化深度约 １３ ～
２０ ｍ。

２０１５年 ７ 月 ２９日施工至 Ｋ２１ ＋７１２ 处出现冒顶，
塌方量约 ２００ ｍ３ ，冒顶端掌子面围岩条件为黑山组千
枚岩，极薄层状，受断层影响，岩体极破碎，垂直层面微
裂隙发育，自左起拱线向右下方充泥严重，体积比可达
３０％。 ２０１６年 ５ 月按照设计通知对冒顶段拱顶范围
内进行了地表注浆改良处理。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受
降雨影响，便道出现塌方。 洞内已实施管棚加固部位，
出现 ４０ ～７０ ｃｍ变形。
综上所述，布置于松散堆积体浅层隧道，容易冒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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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范围塌方，即使隧道施工完成，运行期间同样容
易造成边坡失稳、隧道受偏压作用，结构容易破坏；另
外，由于乌东德水电站每年 ５月－１０月为汛期，其中 ６
月－９月为主汛期，高陡边坡易发生塌方、掉块。 根据
现场揭露的地质条件来看，锅圈岩隧道出口段的施工
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如果汛前施工无法完成，工期至
少延后半年，且边坡存在滑塌风险，一旦滑塌又存在治
坡工程，进一步影响隧道施工。
按原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无法在汛前完成施工，且

施工过程中冒顶、边坡坍塌等风险巨大，故而在隧道结
构设计、施工组织、现场管理上需要大胆创新。

２　Ｋ２１ ＋８５０－Ｋ２１ ＋７１５段工程处理措施
2．1　原设计支护效果分析

２０１７年 ３月，由于开挖揭露出的地质条件为中风
化，与预先判断的强风化相比，岩石条件变好，边坡具
备开挖支护条件，其中锅圈岩隧道 Ｋ２１ ＋８３０ ～Ｋ２１ ＋
７１５段偏压严重，洞顶覆土厚度较浅且部分拱肩部位
已无覆土。 最终确定的方案为：将 Ｋ２１ ＋８３０ ～Ｋ２１ ＋
７１５段由隧道改成偏压明洞结构，结构方案如图 １（ｂ）
所示，且进行分段施工。

图 1　K21 ＋715 －K21 ＋830段设计图
　　如图 １所示，采用隧道施工，存在冒顶风险，以及
运行期存在边坡坍塌，及坍塌导致隧道变形、破坏、渗
水等风险，如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Ｋ２１ ＋７００ ～Ｋ２１ ＋８３０ 段发
生边坡垮塌，造成已开挖段 Ｋ２１ ＋７１０ 附近钢架变形
严重；采用明洞施工，可将隧道围岩稳定问题，转换为
边坡支护问题，不存在冒顶风险，但为确保明洞施工安
全，对边坡支护方案需要进行充分论证。
暗洞明挖方案中边坡原设计支护方案：根据锅圈

岩隧道出口 Ｋ２１ ＋７６０ ～Ｋ２１ ＋７１５ 段地形情况，明洞
段右侧地形较陡，表层岩体风化严重。 为避免高边坡、
大挖方，明洞边坡自拱腰以 １∶０．３坡比放坡，坡脚设置
三排钢管桩，对坡顶以上约 １０ ｍ 高度范围内边坡坡表
整理后采用锚筋桩格构防护，明洞拱腰以下部分开挖

前采用一排型钢锚桩围护，锚桩桩顶设置两根锁脚锚
杆，如图 １（ｂ）所示。 对于锚杆全坡面支护，一方面对
于破碎岩体、堆积体坡面锚杆施工难度，一方面施工周
期长。 由于坡体存在不均匀分布的构造特点：即构造
活动剧烈，分布有千枚岩、变质岩，局部存在辉绿岩侵
入，岩层挤压现象显著，全坡面分散式布置锚杆，存在
局部锚杆失效的风险，一旦存在点破坏，将存在全面辐
射破坏的风险。
为此，针对坡面不同高程的支护效果进行效果分

析，通过典型剖面（Ｋ２１ ＋７１５）进行自然边坡稳定性计
算和开挖边坡在原设计支护方案下的稳定性计算，结
果如图 ２所示。

图 2　边坡开挖前后、支护前后稳定性计算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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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图 ２（ａ）和图 ２（ｂ）可知，在边坡开挖前，边坡
稳定处于极限状态，在降雨等外在因素作用下，覆盖层
（安全系数 ０．９０７）和中部风化岩石（安全系数 ０．９５６）
存在较大的坍塌、剥落风险，因覆盖层的坍塌将会导致
整个系统结构受力条件发生变化，采用洞挖时，存在较
大的冒顶、洞室围岩变形等风险。
通过图 ２（ｃ）可知，对边坡进行一次开挖成型，其

结构的稳定性极差（安全系数 ０．５７４），如图 ２（ｄ）所

示，开挖边坡采用自上而下全坡面支护，边坡才具备明
洞施工的条件，边坡安全系数可达 １．１０３。
通过上部、上中部、中部和下部相应支护，进行边

坡稳定性敏感性分析计算，结果如图 ３所示，不同部位
进行支护对应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０．６４４、 ０．６５０、
０．７０４、０．９１６。 可看出下部支护对边坡稳定性的贡献
最大。 为后续隧道工程开挖支护提供有用信息。

图 3　边坡支护效果图
　　据此，在后续工程 Ｋ２１ ＋８５０ －Ｋ２１ ＋７１５ 段可根
据地质条件和地形条件进行结构优化和支护优化，以
满足施工安全和缩短工期目的。
针对不同高程支护效果分析结果，以及拱腰上部

岩体破碎，下部岩体完整的特点，提出加强下部支护，
简化甚至取消上部支护的一种集中受力边坡支护型

式：将边坡在垂直方向以隧道拱腰为界分为两段，通过
对隧道拱腰以上边坡进行集中受力支护，在满足安全
施工要求前提下，进行隧道拱腰以下边坡的开挖支护。
精心辅以能够加强施工安全的施工组织设计，明

洞拱腰以上边坡充分利用其边坡自稳特性，明洞洞轴
线方向采用分段施工，在明洞分段施工过程中，通过管
棚推进式支撑，为明洞施工提供双重保护，确保施工人
员的安全和明洞施工安全。

2．2　一种集中受力型边坡支护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案
由于汛期在即，施工工期紧张，按照原设计方案进

行边坡开挖、支护、明洞施工，将存在极大度汛风险，且
工程施工安全得不到保障，需根据不同洞段地质条件
差异，对原有方案进行有针对性地优化，抢占先机，在
汛前完成整个工程的实施。

２．２．１　Ｋ２１ ＋７６０ ～Ｋ２１ ＋７１５段
根据锅圈岩隧道出口 Ｋ２１ ＋７６０ ～Ｋ２１ ＋７１５ 段地

形情况，明洞段右侧地形较陡，表层岩体风化严重。 其
中，Ｋ２１ ＋７６０至 Ｋ２１ ＋７１５边坡侵占结构断面段，边坡
整体开挖不具备施工条件，且对出洞口正面边坡稳定
造成影响（为松散体，出现过滑动）；若仅对锚筋桩以
下边坡进行开挖，会形成倒悬体，锚筋桩受力较大。
在前期支护效果评估基础上，认为拱腰处锚筋桩

对边坡整体稳定性影响较大，故通过孔洞回填改成钢
管回填形成钢管桩提高抗载能力以取消上部支护，如
图 ４所示。

图 4　钢管桩结构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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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采用了一种集中受力型边坡支护结构：在拱
腰处布置明洞拱腰部位布置两排Φ１５０ 钢管桩，钢管
桩横向间距 ５０ ｃｍ，排距 １００ ｃｍ，钢管桩桩长 ２０ ｍ（等
效于将坡面分散布置锚杆，集中在拱腰处进行集体抗
剪受力，借助下部完整岩体，起到抗压作用，形成“扁
担”效应）。 采用工字钢将钢管桩连成整体，横向与偏
压墙相连。 增加支撑形成整体受力后，再进行钢管桩
以下边坡开挖，根据现场实际地形条件，拱腰以下边坡
较完整，采用直立边坡。 削坡后，路基宽度满足明洞结
构尺寸，明洞快速跟进，增加边坡整体稳定，通过明拱
紧贴掌子面，达到支护边坡与施工安全防护相结合。
施工中，发现锚筋桩桩整体受力后增加的纵向工字钢
变形，立即进行加固。
根据锅圈岩隧道出口 Ｋ２１ ＋７４０ 至 ２１ ＋７１５ 段边

坡防护措施和现场施工条件，为避免高边坡、大挖方，
对其表面采用主动防护网进行表层临时支护，再开展
集中受力支护型式及明洞施工，施工顺序为钢管桩→
偏压墙→隧道明挖→隧道支护结构施工→边坡支护，
在施工过程中为减少对边坡的扰动，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安全施工。 实施前针对主要工程项目进行了统筹
安排。

１）对塌方进行清理、边坡局部进行削坡减载，形
成明洞施工通道。

２）清理后的边坡加设主动防护网，避免滚石对下
方施工人员和通行车辆造成伤害。

３）拱腰位置布置钢管桩，进一步提高边坡稳定。
４）利用现场地形条件，对明洞偏压墙进行施工。
５）拱顶以下拱墙、仰拱分段机械破除，明洞跟进。
６）明洞洞顶回填。

２．２．２　Ｋ２１ ＋８５０ －Ｋ２１ ＋７６０段
Ｋ２１ ＋８５０ －Ｋ２１ ＋７６０段边坡岩石条件整体较好，

为中风化，边坡现状满足明洞结构尺寸。 该段要求偏
压墙完成至隧道起拱线以上，立即实施明洞施工，明洞
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边坡支护，减少边坡暴露风化的
时间。

３　施工要点和工程管理重点
综合考虑施工期、运行期安全，工期要求、施工现

场布置及施工组织特点等，按照边坡分层、隧洞分段施
工的原则最终确定施工方案如下：先对边坡进行分层，
通过对上部边坡进行主动防护网，形成下部边坡安全
作业环境后，在拱腰处采用加强支护，取消上部支护，
形成集中受力后，进行拱腰以下边坡开挖，偏压墙施
工、明洞施工，后进行下部边坡系统支护及洞顶回填，

由明洞恢复到隧道。
工程施工过程中主要的安全管理措施如下：

3．1　作业环境的安全管理
１）在进行偏压墙施工、明洞施工前，先后多次安

排人员对边坡进行排险，加强边坡浮石、危石的人工清
理，对清理不动的危石进行标记并采用缠绕、锚固等方
式进行加固，排除大块危石掉块风险。

２）对于未采取混凝土护面的部位，采用主动防护
网进行坡面防护，排除坡面风化后的小块石掉落。

３）严禁夜晚、雨天施工。 夜晚光线条件差，严禁
施工；雨后施工，需对边坡进行排查后方可进行施工。

４）加强边坡稳定监测。 对于坡面风化较严重的
部位，坡面设有上中下共计 ４０ 余处变形监测点，每天
进行监测，雨后进行加密监测。

５）边坡开挖施工应做好施工期临时排水总体规
划和建设，及时疏导地表水，为防止边坡以外的水流进
入坡体，对坡面进行冲刷，影响边坡稳定性，宜在边坡
外缘设置截水沟，以拦截坡面水流，同时应在边坡坡体
内设置必要的排水沟或泄水管，使大气降雨及坡内水
流能尽快排出坡体，避免对边坡产生不利影响。

3．2　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
１）作业班组进场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

针对不同的班组工作环境进行应急撤离演练。
２）对于危险部位，开挖作业面前后、上下设置警

戒勺，并严格控制作业面作业人数在 ２人以下，除出渣
外仅允许一台挖机进行施工作业；出渣时仅允许一台
挖机、一台自卸车作业。

３）联合设计、地质、监理、施工、项目部成立前方
工作组，密切跟踪现场动态，落实好技术服务、安全监
管工作。 基本保持每天一次或多次巡查，指导现场
施工。
通过对 Ｋ２１ ＋８５０ －Ｋ２１ ＋７１５ 段边坡支护的优化

和管理强化，成功实现汛期完工目标，且运行良好。

４　结　语
针对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对外交通锅圈岩隧道出口

段的实际地质条件和工期要求，开展大胆的技术创新，
分别如下：

１）在 Ｋ２１ ＋７１５ 典型剖面原设计方案支护效果评
估基础上，对 Ｋ２１ ＋７６０ －Ｋ２１ ＋７１０ 段边坡支护进行
边坡分层，采用两排钢管桩集中受力支护，取消上部全
坡面分散式支护，形成“扁担”效应；利用边坡自稳特

（下转第 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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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莹，金　飞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基于径向基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数据挖掘模型，建立大坝施工期温度时程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关联规则，实现了大

坝施工期温度时程快速、实时监测。 首先，通过大坝实际浇筑数据的清洗、融合，建立大坝施工期数据库，为模型提供数

据快速提取接口。 继而，根据粗糙集属性重要度理论进行条件属性约简，剔除冗余属性，确定输入变量；然后，用交叉验

证算法，确定模型最优参数；最后，随机选取 １４２个样本作为训练集建立支持向量模型，并使用模型预测剩余的 ３５ 个样

本，模型预测温度时程与实测温度时程基本吻合，模型精度较高且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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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１４２ ｒａｎｄｏｍ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３５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
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Key words：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ｄａｍ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２１世纪是数据管理时代，坝工工程也由传统施工
转变为工程管理，随着监测仪器的广泛应用，大坝建设
正逐步实现“传统大坝”到“智能大坝”的蜕变［１］ ，如何
智能分析实时采集的监测数据，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实
时提供施工方案和运行维护措施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数据挖掘技术作为现今最先进的海量数据快速分析工

具，在坝工工程管理中有着广阔的数据反馈分析应用

前景。
龙开口坝址处于干热河谷地带，大坝为碾压混凝

土重力坝，温度控制是坝体安全的关键问题。 本文基
于粗糙集理论和径向基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数据挖掘

模型建立施工信息和坝体施工期温度时程的关联规

则，实现施工期坝体温度实时监控，对通水冷却、浇筑
入仓等施工措施提供实时指导，真正实现实时温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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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保障大坝的安全。

１　施工期数据库

数据库是数据挖掘的基础工作，本文针对大坝施
工期的材料分区、温度计布置、浇筑信息、边界条件、实
测温度数据等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１３ 构建大坝施
工期数据库系统，为数据挖掘分析提供快速提取的
接口。
如图 １所示，将大坝施工期数据按照实际值整理

成 ８ 个信息表：温度计布置信息表、冷却水管布置信息

表、浇筑块信息表、混凝土材料信息表、通水冷却信息
表、边界条件信息表、温度计测值信息表；继而，按照相
应规则编制程序对每个信息表进行噪音值清洗，并合
理填补缺省值；然后，通过各信息表之间的联系对数据
值进行分析判断，删除或修正原始数据，保持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最后，通过主键和外键实现各信息表之间的
融合，建立各信息表之间的关联规则，构建大坝施工期
数据库。

图 1　数据库结构图

２　属性约简

粗糙集理论［２］是一种不确定性知识发现理论方

法，一般不需要先验知识，可直接处理不精确、不完整
的数据。 基于粗糙集属性重要度算法可对条件属性进
行约简，剔除冗余属性。

2．1　连续属性离散化

粗糙集理论算法要求决策属性和条件属性为离散

值，因此在使用粗糙集算法前需对连续属性进行离散
化。 粗糙集离散化是对决策属性和条件属性设置断
点，通过优化分析选择最合适的分割点集，用分割点集
的代表值代替原属性值。
本文 Ｆａｙｙａｄ、Ｉｒａｎｉ等［３］等提出的基于熵（信息量）

进行连续属性离散化，在熵值（信息量）损失最小的基
础上尽可能增加离散区间，获得近似的最优分割点集。

假设一个条件属性的离散区间数为 k，１≤k≤n，n为条
件属性不重复值个数，离散变量 X在 k个区间的分布
熵为：

H（Pk） ＝－∑
k

i ＝１
p（ i） ｌｏｇ２p（ i） （１）

熵函数 H（Pk）是凹函数，如图 ２所示，随 k增加而
单调递增，且增加率逐渐减小［４］ 。 连续属性离散化
时，首先将每个断点值作为一个离散区间，此时对应的
熵值最大，每次选择熵值减少最小的邻近离散区间合
并，熵值减少差值相同的任意合并一组。 随着离散区
间的合并，熵值逐渐减小，熵曲线的拐点 v 处，离散区
间的增加率大于熵值的增加率，固其可作为离散区间
合并停止点以平衡熵值和区间个数，此时熵曲线到直
线 l的距离最大。 熵曲线任意一点到直线 l的距离为：

h ＝｜
（kｍａｘ －１）· H（p） －Hｍａｘ（p）· （k－１）

H２
ｍａｘ（p） ＋（kｍａｘ －１）

２
｜（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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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最大时区间停止合并。 本文依据此算法编制
程序进行条件属性离散，得到离散处理后的决策表。

图 2　离散变量信息熵函数图

2．2　条件属性约简

粗糙集条件属性约简［５］可去除冗余条件属性，用
约简后的决策表替代原始决策表，本文使用基于属性
重要度算法进行条件属性约简。
条件属性α对决策属性的重要度定义为：

ｓｉｇ（α，B；R） ＝γ（B） （R） －γ（B －｛α｝） （R） （３）

其中，γ（B） 表示属性集合 B 对决策属性的重要度，

γ（B －｛α｝） （R）表示删除条件属性 α后集合对决策属性
的重要度，两者之差表示属性 α对决策属性的重要
度。 其中γ（B）定义为：

γ（B） ＝
｜POS（B） （R）｜

｜U｜ （４）

｜POS（B） （R）｜
｜U｜ ＝card（U／IND（B））card（U） ｜ （５）

本文根据上诉算法进行条件属性约简，步骤如图
３所示：对条件属性全集 B 每个元素逐个判断，若 ｓｉｇ
（α，B；R） ＝０，则条件属性αi 对决策属性 R重要度为
０，剔除αi；若 ｓｉｇ（α，B；R）≠０，则保留αi，逐个判断直
至确定最终的条件属性集合。
针对本工程，根据条件属性约简结果，浇筑块间歇

时间、温度计相对高度（温度计与浇筑块底部距离与
浇筑块高度之比）、温度计相对位置（温度计与上游面
距离与浇筑块宽度之比）对混凝土温度影响不大，为
冗余属性，可剔除。

３　模型优化参数

龙开口大坝施工期数据变量和数据值众多，需选

择泛化能力强的数据挖掘模型，防止模型陷入局部最
优，不能高精度预测独立样本。 支持向量机作为广泛

图 3　条件属性约简步骤图
应用的数据挖掘模型，为凸优化问题求解方式，局部最
优就是全局最优，可使用有限训练样本建立模型并很
好的预测独立测试样本，有良好的泛化能力［６］ ，因此，
本文选择支持向量机模型建立施工期相关影响因素与

温度时程的关联规则，实现大坝施工期温度时程快速、
实时监测。
支持向量机模型主要由核函数类型及其核参数、

超参数 C、ε 决定，而核函数对模型精度的影响不大，
本文选择径向基（ＲＢＦ）核函数，如式（６）所示，通过交
叉验证算法确定参数 C、ε和σ。

K（xi，xj） ＝ｅｘｐ（ －
｜xi －xj ｜２

σ２ ） （６）

交叉验证算法逻辑如图 ４所示，通过嵌套循环，每
组参数的误差值取 V 次循环下最大的训练集均方误
差和测试集均方误差，通过分析比较确定支持向量的
最优参数组合。 基于计算结果，训练集（左图）和测试
集（右图）均方误差变化过程如图 ５所示。 不同精度 ε
下，训练集和测试集均方误差最小时对应的核函数参
数σ和惩罚常数 C如表 １所示。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训练集均方误差在不同参数组合下远远小于测试集均

方误差，为避免模型出现过拟合，本文以测试集均方误
差最小为参数选取标准，ε ＝０．０５，C＝６４，σ＝４为最优
参数组合，此时训练集均方误差为 ０．００５ ６２℃，测试集
均方误差为 ０．０７６２℃，满足精度要求。

图 4　交叉验证算法逻辑图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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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训练集和测试集均方误差变化趋势

表 1　不同精度下训练集测值计的最优值

ε
训练集

C σ ＭＳＥ
测试集

C σ ＭＳＥ
１ }６４ 儋１／３２  ０  ．２９ ３２ 5６４ L８ N．４

０ P．１ ３２ 儋６４ 痧０ 葺．００９７ ２  ２ 6０ !．１６７

０ 9．０５ ６４ 儋６４ 痧０ 屯．００５ ６ ６４ 5４ 6０ !．０７６

０ 9．０１ ３２Ｖ６４ %０ -．００４ ９０１ １６ {４  ０ 圹．１２２

０ #．００５ ６４ 儋６４ 痧０ 牋．００４ ９７３ １６ 5４ 6０ !．１３３

０ #．００１ ３２ 儋６４ 痧０ 贩．００５ ０５ １６ 5４ 6０ !．１４５

０  ．０００１ ３２ 儋６４ 痧０ 贩．００５ ０８ １６ 5４ 6０ !．１４９

４　模型训练与预测

本文共有 １７６ 个温度实测时序样本，按照 ４∶１ 的

比例，随机取 １４２个样本训练建立支持向量模型，然后

使用建立的支持向量模型预测剩余 ３５ 个样本的温度

时序。

首先，采用最优参数组合 ε ＝０．０５，C ＝６４，σ＝４，

使用 １４２个样本数据训练建立支持向量模型，典型训

练样本的模型预测温度曲线与实测温度曲线对比如图

６所示，两者基本吻合，模型精度较高。

图 6　训练样本实测温度时程与支持向量模型预测温度时程关系图

　　采用上诉建立的支持向量模型预测剩余的 ３５ 个
独立样本，每个样本的均方误差在 １ ～４ 范围内，残差
在 ３℃附近波动。 预测集中典型温度测点的模型预测
温度时程与实测温度时程关系如图 ７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预测值基本为在趋势线上，没有较大波动发
生，模型稳定性较好；模型预测温度曲线与实测温度曲
线基本吻合，模型预测精度较高，固可将此模型应用于
预测大坝施工期混凝土温度时程中。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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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预测样本实测温度时程与支持向量模型预测温度时程关系图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１３ 构建了龙开口大

坝施工期数据库系统，方便了数据管理并为数据挖掘
模型提供快速提取接口，然后，基于径向基核函数的支
持向量机模型建立大坝施工期温度时程与相关影响因

素的关联规则，实现了大坝施工期温度时程快速、实时
监测。 主要结论如下：

１）基本粗糙集理论的信息熵方法进行连续属性
离散化，并根据属性重要度方法进行条件属性约简，剔
除了浇筑块间歇时间、温度计相对高度（温度计与浇
筑块底部距离与浇筑块高度之比）、温度计相对位置
（温度计与上游面距离与浇筑块宽度之比）三个冗余
属性。

２）采用交叉验证算法，确定支持向量模型最优参
数组合为 ε ＝０．０５，C ＝６４，σ＝４，此时训练集均方误差
为 ０．００５ ６２℃，测试集均方误差为 ０．０７６２℃，模型具有
较高精度。

３）按照 １７６个样本 ４∶１ 的比例，随机取 １４２ 个样
本训练建立支持向量模型，然后使用建立的支持向量
模型预测剩余 ３５ 个样本的温度时序。 预测值基本都

维持在趋势线上，没有较大波动发生，模型稳定性较

好；模型预测温度曲线与实测温度曲线基本吻合，模型
精度较高，固可将此模型应用于预测大坝施工期混凝

土温度时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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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
水电站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陈　鹏，王杰飞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云南 永善　６５７３００）

摘要：大数据技术在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中的应用，通过实时监测通风空调系统的相关数据，并且在历史数据整理、
发展趋势分析和模拟预测等方面，为通风空调系统运行效能的实时评估提供了可能，有望实现对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
的在线监测、实时数据可视化管理和辅助决策三为一体的大数据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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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in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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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ｅｆｅｉ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 Ｌｔｄ．， Ｙｏｎｇｓｈａｎ ６５７３００，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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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ｎ， ａｎ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Key words：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水电站地下厂房拥有庞大而又复杂的洞室群，在
地下厂房中热源、湿度源稳定而且集中，这为地下厂房
营造了一个闷热而又潮湿的环境，再加上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灰尘，如果地下厂房的通风空调系统不能良
好运行，地下厂房中将是一个恶劣的生产、生存环境。
目前，对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运行性能数据的

监测还未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实时监测系统，不能实时
地对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效能进行有效的评估。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下厂房温湿度环境发生改变时，维
护部门不能及时作出准确的原因分析和给出有针对性

的应对措施，降低了维护部门的应急反应能力。 造成
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
设备分部广泛，各区域各洞室的环境监测相互独立，联
系性差，数据量大；一是未针对地下厂房通风口空调系

统建立起全面、规范的环境监测数据统计、储存、分析、
处理系统，通风空调系统巡检严重依赖人员目视检查，
巡检数据误差大。
大数据技术旨在在一定时间内对大型复杂的数据

集合进行获取、传输、储存、管理、分析与处理，可实时
地给出大型系统的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高容量、
快速性、多样性和价值密度低的特点，并在互联网、物
联网、智慧城市、移动通讯、智能电网、电力系统、智慧
医疗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１ －３］ 。 将大
数据技术在水电厂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中应用能够

实时地监测地下厂房的环境状态并作出趋势分析和效

能评估，将未知多变量系统变成已知多变量系统，为通
风空调系统的运行状态调整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持，让
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减排理念的落实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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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１　大数据的来源与组成
水电站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基本上可分为：新

风送风系统、新风处理系统、地下厂房局部洞室通风空
调系统、排风系统等四部分。 为了便于表述，本文以溪
洛渡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为例对水电站地下厂房通风

空调系统的大数据应用进行阐述。
溪洛渡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安装有 ９ 台 ７００ ＭＷ

水轮机发电机组，地下厂房在区域上可分为主厂房、副
厂房和主变区域。 主厂房由上至下可分为主厂拱顶风
道层、发电机层、电气夹层、水轮机层、机组技术供水水
泵房、尾水操作廊道层等 ６层，发电机层下游侧布置有
母线洞，温度较高，每条母线洞布置有 ７ 台多联机室内
机；副厂房位于主厂房一侧，通过门洞与主厂房连通，
上下共 ６层，主要布置有电气盘柜室、工作办公室、运
行办票室等；主变运输通道将主变区域与主厂房分开，
主变区域由上至下分为主变拱顶排风风道层、主变
ＧＩＳ层、主变电缆层、主变室及相关电气盘柜室等 ４
层。 地下厂主要有 ２ 种进风方式：一是通过厂外送风

风道进风，一是通过进厂交通洞进风。 副厂房六楼布
置有 ４台冷水空调机组，通过两级表冷器冷却进场风
道送来的新风，新风冷却后由离心风机送入主厂房拱
顶送风风道，通过主厂房拱顶的开孔进入发电机层，然
后通过夹墙风管、楼梯、吊物孔等 ３种通道在局部轴流
风机的作用下在各层实现循环，主厂房的新风一部分
通过门洞进入副厂房，一部分通过电气夹层的母线洞
进入墙体夹层排至主变拱顶排风风道。 进入副厂房的
新风，在局部轴流风机、排风扇的作用下对各洞室进行
通风换热，排风全部通过墙体夹层排至主厂拱顶排风
风道，由厂外主厂离心风机经主厂排风通道排至厂外。
主变区域的新风主要来自于交通洞进风，在主变运输
通道通过排烟风机、楼梯、吊物孔进入主变区域各层，
通过局部轴流风机排至主变拱顶排风风道层，再由厂
外主变排风离心风机经主变排风风道排至厂外。
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进风排

风风道运行参数、送风排风风机运行参数、冷水机组运
行参数、局部轴流风机空调设备运行参数、地下厂房各
区域环境状态参数、地下厂房热源参数、厂外环境参
数，具体参数见表 １。

表 1　数据源参数

序号 种类 参数

１ "进风排风风道参数 风速（ｍ／ｓ）、风压（Ｐａ）、温度（℃）、湿度（％ｒｈ）、含尘量（μｇ／ｍ３ ）

２ "送风排风风机参数 风速（ｍ／ｓ）、风压（Ｐａ）、轴承温度（℃）、频率（Ｈｚ）、电流（Ａ）
３ "冷水机运行参数 运行机组数（台）、一级表冷温度（℃）、二级表冷温度（℃）

４ "局部轴流风机、空调设备运行参数 风机运行状态（０／１）、空设备运行状态（０／１）、空调制冷温度（℃）、除湿机运行状态（０／１）

５ "地下厂房各区域环境状态参数 温度（℃）、湿度（％ｒｈ）、含尘量（μｇ／ｍ３ ）

６ "地下厂房热源参数 机组负荷（ＭＷ）

７ "厂外环境参数 风速（ｍ／ｓ）、风压（Ｐａ）、温度（℃）、湿度（％ｒｈ）、含尘量（μｇ／ｍ３ ）

注：设备运行状态（０／１），０代表未投运，１代表投运。

　　数据采集的过程中按照地下厂房结构分区域、分
层进行数据整合、传输和储存，在数据分析时便于检索
出可相互参考的有效数据。

２　实时数据的可视化管理
数据的可视化管理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关键环

节，可视化管理方式因所针对的系统不同和目标不同
而不同。 在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大数据可视化管理
中主要目标有以下 ６ 个：①实时监测的需要，实时监测
和展现地下厂房各个区域的温湿度环境状态；②趋势

分析的需要，能够给出特定区域内在一段时间内温湿
度环境的发展趋势；③设备运行状态监测的需要，实时
监测地下厂房各通风空调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性能参

数；④地下通风空调系统经济性评价的需要，能够实时
给出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能效评估，为通风空调
系统的节能减排提供数据支持；⑤故障辨识的需要，能
根据地下厂房的环境监测数据给出温湿度、含尘量超
标预警，并根据设备的运行参数进行设备故障诊断；⑥
通风空调设备的智能巡检，利用实时监测数据及其故
障报告可以简单方便地了解通风空调系统设备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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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下厂房通风流程示意图

图 2　大数据可视化管理需求

状况。
１）实时监测。 利用地下厂房平面图和剖面图显

示数据，实时给出选定的某一层区域、某机组段区域温
湿度、含尘量现状，实现同一时间点不同区域、不同时
间点同一区域环境条件的纵向和横向对比。

２）趋势分析。 给出某时间段内选定区域的环境
条件变化趋势，并预测未来该选定区域环境条件的变
化趋势，以厂房热源的变化趋势和外界环境条件的变
化趋势作为辅助参考。

３）状态监测。 实时监测送风、排风大型离心风机
的运行参数和冷水机组运行的性能参数，实时报告选

定区域内小型轴流风机、换气扇、空调设备的运行状态
（０／１）。

４）经济性评价。 根据设备的运行参数参照设备
设计参数对设备运行效率进行评价，根据状态监测数
据计算出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总耗能，根据进风、排风
的实时监测数据，计算出通风带走的总热量，总热量与
总耗能的比值即可作为系统的能效评估指标。

５）故障辨识。 根据实时监测、趋势分析、状态监
测和经济性评价数据给出温湿度、含尘量超标预警，通
过与正常时间段内的数据进行对比，给出可能引起环
境条件超标的若干因素。 故障辨识可以作为缺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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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的重要手段。
６）智能巡检。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利用计算机

技术模拟真实环境给人以相似感官感受的仿真技术，
目前在医疗、军事、娱乐、教育、人体模拟等多个领域进
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应用。 利用大数据技术的数据支持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就可以在模拟的地下厂房环境中
进行设备巡检，可大大减少现场巡检的频率和提高巡
检数据的可靠性。

３　辅助决策的基本策略

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建立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

的运行数据库，这些数据是应对环境突变、做设备运行
参数调整和特定环境条件下运行数据模拟的基本依

据。 地下厂房的温度、湿度和含尘量三项指标发生的
变化具有不同步性，而且由于地下厂房各区域的设备
布置类型的不同，不同区域和设备间对温度、湿度和含
尘量的敏感性也不同。 当地下厂房温度、湿度、含尘量
中某一项指标或多项指标发生变化时，根据区域环境
条件敏感性要求分别给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当外
界环境条件和内部热源分布情况发生变化时，在满足
地下厂房通风降温的前提下实时给出设备运行方式的

调整方案，满足节能减排的环保要求，这就是辅助决策
的基本策略。

４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的实

时监测提供了可能，为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分析故障
的精确定位和精准应对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应对环境
条件突变的应急能力，提高了对设备性能的监控能力。
大数据技术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实现通风空调系统设备

的智能巡检，可为通风空调系统设备的精准维护和日
常设备巡检工作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
节能减排是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也是现代工业发

展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一个企业管理理念、技术先进程
度的重要指标。 水电站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是一个
庞大的能耗系统，具有较大节能减排潜力。 鉴于通风
空调系统实时能效评估和运行策略优化的需要，对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具有强烈的需求，而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也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１］刘科研， 盛万兴， 张东霞， 等．智能配电网大数据应用需
求和场景分析研究［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５（２）：

２８７ －２９３
［２］李建中，杜小勇．大数据可用性理论、方法和技术专题前言

［Ｊ］．软件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７（７）： １６０３ －１６０４
［３］曾悠．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数据可视化概念研究［Ｄ］．杭
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４

（上接第 １４页）

３　结　语
本文分别采用解析法和有限元法对某水电站大直

径明钢管进行应力分析，并对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
行了比较，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大直径地面明钢管，远
离支承环或加劲环的跨中 １ －１ 断面处两种设计方法
计算结果比较接近，而支承环 ３ －３ 断面和附近的 ２ －
２处解析法计算结果误差较大且偏保守，不利于降低
钢材成本，因此建议大直径的地面明钢管结构分析应
尽量采用有限元方法。
参考文献：
［１］刘启钊， 胡明．水电站［Ｍ］．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Ｋａｗａｂａｔａ Ｔ， Ｓａｋａｉｂｏｒｉ Ｈ， Ｏｎｉｓｈｉ Ｋ，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ｍａ-

ｔｃｈ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ｏｎ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９５０ＭＰａ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ｗｅｌ-
ｄ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ｎｓｔｏｃｋ［Ｊ］．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

２８（３）： ２９６ －３０４

［３］杨泽艳．羊湖电站部分压力明管变位分析与加固对策／／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水电站压力管

道： 第六届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学术论文集［Ｃ］．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４］诸葛睿鑑．明钢管支座的横向推力［ Ｊ］．云南水力发电，

２００７， ２３（３）： ３３ －３４

［５］Ｈｕ Ｌ， Ｗｕ Ｈ， Ｓｈｉ Ｃ，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ｘ-
ｐｏｓｅｄ ｐｅｎｓｔｏｃｋ ｌａｉｄ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ｉｋｏｕ： 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Ｅ-
ＡＢＭ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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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鸦寺湖流域洪水灾害防治

胡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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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三鸦寺湖流域洪水成因的分析，受水文资料所限，采取了反演 １９８３ 年实际洪水的方法推求三鸦寺湖流域及外
河设计洪水。 对于三鸦寺湖流域防洪拟定了两个方案，在方案比选中，除在满足防洪要求下的技术、经济比较外，还从城
市未来发展、着力于为居民提供滨水景观与亲水休闲地带、城市生态水利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等远景考虑，推荐了
较优的治理方案。

关键词：三鸦寺湖；洪水推求；防洪规划

中图分类号：ＴＶ８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４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anyasi Lake Basin
ＨＵ Ｙａｚｉ

（ＣＡＭＣＥ ＷＨＵ Ｄｅｓｉｇ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 Ｌｔｄ．，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ａｎｙａ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ｙａ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ｂａｃ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１９８３．Ｔｈｅｎ， ｔｗｏ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ｚｏｎ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ｔｈｕｓ 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
Key words： Ｓａｎｙａｓｉ Ｌａｋ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三鸦寺湖位于安徽省怀宁县东北部，距怀宁县城
９ ｋｍ，水面面积 ８．３０ ｋｍ２ （湖面水位 １０．６ ｍ，８５ 黄海
高程），环湖涉及怀宁县的高河、茶岭、金拱、凉亭等四
个乡镇。 三鸦寺湖流域面积 ３５８ ｋｍ２ ，属菜子湖流域，
主要由高河大河、万福河、谭家桥河、黄马河等四条主
要支流及环湖水系组成，出湖河道经马踏石大闸入大
沙河再注入菜子湖。 三鸦寺湖流域主要防洪保护对象
为怀宁新县城、湖区四个乡镇及多个圩口，防洪保护区
内共有人口 ２０万人，耕地 ２．５７万亩。
流域属亚热季风气候区，湖区洪水主要由降水形

成。 ６月份进入梅雨季节，阴雨连绵，同时受南北冷暧
气流的影响，暴雨集中。 七月中旬进入盛夏后，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少量从沿海登陆的台风影响到本
地，形成大暴雨。 由于湖区洪水直接排到菜子湖，而菜
子湖受长江水位的影响，５ －８ 月份为长江主汛期，通

常情况下江水位高于湖水位，湖水不能自排，且存在倒
灌的现象，因此湖水出现高水位的机率较大。 据历史
记载，自 １３１９年至 １９４９年 ６００余年中，三鸦寺湖流域
内发生较大洪灾有 ７２ 年。 建国以来的大水年如
１９５４、１９６９、１９８３、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均给当地造
成比较严重的洪水灾害。

１　防洪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三鸦寺湖流域初步形成了以堤防工程及流域

出口建闸控制的防洪工程体系。 沿湖有万亩圩口 １
个，千亩以上圩口 ８个，千亩以下圩口 １２个，堤防总长
５０．５６ ｋｍ。 大多数圩口地面高程在 ９．３０ ～１０．５０ ｍ之
间，堤顶高程一般在 １３．６０ ～１６．４０ ｍ 之间，堤防单薄
矮小，险情较多；堤顶建筑物较多，堤内外坡障碍物丛
生，不利于汛期防汛；遇大水年份，极易漫顶溃堤。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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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６０年代，为了防止大沙河或菜子湖洪水位高于三
鸦寺湖水位时倒灌，造成三鸦寺湖流域的被动洪灾，在
三鸦寺湖流域的出口修建了马踏石大闸。 马踏石大闸
距三鸦寺湖 １．２５ ｋｍ，距人形河 １．５５ ｋｍ。 闸的结构形
式为开敞式圬工结构节制闸，每孔净宽 ３ ｍ，闸墩厚
１．２ ｍ，闸室总宽 ３６．６ ｍ，中间三孔闸底板高程 ８．６ ｍ，
两侧各三孔底板高程为 ９．１ ｍ，闸顶高程 １５．１ ｍ。 闸
门建成后一年被冲毁，目前均处于开敞式自由出流。
由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较滞后，流域现状整体防洪标
准不足 １０年一遇，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２　三鸦寺湖流域及外河设计洪水推求
由于三鸦寺湖运行管理记录不全，无法通过实际

运行情况分析湖区各特征水位。 三鸦寺湖出口原建有
马踏石大闸，未正式投入运行，后为方便灌溉兴建有马
踏石小闸，近期拟复建大闸。 考虑到湖区上下游情况
较为复杂，本次规划调查了有记录以来流域大水受灾
情况，其中 １９８３年雨洪量级约为 ２０年一遇，破圩调蓄
以后实测最高水位 １６．００ ｍ。 本次将其作为典型洪水
反演其过程。

2．1　流域特征参数
在 １∶１０ ０００ 地形图上量算，三鸦寺湖流域面积

３５８ ｋｍ２ ，流域主河道长度 ２７．３９ ｋｍ，河道坡降
１．３６６‰，流域面积坡度 ６．８０ ｄｍ／ｋｍ２ 。

2．2　设计雨型
将高河埠雨量站 １９８３ 年实测降雨作为设计雨型，

如表 １所示。
表 1　1983 年高河埠实测降雨过程

月份 日期 起 迄 高河埠降雨／ｍｍ
７ }３ 耨２０：００ 览２３：００ 4１ 7．９

２３：００ 览２：００  ７０ M．１

７ }４ 耨２：００ ┅５：００  ３３ M．４

５：００ ┅８：００  ２２ M．０

８：００ ┅１１：００ 4２７ M．５

１１：００ 览１４：００ 4２３ M．９

１４：００ 览２０：００ 4１ 7．４

２０：００ 览２３：００ 4２１ M．７

２３：００ 览２：００  ２９ M．４

７ }５ 耨２：００ ┅５：００  ９ 7．５

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１ M．０

８：００ ┅１１：００ 4２０ M．９

2．3　计算方法
１）三鸦寺湖 ２０ 年一遇入湖洪水过程推求。 考虑

到安徽省图集中无三日暴雨洪水推求方法，故参照
１９７５年出版的枟安徽省水文手册枠的综合单位线方法
还原 １９８３年实际洪水（１９８３ 年实际洪水过程视为 ２０
年一遇），即瞬时单位线加实测雨量过程推求设计
洪水。

２）三鸦寺湖 ５０ 年一遇入湖洪水过程推求。 采用
高河埠站暴雨频率分析计算的 ３ 日设计暴雨量
４２２．４ ｍｍ，以 １９８３ 年暴雨为典型同倍比放大，同样采
用枟安徽省水文手册枠的产汇流方法推算洪水过程。

３）外河（人形河）２０ 年一遇洪水过程推求。 沙河
埠～乌鱼宕区间为浅山圩区，下垫面条件与三鸦寺湖
相似，而且 １９８３年暴雨沙河埠～乌鱼宕与高河埠雨量
及时程分配也很接近，故直接以三鸦寺湖洪水按流域
面积比转换得出。 沙河埠以上有实测洪水过程资料，
考虑洪水传播到乌鱼宕需 ３ ｈ，故平移推后 ３ ｈ与区间
洪水相加，得到外河洪水过程。

４）外河（人形河）５０年一遇洪水过程推求：沙河埠
～乌鱼宕区间仍以三鸦寺湖洪水按流域面积比转换。
沙河埠以上洪水考虑已超过河道防洪标准，考虑有可
能分洪与破圩，故不再放大，仍采用 １９８３ 年洪水推后
３ ｈ与区间洪水相加组合为外河 ５０年一遇相应洪水。

2．4　计算成果
１）三鸦寺湖流域 ２０ 年一遇设计洪水，洪峰流量

８４０．４ ｍ３ ／ｓ，最大 ２４ ｈ 洪量 ５ ９７２．７ 万 ｍ３ ，最大 ７２ ｈ
洪量 １０ ５８５．３ ｍ３ ／ｓ。 设计洪水过程线见表 ２。

表 3　三鸦寺湖流域设计洪水（20年一遇）过程线表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０ 圹１１ f．９ ２４ 6５３０ 侣．６ ４８ {２３７ 刎．８

３ 圹１６ f．１ ２７ 6５０６ 侣．５ ５１ {１５６ 刎．７

６ 圹２４７ }．３ ３０ 6５７９ 侣．４ ５４ {１０９ 刎．６

９ 圹６２２ }．２ ３３ 6７１２ 侣．６ ５７ {８３ 侣．３

１２ 耨８４０ }．４ ３６ 6８１４ 侣．６ ６０ {７５ 侣．４

１５ 耨８３４ }．２ ３９ 6７９８ 侣．５ ６３ {６３ 侣．９

１８ 耨８１６ }．２ ４２ 6５６５ 侣．３ ６６ {６５ 侣．５

２１ 耨７２３ }．４ ４５ 6３６４ 侣．３ ６９ {６３ 侣．１

　　２）三鸦寺湖流域 ５０ 年一遇设计洪水。 洪峰流量
１ １２０．４ ｍ３ ／ｓ，最大 ２４ ｈ洪量 ７ ９８５．０万 ｍ３ ，最大 ７２ ｈ
洪量 １３ ７８９．３ ｍ３ ／ｓ。 设计洪水过程线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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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鸦寺湖流域设计洪水（50年一遇）过程线表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０ O１１ 谮．９ ２４ *７７０ 6．０ ４８ 镲２８７ L．５

３ O１８ 谮．４ ２７ *７５１ 6．０ ５１ 镲１８５ L．４

６ O３３３ 耨．３ ３０ *７８５ 6．８ ５４ 镲１２３ L．７

９ O８３６ 耨．５ ３３ *８８７ 6．７ ５７ 镲９３ 6．３

１２ e１ １２０  ．４ ３６ *１ ０２２ \．３ ６０ 镲７８ 6．６

１５ e１ ０９９  ．７ ３９ *９８７ 6．１ ６３ 镲６６ 6．７

１８ e１ ０６７  ．５ ４２ *７００ 6．８ ６６ 镲６６ 6．７

２１ e９３７ 耨．０ ４５ *４４７ 6．２ ６９ 镲６３ 6．７

　　３）外河（人形河）２０年一遇洪水过程见表 ４所示，
洪峰流量 ２ ７５７．４ ｍ３ ／ｓ。

表 4　外河（20 年一遇）洪水过程线表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０ O４１ 谮．２ ２４ *２ ６１４ \．０ ４８ 镲１ ０２２ r．９

３ O４７ 谮．８ ２７ *１ ９６７ \．２ ５１ 镲６５９ L．５

６ O４０２ 耨．５ ３０ *１ ５３２ \．９ ５４ 镲４４５ L．１

９ O９７７ 耨．６ ３３ *１ ５３８ \．２ ５７ 镲３４８ L．７

１２ e１ ３１１  ．４ ３６ *１ ６３５ \．８ ６０ 镲２８８ L．７

１５ e１ ３１４  ．６ ３９ *１ ９８４ \．０ ６３ 镲２５８ L．１

１８ e１ ９１７  ．３ ４２ *２ ７５７ \．４ ６６ 镲２１４ L．５

２１ e２ ４２９  ．８ ４５ *１ ６４８ \．９ ６９ 镲１９７ L．７

　　４）外河（人形河）５０年一遇洪水过程见表 ５所示，
洪峰流量 ２ ９８１．４ ｍ３ ／ｓ。

表 5　外河（50 年一遇）洪水过程线表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时段

／ｈ
Q

／（ｍ３ · ｓ －１）

０ O４１ 谮．２ ２４ *２ ９８１ \．４ ４８ 镲１ ０９９ r．０

３ O５１ 谮．３ ２７ *２ ３４２ \．３ ５１ 镲７０３ L．５

６ O５３４ 耨．３ ３０ *１ ８４９ \．６ ５４ 镲４６６ L．８

９ O１ ３０６  ．５ ３３ *１ ８０６ \．９ ５７ 镲３６４ L．１

１２ e１ ７４０  ．９ ３６ *１ ９５４ \．４ ６０ 镲２９３ L．６

１５ e１ ７２２  ．０ ３９ *２ ２７３ \．４ ６３ 镲２６２ L．３

１８ e２ ３０２  ．８ ４２ *２ ９６５ \．２ ６６ 镲２１６ L．３

２１ e２ ７５７  ．５ ４５ *１ ７７６ \．１ ６９ 镲１９８ L．７

３　三鸦寺湖水位

3．1　水位排频计算
万兴站水位观测点是为了高河南圩防汛，在高河

入湖口万兴电排站处设置的水位观测点，距三鸦寺湖
入湖口 ６００ ｍ，不定期也无专人观测，县防办整理出
１９８０年至今的历年最高水位系列。 马踏石大闸调查
水位与万兴站处水位对比情况见表 ６ 所示。 除 １９９９
年水位相差较大外，其它年份马踏石大闸调查水位略
低于万兴站实测水位，说明万兴站的水位具有一定的
可靠性，可代表三鸦寺湖的水位。 但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未考虑 １９６９年曾发生与 １９８３年相近的历史高洪水
位；二是未考虑 １９８３ 年高河南圩全部溃垸被淹，最高
水位系列存在不一致性，需作修正。

表 6　 ｍ　
调查年份 调查最高水位 万兴站最高水位

１９８３  １５ ~．９０ １６ 妹．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５ ~．１０ １５ 妹．１０

１９９６  １５ ~．１０ １５ 妹．２０

１９９９  １５ ~．１０ １５ 妹．６０

２００９  １５ ~．４０ １５ 妹．８０

　　现以 １９８３年高河南圩不溃垸的最高水位１６．６６ ｍ
取代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８３ 年出现实际最高水位，以 ５０ 年为
考证期，１９６９年和 １９８３ 年洪水作为特大洪水考虑作
频率分析，结果见表 ７所示。

表 7　万兴站不同频率设计洪水位成果表

频率／％ ２ 谮５ N１０ 儋２０ M多年平均

水位／ｍ １７ �．２３ １６ !．１６ １５ 晻．２８ １４  ．３２ １３ ǐ．０５

3．2　计算结果分析
本次计算结果与枟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段右岸防洪

工程初步设计枠成果进行比较，见表 ８ 所示，设计水位
比较接近，成果差距不大。 由于本次设计充分考虑了
１９６９年大洪水及 １９８３ 年破圩的影响，本次计算成果
可靠性略高。 本文三鸦寺湖水位采用本次排频成果。

表 8　三鸦寺湖设计水位成果比较 ｍ　

设计阶段
频率／％

２  ５ 摀１０  
本次成果 １７ 蝌．２３ １６ f．１６ １５ 谮．２８

枟高河右岸防洪初设枠成果 １７ 蝌．５４ １６ f．１３ １５ 谮．０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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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防洪规划

4．1　防洪标准
高河大河城区段堤防采用 ５０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

设计；高河大河非城区段堤防、三鸦寺湖堤防以及其他
支流堤防均采用 ２０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设计。
马踏石大闸设计洪水标准取 ２０ 年一遇，校核洪水

标准取 ５０年一遇。

4．2　防洪方案

４．２．１　方案Ⅰ
高河大河、三鸦寺湖及三鸦寺湖其他支流的防洪

问题均通过加高加固原有高河大河堤防和河道整治的

措施来解决，对原有的穿堤建筑物进行整修改建。
在三鸦寺湖流域出口新建马踏石大闸，以防外江

洪水倒灌；拆除原有的马踏石小闸，且在马踏石出口新
建排洪泵站，在大水年份降低湖水位，以达到降低上游
高河大河水位的目的。
工程实施后，新县城将以高河大河左岸堤防、新

２０６国道（将按照堤防的标准来填筑）以及原有的防洪
体系组成新的防洪保护圈。 对城区的高家河和中兴河
（又名江家河）利用生态方式进行整治，为城区居民提
供休闲娱乐亲水场所。
远期通过工程措施打通三鸦寺湖与方家湖和芝麻

湖连接通道，开通芝麻湖与大沙河的连接通道，增加洪
水的排泄出路，在连接通道上修建排水闸门控制外江
洪水倒灌。
该方案实施以后，近期将使三鸦寺湖达到防御 ２０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远期通过开通三鸦寺湖、芝麻湖与
大沙河和连接通道使三鸦寺湖流域能防御 ５０ 年一遇
的洪水。
４．２．２　方案Ⅱ

高河大河城区段利用两侧城市规划道路（纬一
路、南一路）作为防洪堤防堤路结合，东侧利用新 ２０６
国道（将按照堤防的标准来填筑）作为防洪堤防，与原
有的防洪体系组成县城新的防洪保护圈。 高河大河城
区段末到三鸦寺湖之间的部分，对原堤防进行加高加
固处理，对原有的穿堤建筑物进行整修改建。 对三鸦
寺湖及三鸦寺湖其他支流采取加高加固堤防和河道整

治相结合的整治措施。 三鸦寺湖堤防内的新圩、双牧
圩、团山凸圩保持现状，在遇大水（≥２０ 年一遇）时蓄
水调洪，在遇小水时正常生产。
三鸦寺湖流域出口整治、防洪标准远期工程措施

及实施效果等均与方案Ⅰ相同。

工程实施后，新县城将以高河大河左岸堤防（纬
一路等）、新 ２０６ 国道（将按照堤防的标准来填筑）以
及原有的防洪体系组成新的防洪保护圈。 对城区的高
家河和中兴河（又名江家河）利用生态方式进行整治，
为城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亲水场所。
４．２．３　方案比选

１）在防洪作用方面，两个方案均能实现三鸦寺湖
流域各部分防御相应标准洪水的总体防洪目标，但方
案Ⅱ，由于以路代堤后高河大河部分河道的宽度大于
现状河道宽度，防洪水位略低于方案Ⅰ，减小区域溃堤
的可能性。 两个方案的高河大河洪水水面线成果比较
见表 ９。

表 9　高河大河洪水水面线成果比较表 ｍ　
高河大河

特征断面

２０年一遇洪水水面线

方案Ⅰ 方案Ⅱ

５０年一遇洪水水面线

方案Ⅰ 方案Ⅱ

三鸦寺湖入口 １６ 圹．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谮．２３ １７ ǐ．２３

中兴河入口 １６ 圹．６０ １６ �．４７ １７ 谮．８３ １７ ǐ．６５

高家河入口 １７ 圹．００ １６ �．５５ １８ 哪．３０ １７ 谮．７７

高河大桥 １７ 圹．３５ １６ �．５６ １８ 哪．７１ １７ 谮．７８

铁路桥入口 １８ 圹．０２ １６ �．６０ １９ 哪．５２ １７ 谮．８１

注：通过比较可知，方案Ⅱ防洪水位明显低于方案Ⅰ。

２）在工程综合效益方面，方案Ⅱ利于亲水设施的
建设和滨水景观建设，给居民提供一个难得的亲水休
闲地带，符合城市生态水利建设要求。

３）在工程实施的难易程度方面，方案Ⅱ与方案Ⅰ
的实施难度大致相同。 方案Ⅱ城区段以路代堤与市政
相结合，方案Ⅰ得多修建一座泵站。 通过马踏石大闸
的调蓄计算成果可以看出，马踏石大闸不能自排的时
间很短，若建泵站则泵站流量不能太小、后期管护工作
比较复杂、使用率将很低。

４）在工程占用资源方面，方案Ⅱ虽然符合城市总
体发展预期，但占用土地面积较大，方案Ⅰ相比而言节
约了部分土地资源。 同时考虑到方案Ⅱ所占土地已列
入城市规划，土地权属终究会发生改变，所以土地资源
的占用不应该成为项目方案选择的制约因素。

５）在工程投资上，方案Ⅱ总投资（主要是多了占
地投资）略大于方案Ⅰ，但考虑到方案Ⅱ与市政工程
的结合，部分投资可分摊到市政建设中去，这样方案Ⅱ
的投资比方案Ⅰ还略低。

（下转第 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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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前锋区山洪灾害防治调查及分析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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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开展山洪灾害调查，全面、准确地查清山洪灾害防治区内的工农业及人口分布等情况，掌握山洪灾害防治区
内的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社会经济、历史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山洪沟等基本情况以及我国山洪灾害防治现状等基础信
息，并建立了山洪灾害调查成果数据库，为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和防洪减灾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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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基本概况

1．1　地理位置
广安市前锋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脉中段

西侧。 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０°１８’ 至 ３０°５０’，东经
１０６°３２’至 １０７°０３’，南北长 ５４ ｋｍ，东西宽约 ４９ ｋｍ，
幅员面积 ５０５．６ ｋｍ２ 。 东连邻水县，西接广安区，北邻
渠县、南靠华蓥市。 前锋区是广安市的东大门，也是川
东北地区的物质集散地和劳务输出地，襄渝铁路贯穿
全境，广安火车站就坐落于此。 广前大道、渠华路也贯

穿全境，形成“ ＋”字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交通赋予
了前锋区独特的地域优势。

1．2　气候特征
广安市前锋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区

具有四季气候分明的特征。 多年平均气温 １７．２℃，最
热月为 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８℃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４１．５℃；最冷月 １ 月，平均气温 ６．５℃，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 ３．１℃。 全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 ０８２．２ ｍｍ，年最
大降雨量 １ ４４１．７ ｍｍ，最小降雨量 ８５４．９ ｍｍ。 降雨
量时空分布不均，东部偏多，华蓥山区局部最高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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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２ ０２０．３ ｍｍ，北西部偏少。
近年来，前锋区多次出现持续暴雨天气，如 １９８９

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年 ７月 ７ 日－９ 日，暴雨持
续 ３ ｄ，暴雨量 １６５．５ ～２８６ ｍｍ，大部分地区降雨量都
超过 ２００ ｍｍ，诱发大小地质灾害达 ６６０ 余处。
多年平均蒸发量 １ ０２６．５ ｍｍ，陆面蒸发量 ６５０ ～

７２５ ｍｍ，水面蒸发量 ８０１ ｍｍ，７ －８ 月蒸发量最大，分
别为 ９０ ｍｍ和 １２０ ｍｍ以上，多年平均湿度 ８２．２５％。

1．3　河流水系
前锋区主要河流有渠江、芦溪河、龙滩河和龙洞

河。 渠江为过境河流，在广兴镇六堡村望溪口处入境，
流经区境 ８个乡镇，在观塘镇涌坝村溪口处出境，境内
岸线长 ９６．３ ｋｍ。
龙滩河发源于华蓥山前锋区境光辉乡梁氏祠，汇

合皮子槽河后出龙滩子口流入浅丘地区，在广兴镇望
溪口处汇入渠江，境内河长 ３０ ｋｍ，出口控制集雨面积
１５８ ｋｍ２ ，多年平均流量 ２．３ ｍ３ ／ｓ，河床平均比降
９．３‰。

芦溪河发源于华蓥山前锋区境的桂兴镇草坝场，
在前锋镇碗厂湾出山区流入浅丘区，在代市镇王家垭
口有廖家河汇入，再南流西折在观塘镇涌坝村汇入渠
江。 区境集雨面积 １５６．９７ ｋｍ２ ，主河道长 ４９ ｋｍ。 多
年平均流量 １．９６ ｍ３ ／ｓ，河床平均比降 １４．９‰。
龙洞河发源于前锋区桂兴镇光明村，向西南流入

华蓥市天池胡。 区境内集雨面积 ４０．１７ ｋｍ２ ，境内河
长 ９．８ ｋｍ。 多年平均流量 ０．８９ ｍ３ ／ｓ，河床平均比降
１４．５‰。 前锋区境内各主要河流水系特征值表 １。

表 1　前锋区河流水系特征值表

序号 名称
流域面积

／ｋｍ２  
过境长度

／ｋｍ
河段平均比降

／‰

年平均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  渠江 ３９ ２２０（观塘） ９６ 敂．３ ０ 8．１７ ７５３ z
２  龙滩河 １５８  ３０ 亮９ N．３ ２  ．３

３  芦溪河 ２１２  ４９ 亮１４ e．９ １  ．９６

４  龙洞河 ４０ �．１７ ９ }．８ １４ e．５ ０  ．８９

1．4　暴雨洪灾

境内暴雨一般始于 ５ 月，止于 ９ 月，７、８ 月暴雨最

多。 暴雨集中期正是大春作物生长期，暴雨不仅对农

作物机械损伤大，而且致使山洪暴发，溪河猛涨，淹没

农田，冲毁河堤，损坏建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前锋区主要洪涝灾害为渠江洪水和本地暴雨山洪

灾害。 洪灾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以秋季为多，暴雨、

连日暴雨或连绵秋雨形成暴雨洪灾害。 据历史记载，

前锋区最大洪水发生在 １８４７ 年，水涨 ２６ ｍ，推算洪峰
流量达 ３１ ８００ ｍ３ ／ｓ。

１９８９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１１ 日普降暴雨，东部桂兴、前

锋三日雨量约为 ４７７ ｍｍ，桂兴场镇溪河水位陡涨
１０ ｍ，冲毁房屋 ７６７ 间，卫星瓷厂厂房和 １３ 台大型动

力机械被山洪卷走，厂房被泥石掩埋，三幢职工宿舍顷

刻成为废墟。

２０１４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０ 时开始至 １３ 日 ２０：００

时，区内普降特大暴雨，降雨量为 ２０６ ～２７２ ｍｍ。 造成
境内 １０个乡镇 ２３６ 个村（社）１８９４ 个组 ３０ 余万人不

同程度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７０８ ２ 亿元，其中

农业损失达 ７ ７６２万元。

1．5　水文站网分布状况

前锋区境内无水文站，临近的广安区内有花桥雨

量站、太平雨量站和长滩桥（二）水文站（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降为水位站）。 这些雨量站和水文站的系列资料都是

本项目设计洪水分析的主要依据，见表 ２和图 １。

1．6　山洪灾害评价的技术路线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工作基于基础数据处理和山洪

灾害调查的成果，主要针对重点防治区沿河村落、集

镇、城镇等具体防灾对象开展，按工作准备、暴雨洪水

计算、分析评价、成果整理四个阶段进行。

表 2　前锋区周边水文站和雨量站一览表

序号 站名 站别 设站年份 地理位置
观测项目

水位 流量 雨量 蒸发

１ �花桥 雨量 １９７１ 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十三村 √

２ �太平 雨量 １９７４ 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兴平镇二村坝 √

３ �长滩桥 水位 １９５８ 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红龙村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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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安市水文站和雨量站分布图

２　调查准备

2．1　业务培训

调查工作开始前，组织相关技术培训 ４次，包括内
外业调查培训、测量设备使用培训，并组织人员到前期
已做此类项目单位进行野外现场测量培训。 通过培
训，确保各小组技术人员掌握了技术方法和规范要求
之后，即安排人员进场着手调查。

2．2　调查设备

前锋区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配备笔记本电脑 ２
台，ＲＴＫ 系统 ２套，数码相机 １ 台，以及塔尺、水作裤、
油漆等相关设备。 项目组在交通、通讯、野外工作人员
安全保护以及防暑降温等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配备了相关需要的器材及衣物，确保了项目的顺利
开展。

2．3　外业测量方法

１）高程及坐标测量。 外业测量中高程坐标测量
使用频繁，本次测量主要采用网络 ＲＴＫ 测量，保证测
量区域高程系统的统一，在 ＣＯＲＳ系统信号不好的地
方，采用单基站 ＲＴＫ测量或全站仪测量。

２）水下断面测量。 在无水河段或水深较浅河段
测量时，进行涉水测量，测量方法采用普通高程及坐标
测量方法；在水深较大，无法进行涉水测量时，采用船
测的方式进行测量，具体为超声波测深仪和 ＲＴＫ联合
测量。

３　分析评价方法
设计洪水计算包括设计暴雨计算、产流计算、汇流

计算 ３个环节。 利用枟四川省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
手册枠，对设计洪水计算过程中所需的基本资料、计算

方法及其主要环节、采用的各种参数和计算成果，进行
了合理性分析。 小流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可采用以下
两种计算方法：

１）在有实测洪水资料的地区，采用频率适线法推
求出洪水特征值（均值、变差系数 ＣＶ、偏差系数 ＣＳ）
后，计算出不同设计标准的洪峰流量、时段流量，其洪
水设计过程线采用典型洪水过程放大法。

２）在无实测洪水资料地区，采用由设计暴雨推求
设计洪水的方法，有推理公式法和瞬时单位线法。

４　调查分析成果与建议

4．1　成果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工作对广安市前锋区 ４２ 个沿
河村落、集镇进行了小流域暴雨洪水特征分析、防洪现
状评价、山洪危险区划分和危险区图绘制、预警指标分
析计算，获得了这些沿河村落、城镇和集镇的现状防洪
能力、各级危险区内的人口和房屋、预警指标等信息，
这些成果为山洪灾害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撑。

１）在进行山洪灾害分析评价的 ４２ 个沿河村落、
集镇中，分为 ４２个计算单元进行设计暴雨和设计洪水
的计算。 沿河乡镇、村落及控制断面以上集雨面积见
表 ３。

２）以枟四川省暴雨等值线图集枠 （２０００ 版）和枟四
川省中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手册枠（１９８４年）为基
础，分析了前锋区 ４２ 个沿河村落、集镇上游集水区的
设计暴雨，以小流域汇流时间为特征时段，得到了 ５
年、１０年、２０年、５０ 年、１００ 年一遇的设计暴雨及相应
的设计洪水。 设计洪水成果见表 ３。

３）根据现场调查给出的成灾水位，通过分析成灾
水位对应的暴雨洪水频率，可以得出分析对象现状防
洪能力，其中大于 １００ 年一遇的分析对象有 １７ 个；现
状防洪能力小于 ５年一遇的分析对象有 １４个；现状防
洪能力大于 ５年一遇，但小于 ２０ 年一遇的分析对象有
６个；现状防洪能力大于 ２０ 年一遇，而小于 １００ 年一
遇的分析对象有 ５ 个。 现状防洪能力分析成果见
表 ４。

４）根据 ４２ 个沿河村落及集镇现状防洪能力评
估，分析其预警指标，得到了沿河各村落不同时段内的
预警指标，并对这些沿河村落的预警指标与雨量站进
行了关联分析，这些成果对于综合提高山该区洪灾害
防治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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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沿河乡镇及村落设计洪水计算成果表

序号 控制断面
面积

／ｋｍ２ 刎河名
设计频率／（ｍ３ · ｓ －１）

P＝１％ P＝２％ P＝５％ P＝１０％ P＝２０％

１ ~前锋镇 ３０ g．４１ 芦溪河 ３３１  ２８７ K２２８ y１８４ Ё１３９ 照
２ ~前红村一组 ２６ g．２２ 芦溪河 ３０８  ２６７ K２１２ y１７２ Ё１３１ 照
３ ~红辉村二组 ３５ g．６４ 芦溪河 ３６３  ３１３ K２４９ y２００ Ё１５２ 照
４ ~桂兴镇 １６ g．５６ 桂花河 ２０８  １８０ K１４４ y１１６ Ё８９ 靠
５ ~旭丰村二组 ４ P．２４ 臭河沟 ８５  ７４ 5６０ c４９ 憫３８ 靠
６ ~联丰村一组 １５ g．７４ 桂花河 ２１８  １８９ K１５１ y１２３ Ё９４ 靠
７ ~联丰村二组 １ P．７３ 桂花河 ３１  ２７ 5２１ c１７ 憫１３ 靠
８ ~桂花村 ３组 １６ g．５６ 桂花河 ２０８  １８０ K１４４ y１１６ Ё８９ 靠
９ ~新建村三组 ３９ }．６ 干河沟 ３７１  ３２０ K２５３ y２０３ Ё１５３ 照
１０ 晻毛家村三组 １０２ 敂．９ 水碓河 ８６０  ７４１ K５８６ y４６６ Ё３４７ 照
１１ 晻高河村 １组 １０２ }．２２ 龙滩河 ９１０  ７８５ K６２２ y４９９ Ё３７６ 照
１２ 晻高河村 ８组 ８０ g．０８ 龙滩河 ６９９  ６０３ K４７６ y３８２ Ё２８６ 照
１３ 晻竹园村三组 １７ g．６８ 白沙河 １１６  ９８ 5７５ c５８ 憫４２ 靠
１４ 晻竹园村七组 １７ g．６８ 白沙河 １１６  ９８ 5７５ c５８ 憫４２ 靠
１５ 晻竹园村八组 １７ g．６８ 白沙河 １１６  ９８ 5７５ c５８ 憫４２ 靠
１６ 晻观南村二组 １０６ }．２１ 水碓河 ８３５  ７１７ K５６０ y４４４ Ё３２９ 照
１７ 晻大坝村九组 １１ g．６１ 三叉沟 ９８  ８４ 5６６ c５２ 憫３９ 靠
１８ 晻广兴镇 １５４ }．１２ 杨河沟 ９２１  ７８４ K６０７ y４７５ Ё３４６ 照
１９ 晻桥角村四组 １５２ }．４６ 杨河沟 ９２１  ７８５ K６０７ y４７６ Ё３４７ 照
２０ 晻桥角村十组 １４１ 敂．７ 杨河沟 ８７６  ７４７ K５７８ y４５３ Ё３３０ 照
２１ 晻茅垭村四组 １４１ }．４２ 七里沟 ８８３  ７５３ K５８３ y４５７ Ё３３４ 照
２２ 晻天桥村七组 天心桥河 ６６２  ５６４ K４３７ y３４３ Ё２５１ 照
２３ 晻京东村一组 陈家沟 ９６４  ８２０ K６３３ y４９５ Ё３６０ 照
２４ 晻倒石村四组 白沙河 ７８  ６７ 5５２ c４２ 憫３１ 靠
２５ 晻珠石村一组 白沙河 １３０  １１１ K８６ c６８ 憫４９ 靠
２６ 晻埝坝村二组 董家桥河 ５１  ４４ 5３５ c２９ 憫２２ 靠
２７ 晻伍山村七组 董家桥河 １１１  ９６ 5７６ c６１ 憫４６ 靠
２８ 晻黄泥村一组 水碓河 ８６０  ７４１ K５８６ y４６６ Ё３４７ 照
２９ 晻黄泥村三组 水碓河 ９１０  ７８５ K６２２ y４９９ Ё３７６ 照
３０ 晻黄泥村十一组 龙滩河 ８６９  ７４９ K５９２ y４７２ Ё３５２ 照
３１ 晻朱家村一组 龙滩河 ２５０  ２１７ K１７４ y１３８ Ё９７ 靠
３２ 晻朱家村二组 龙滩河 ６７１  ５８０ K４６０ y３７０ Ё２８１ 照
３３ 晻龙滩村十组 龙滩河 ７２５  ６２７ K４９９ y４０３ Ё３０７ 照
３４ 晻黄连村五组 李家沟 ７４  ６５ 5５２ c４３ 憫３３ 靠
３５ 晻中村村七组 七里沟 ７７６  ６６２ K５１４ y４０４ Ё２９６ 照
３６ 晻鹤嘴村九组 七里沟 ６ 痧５  ４ L３ z２ è
３７ 晻光辉村二组 董家桥河 １０３  ８８ 5６９ c５５ 憫４１ 靠
３８ 晻车坝村二组 七里沟 ８８３  ７５３ K５８３ y４５７ Ё３３４ 照
３９ 晻车坝村三组 七里沟 ８５２  ７２７ K５６３ y４４２ Ё３２３ 照
４０ 晻柏林村四组 杨河沟 ８２  ７１ 5５６ c４５ 憫３４ 靠
４１ 晻柏林村七组 七里沟 ８８３  ７５３ K５８３ y４５７ Ё３３４ 照
４２ 晻洪桥村一组（详查） 小河沟 ２０  １７ 5１３ c１１ 憫８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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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现状防洪能力综合成果表

防洪能力 沿河村落 人口 户数

小于 ５年一遇 ９ e６１０ 4１２２ è
大于 ５年小于 ２０年一遇 １０ {４ ６０１ Z１ ３３７ 挝
大于 ２０年小于 ５０年一遇 ８ e７０３ 4１３１ è
大于 ５０年小于 １００年一遇 ２ e２０７ 4３９ 拻

大于 １００年一遇 １３ {４ ３８６ Z９５１ è
4．2　建议

１）前锋区龙滩河、龙洞河、芦溪河流域属于山洪
灾害严重威胁的区域，需各水务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并积极建设和完善非工程措施。

２）部分沿河村落的跨河桥梁年久失修，过水能力
不足，再加上洪水期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农作物多，较
易形成堵塞造成灾害；部分城镇建筑物占据河道或直
接建设在河道上把河道覆盖，也易形成堵塞造成灾害。

３）前锋区境内水库较多，部分沿河村落上游均有
水库分布，容易受水库汛期泄洪影响，因而水务部门要
进一步完善水库等涉水工程所在区域的洪水监测系

统，提高山洪灾害监测效率与质量。
４）通过对 ４２个沿河村落及集镇进行现状防洪能

力分析，共有 １３ 个防灾对象防洪能力高于 １００ 年一

遇，建议将其纳入一般防治区管理。
５）本次山洪灾害分析评价共对 ２９ 个防洪能力低

于 １００年一遇的防治区进行了危险区划分。 在划分过
程中，主要依据详查的居民宅基地高程，由于没有进行
危险区地形图测量，危险区的划分难免有不确切的地
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居住
条件将会发生一定变化，建议今后对各危险区进行地
形测量，以对危险区的划分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１］朱锡松， 李洪舟， 陈涛．四川省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预警机
制研究与评价［Ｊ］．中国防汛抗旱， ２０１４， ２４（ｓ１）： ７０ －７２

［２］何秉顺， 黄先龙， 郭良．我国山洪灾害防治路线与核心建
设内容［Ｊ］．中国防汛抗旱， ２０１２， ２２（５）： １９ －２２

［３］四川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四川省抗御山洪
泥石流灾害的实践与反思［ Ｊ］．中国防汛抗旱， ２０１１， ２１
（１）： ７ －９

［４］高延超， 何杰， 陈宁生， 等．四川省山区城镇山洪灾害特
征分析［Ｊ］．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３３
（１）： ８４ －８９

［５］杨军．关于防灾减灾预警机制及预警工程的若干讨论［ Ｊ］．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２）： １ －９

［６］Ｗｕ Ｙ， Ｚｈｏｎｇ Ｐ，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
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２０１５， ７８（１）： ６３５ －６５１

（上接第 ３２页）
综合比选，方案Ⅱ在防洪作用、工程综合效益、工

程实施难易程度、工程投资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工程占地方面方案Ⅱ不如方案Ⅰ，但考虑水利行业
发展的趋势以及人民精神生活要求的提高，方案Ⅱ更
符合社会以后发展的趋势。 根据２０１２年完成的枟怀宁
县高河镇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枠，高河南岸铁
路桥至新 ２０６ 国道段无基本农田，均为一般农田。 因
此本规划推荐方案Ⅱ，即高河大河城区段以路代堤，扩
大河道断面，留足空间修建亲水设施。

4．3　防洪工程
根据推荐方案拟定防洪工程措施：①重建马踏石

闸；②整治高河大河；③对三鸦寺湖及其支流原有的堤
防进行加高加固，对三鸦寺湖湖底及其他支流全段进
行河道清淤；④远期打通三鸦寺湖与方家湖和芝麻湖
的连接通道，开通芝麻湖与大沙河的连接通道，在芝麻
湖与大沙河连接处新建防洪闸门控制水流的方向防止

大沙河洪水倒灌，增加三鸦寺湖洪水的排水出路。

５　结　语

１）湖区治理较河道治理复杂。 三鸦寺湖湖区处
于大沙河右岸支流高河下游，属于菜子湖区范围，三鸦
寺湖建闸控制后成为平原水库。 因泄洪能力受菜子湖
和大沙河洪水顶托影响严重，所以不能采用常规的水
库设计洪水和调洪演算方法。 本文采取历史洪水反衍
的方法进行了计算。

２）防洪规划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着力构建亲水设施和滨水景观带，给居民提供
一个亲水休闲地带，符合城市生态水利建设、构建和谐
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１］朱文俊．试论洪水灾害的防治原则及应对措施［ Ｊ］．河南
建材， ２０１１（３）： １５９ －１６０

［２］穆连萍， 于翔， 王鹏．防治洪水灾害必须加强中小河流治

理［Ｊ］．水利建设与管理， ２００１（Ｂ１２）： ２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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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布垭电厂 １０ ｋＶ 厂用电电源点开关可靠性分析
李　程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根据水布垭电厂 １０ ｋＶ厂用电负荷和各电源点开关配置情况，对厂用电运行总负荷进行了统计分析。 模拟极端
情况下，相应电源点开关的临界承载能力，验证了各电源点开关能够确保厂用电的正常运行。

关键词：１０ ｋＶ厂用电；４００ Ｖ厂用电；电源点；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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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alysis of Power Source Switches
in the １０ kV Auxiliary Power System in Shuibuya Hydropower Plant

ＬＩ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ｂｅｉ 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０ ｋＶ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ｈｕｉｂｕｙ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ａｄ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Key words： １０ ｋＶ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４００ Ｖ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ｏａｄ

　　水布垭电厂地处湖北巴东县境内，为清江梯级开
发中 的 龙 头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为 １ ８４０ ＭＷ
（４ ×４６０ ＭＷ），属于华中电网骨干调峰、调频电站。

１　水布垭电厂 １０ ｋＶ厂用电系统
水布垭电厂 １０ ｋＶ厂用电母线分为四段，其中Ⅰ、

Ⅱ段联络运行，组成 １０ ｋＶ厂用电第一大段；Ⅲ、Ⅳ段

联络运行，组成 １０ ｋＶ厂用电第二大段（见图 １）。
１０ ｋＶ厂用电系统共有 ６ 个电源点，其中机组电

源点 ４个（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开关），分别取自机
组厂高变；外部电源点 ２ 个，１００１ 开关电源点取自自
备电站柳树坪电厂、１００４开关电源点取自临近电厂生
活区的 １１０ ｋＶ施工变电站（县调管辖）。

图 1　水布垭电厂厂用电 10 kV系统
　　４ 台机组拥有 ４ 台厂高变 １１Ｂ ～１４Ｂ，经过 １０ ｋＶ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４ 开关接入 １０ ｋＶ 母线。 ２ 号、３ 号机组出

口装设有出口断路器（ＧＣＢ），当机组备用时，系统通
过主变高压侧断路器经主变、厂高变 １２Ｂ／１３Ｂ 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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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送厂用电；当机组运行时，通过机组发电向 １０ ｋＶ母
线供电。

２　１０ ｋＶ厂用电负荷情况统计
１０ ｋＶ厂用电通过 １５ 台厂低变 ２１Ｂ ～３５Ｂ 接入

４００ Ｖ母线，４００ Ｖ 厂用电用户分别为机组用电（１Ｐ、
２Ｐ）、厂内公用电及照明用电（３Ｐ、４Ｐ）、开关站用电
（５Ｐ）、进水口用电（６Ｐ）、泄洪坝用电（７Ｐ）和放空洞检
修门用电等。

因 ４００ Ｖ厂用设备种类众多，功率大小各不相同，
且进水口和泄洪坝主要用电设备（进水口工作门、泄
洪坝弧形闸门及检修门电机）日常启动运行较少，故
相关用电负荷暂不考虑。
以下将分别从机组用电部分及公共用电部分的主

要用电设备及大功率用电设备负荷（电流值）进行
统计。

１）机组用电部分（见表 １）。

表 1　水布垭电厂机组用电统计表

设备 容量／ｋＷ 电流／Ａ 运行台数／台 总电流／Ａ 备注

主变冷却器 ２ �４ 枛．８５ １２  ５８  ．２ 机组各相工作、辅助主变冷却器均投入运行

技术供水泵 ２５０ 儋４４２  １  ４４２ c
调速器油泵 ４５ 妹８３ 妹．９ １  ８３  ．９

水导外循环油泵 ５ �．５ １０ 妹．９ １  １０  ．９

单台机组总电流 ５９５ c
４台机组总电流 ２ ３８０ 墘

　　２）公共用电部分（见表 ２）。
表 2　水布垭电厂公共用电统计表

设备 容量／ｋＷ 电流／Ａ 运行台数／台 总电流／Ａ 备注

中压空压机 ２６ 晻．３ ４５ 耨１  ４５ M
低压空压机 ３５ 晻．３ ４５ 耨１  ４５ M
微正压空压机 ３９ 妹６８ 耨１  ６８ M
检修排水泵 ４５０ 儋８２６  １  ８２６ c
渗漏排水泵 １８５ 儋３４５  １  ３４５ c
１７６ -．５排水泵 ９０ 妹１８０  １  １８０ c
２０９排水泵 ７５ 妹１５０  １  １５０ c
右护排水泵 ５５ 妹１１０  １  １１０ c

封母上平洞轴流风机 ２２ 妹４４ 耨４  １７６ c
厂内照明 １５０  １  １５０ c预估最大值

厂用空调 ４ �．６ ８ 谮６０  ４８０ c空调数统计为大概，均按同一额定电流计算

合计 ２ ４２５ 墘

３　电源点开关配置
正常情况下，１０１２ 开关带 １０ ｋＶⅠ、Ⅱ段运行，

１０１３开关带 １０ ｋＶ Ⅲ、Ⅳ段运行。 １０１２、１０１３ 开关为
主电源点，１００１、１００４开关因电源点相对较薄弱，则作
为辅助电源点；１０１１、１０１４ 开关因机组在空载态或并
网时才带电，故作为备用电源点。

１０ ｋＶ各路进线电源点开关虽分为主用、辅助、备

用等，但其功能作用相同，均作为电源点确保 １０ ｋＶ厂
用电正常供电。 根据本厂 １０ ｋＶ 开关柜保护定值清
单，各进线电源点开关保护整定值均相同，额定电压值
Un ＝１０．５ ｋＶ，额定电流值 In ＝２０６．２ Ａ，短路电流值
I（３） ＝１ ４６６．３３ Ａ，厂变高压侧 ＣＴ变比 Nct ＝６００。
故 １０ ｋＶ进线各电源点开关三段式过流保护各段

整定值见表 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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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开关保护整定值配置表

保护名称 动作值／Ａ 延时／ｓ 一次值／Ａ 出口

Ⅰ段过流速断 ３ "．４２ ０ g．６ ２ ０５２  过流，速断保护动作，无延时，开关直接跳闸

Ⅱ段限时过流速断 ０ "．５５ １ g．９ ３３０ 镲过流，有一定延时，速断保护动作，开关跳闸

Ⅲ段过负荷 ０ "．４２ ２ g．５ ２５２ 镲仅发信，开关无动作

４　１０ ｋＶ厂用电电源点开关可靠性
如前所述，在同一时间段，厂用电电流总值由机组

及公用两部分组成，机组部分运行总电流值为
２ ３８０ Ａ；公用部分运行总电流值为 ２ ４２５ Ａ；合计厂用
电总电流值为 ４ ８０５ Ａ。
厂用 ４００ Ｖ 电流值通过变比（１０．５／０．４）换算为

４ ８０５／（１０．５／０．４） ＝１８３ Ａ，故：正常情况下，１０ ｋＶ 厂
用电分为两大段运行，每段均有一个电源点正常投入。
当主用电源点发生故障失电时，根据本厂备自投
（ＢＺＴ）动作设计原则，会有下一级电源自动投入，确保
厂用电的正常运行。 当 １０ ｋＶ厂用电某一段发生极端
情况，主用、辅助及备用电源点均消失的情况下，处于
两大段之间的母联开关 １０３０２将会动作，自动合闸，整
个 １０ ｋＶ联络成为一大段运行，而此时将有且只有一
个电源点。
因 １０ ｋＶ厂用电电源点开关三段式过流保护整定

值（一次值）分别为：２ ０５２ Ａ、３３０ Ａ和 ２５２ Ａ。 在上述
极端情况下，

Ⅰ段过流速断保护值：２ ０５２ Ａ＞１８３ Ａ
Ⅱ段限时过流速断保护值：３３０ Ａ＞１８３ Ａ
Ⅲ段过负荷保护值：２５２ Ａ＞１８３ Ａ
由此可见，在模拟极端情况，１０ ｋＶ整段联络运行

方式下，１０ ｋＶ 厂用电电流总值尚未超过其电源点开

关Ⅲ段过负荷保护动作值，故在电源点开关保护装置
上不会有“跳闸”告警信号。
同理，电源点开关Ⅱ段限时过流速断保护动作值

也不会达到，电源点开关不会动作；而电源点开关Ⅰ段
过流速断保护，依照现有厂用电总电流统计值，还是远
远达不到让其动作的电流数值。

５　结　语
通过模拟分析极端方式下，１０ ｋＶ 厂用电具备单

电源点供电运行的条件。 由此结论可以推断出，在正
常情况下 １０ ｋＶ厂用电运行所具备更高的可靠性。

１０ ｋＶ厂用电电源点开关具备的可靠性，再加上
１０ ｋＶ ＢＺＴ 装置投入正常，能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
ＢＺＴ动作流程动作准备，且不同电压等级之间 ＢＺＴ配
合良好。 以上条件的同时满足，确保了本厂 １０ ｋＶ 厂
用电系统供电可靠，运行正常。
参考文献：
［１］陈家斌．常用电气设备倒闸操作［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
版社， ２００６

［２］曹建忠．倒闸操作安全技术［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刘继安， 王书杰， 江舰．电网备自投稳控装置在电网中的
研发应用［Ｊ］．继电器， ２００７（１９）： ４１ －４４

［４］ＤＬ／Ｔ５２６ －２０１３， 静态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技术条
件［Ｓ］

（上接第 １９页）

点，对明洞按洞轴线方向进行分段施工。 增加了边坡

整体稳定和加强明洞施工安全，并为汛前完成施工争

得条件。

２）在 Ｋ２１ ＋８５０ －Ｋ２１ ＋７６０ 段岩石条件良好，取

消边坡前期支护，偏压墙完成至隧道起拱线以上，立即

实施明洞施工，明洞施工后及时进行边坡支护。

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效实施，抢占了工

程建设先机，在汛前顺利完成工程建设，为整个工程建

设工期的节省和安全运行作出巨大的贡献，也为同类

工程的建设带来借鉴。

参考文献：
［１］王萌浩．朱家山隧道 １＃斜井工区兰州端塌方处理施工技术

［Ｊ］．国防交通工程与技术， ２０１６（２）： ５４ －５７
［２］孙联伟．通过隧道塌方冒顶段施工技术［ Ｊ］．隧道建设，

２００９， ２９（３）： ３２９ －３３３， ３４１
［３］王财普．大跨度隧道冒顶设计方案分析处理［ Ｊ］．四川建
材， ２０１７， ４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７

［４］王开， 弓培林， 张小强， 等．复采工作面过冒顶区顶板断
裂特征及控制研究［ 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５
（１０）： ２０８０ －２０８８

［５］李梓源， 王海亮， 王亚朋．浅埋公路隧道冒顶塌方施工处
理技术［Ｊ］．国防交通工程与技术， ２０１６， １４（６）： ７３ －７７

［６］历永杰， 金建伟．浅谈复杂地质带隧道塌方冒顶处治技术
［Ｊ］．公路， ２０１４（８）： ３１０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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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某型机组定子绕组端部电晕处理分析

欧阳睆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通过对葛洲坝某机组定子绕组端部电晕现象的深入分析，主要原因是防晕结构缺陷。 针对每一槽电晕特点，详细
研究其电晕产生机理和要素，最终按电晕产生机理划归为四类，分别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法：低高阻防晕结构重塑、低阻防
晕结构修复、层间电晕防晕修复、小间隙电晕及运行电位 ７ ｋＶ以上电晕预防。 处理后试验效果明显，在 １．５Un下未起
晕，机组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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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the Stator Winding End Corona for Generator Unit
in Gezhouba Hydropower Station

ＯＵＹＡＮＧ Ｈ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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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ｏ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ｏ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 ｒｅｐａｉ-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ｒ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ｖｅｒ ７ ｋＶ．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ｎｏ ｃｏｒｏｎａ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１．５ 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ｅｌｌ．
Key words： ｃｏｒ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ｓｔａｔｏｒ ｗｉｎｄｉｎｇ

　　葛洲坝某型机组检修期间，发现定子线棒出槽口
位置有电晕现象，部分电晕严重部位高阻保护带出现
空鼓现象，经过进一步处理分析确定，防晕结构缺陷是
导致该型号发电机电晕的主要原因。 在发电机防电晕
设计中，防晕结构对发电机防电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因此，在已知发电机防晕结构存在缺陷的情况下，
研究修复防晕结构的方式，消除电晕现象，对改善机组
的运行状况，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１　电晕现象
葛洲坝某型机组定子绕组为 ３ 相 ９ 分支双层波绕

组接线，此型号发电机定子线圈端部防晕结构为多段
涂刷式半防晕结构（如图 １）。 投运 ３０年后，进行大修

时，发现定子线棒出槽口位置存在疑似电晕产生物
（硝酸盐白色粉末）。

1．1　电晕现象与分布
葛洲坝某型机组定子线圈电晕具体表现为点状、

片状和散射状白色粉末堆积，电晕现象主要集中出现
在线棒端部槽口垫块靠铁心侧部位（槽楔绑绳处、槽
口垫块上方、槽口垫块下方及上下层线棒之间）。

1．2　验证性试验
定子绕组加压前，测试绝缘电阻吸收比，吸收比满

足要求后（≥１．６），按照枟ＤＬ／Ｔ２９８ －２０１１ 发电机定子
绕组端部电晕检测与评定导则枠通过暗室观察法对
１４Ｆ发电机绕组分相进行了起晕试验，同时用紫外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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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定子线棒防晕结构
像仪进行辅助测量。 通过试验发现，前期检查的疑似
电晕点在试验过程中均出现了较明显的电晕现象，起
晕电压均在 １２ ｋＶ左右（仅 １槽为 ８ ｋＶ），电晕表现为
明显的点状电晕，未出现连线或连片状电晕。 大部分
明显电晕点在 １．１Un下测量到的光子数在 １０ ０００ 左
右，个别电晕现象严重部位光子数超过 ３０ ０００。 对较
严重部位进行表面打磨清扫处理后再次进行起晕试

验，当电压加压至 ８ ｋＶ时，仍出现电晕辉光，且随着电
压增加光子数并未减少。 确性白色粉末堆积部位存在
电晕现象。

２　电晕原因分析
电晕部位在出槽口位置，此部位为线棒端部感应

电荷释放通道的电荷堆积区，此部位电压虽不高但跨

步电压高，为高场强区域。 正常情况下出槽口部位空
气击穿场强约为 ３ ０００ Ｖ／ｍｍ，在场强不均匀，发生畸
变时极易达到空气击穿强度发生电晕。

１）高低阻搭接不良。 发电机长期运行中，高阻防
晕漆粉化失去附着性，在搭接区域与低阻防晕漆分离
及起翘。 当高低阻搭接不良时，高阻区域感应电荷释
放通道受损，电荷堆积产生高压，与低压的低阻区域之
间形成高场强，击穿搭接间隙产生电晕。 或高阻保护
带高压对压指或绑绳放电产生电晕。

２）低阻受损。 当低阻区域出现损伤或间断时，会
在受损或间断部位形成高压，在损伤部位产生场强畸
变形成高场强区，高场强会击穿空气产生电晕，或通过
脏污绑绳或压指对地放电产生电晕。

３）尖端毛刺。 尖端毛刺减小了线圈表面电场曲
率半径，加大表面电场强度，尤其是在高电位运行点，
极易发生电晕现象（尖端放电）。

４）高运行电位。 在发现电晕槽，其运行电位均在
７ ｋＶ 左右，较高运行电位，使出槽口部位形成更高的
感应电压和场强，容易产生电晕。

５）表面脏污。 机组线圈脏污主要为油泥和碳粉
的混合物，其电阻率较小。 出槽口部位脏污，会形成新
的电荷释放通道，改变原有电场分布，使端部电场产生
畸变，加剧电晕发生。

３　电晕处理
根据以上电晕产生原因分析，电晕产生的主要原

因为局部电场发生畸变，电晕处理的重点便落在如何
限制电场畸变及降低电场强度上。 针对以上五种原因
分析，制定了相应的处理策略，见表 １。

表 1　电晕处理策略

类型 电晕主要原因 处理策略

Ｔｙｐｅ１ 鬃高低阻搭接不良 取槽口垫块和槽楔，重塑防晕结构

Ｔｙｐｅ２ 鬃低阻区受损
取槽楔，修复低阻区域防晕结构，修复低阻区域，并在正面与原高低阻搭接区域进行搭接，填
塞小间隙和消除毛刺

Ｔｙｐｅ３ 鬃涤纶毛毡尖端电晕
消除尖端毛刺和小间隙，并使用室温环氧胶填塞封堵。 为防止高运行电位发生电晕，依照上
述方式，对运行电位 ７ ｋＶ及以上进行处理

Ｔｙｐｅ４ 鬃高运行电位
在上下层线棒层间窄面涂刷高阻防晕漆，消除高阻防晕漆粉化间断可能，在高阻防晕漆表面
涂刷室温固化胶，加强层间介电能力

　　下面就线棒防晕结构重塑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对机组定子进行清理（对相应高阻保护带破损槽

剥离高阻保护带），直至满足高、低阻漆涂刷施工要
求，并做好防护防止防晕材料污染。 低阻防晕漆 ＬＬ１７

自上而下涂刷，定子铁芯阶梯片、线棒末节槽楔直线段
及线棒低阻区域（出铁芯 ７５ ｍｍ）涂刷地阻防晕漆应
连续、无间断。 待其固化 ８ ｈ后，进行第二道低阻防晕
漆涂刷，固化 ３２ ｈ验收合格后，进行高阻防晕漆涂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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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阻防晕漆自上而下涂刷，涂刷范围自出铁芯
５０ ｍｍ处（出铁芯 ５０ ｍｍ至 ７５ ｍｍ为高低阻搭接区）
至第一道绑绳处之间，要求高阻防晕漆厚度均匀、无流
挂，连续无间断、无遗漏。 在玻璃丝带上涂刷 ２０ ～
２５ ｃｍ长高阻防晕漆，制成高阻防晕带，采用 １／２ 叠包
方式，由上而下将高阻防晕带覆盖至高阻防晕漆涂刷
部位，绕包过程中涂刷高阻防晕漆，保证高阻防晕带拉
紧、无间隙、平整无褶皱。 绕包一层高阻防晕带，固化
４８ ｈ后进行保护带绕包。 在玻璃丝带上涂刷 ２０ ～
２５ ｃｍ ＤＥＣＪ０７０８，制成保护带，采用 １／２ 叠包方式，由
上而下将保护带覆盖至高阻防晕带绕包部位，保证保
护带拉紧、无间隙、平整无褶皱。 绕包一层保护带，固
化 ２４ ｈ验收合格后，涂刷红瓷漆 １８８。

图 2
处理过程注意事项：在使用防晕漆时，充分搅拌均

匀，避免成份沉淀，造成阻值偏差。 涂刷过程中，应保
持涂刷一致性和均匀性，避免局部阻值畸变，影响电压
分布，并注意避免线棒高低阻区域之间与相邻线棒之
间发生防晕漆污染。 高阻带绕包要紧实，与线圈端部
结构可靠接触，防止间隙产生，同时高阻区域阻值不应

过低（涂层厚度大），防止高阻末端产生电晕。

４　处理后试验结果
处理后，按照枟水轮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检测与

评定试验方案枠进行起晕试验，处理槽在 １．５Un 下未
起晕。

表 2　代表部位起晕电压对比表

槽号 部位 处理方式
修前起晕

电压／ｋＶ
修后起晕

电压

１９４ 6层间 Ｔｙｐｅ４ 照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１７１ 6
２１５ 6上层上端 Ｔｙｐｅ３ 照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运行电位

７ ｋＶ以上 共 １９８槽 Ｔｙｐｅ３ a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１７１ 6
３０５ 6上层下端 Ｔｙｐｅ２ 照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７２２ 6上层下端 Ｔｙｐｅ１ 照８ |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７３２ 6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７４２ 6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７４３ 6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７４８ 6１２ 摀２０ ｋＶ未起晕

　　紫外成像仪着重拍摄防晕结构重塑槽，拍摄光子
数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化趋势平缓，无明显跳跃性变
化，修复效果明显，见表 ３。

表 3　防晕结构重塑槽光子数对比表

槽号 处理方式
修前各电压（ｋＶ）等级下光子数

８ 晻９  １０ 敂１２  １３ N．８ １５ �．１８

修后各电压（ｋＶ）等级下光子数
８ |９ 摀１０ 览１２ 鬃１３ 亮．８ １５ 亮．１８ ２０ 镲．７

７２２ 谮
７３２ 谮
７４２ 谮
７４３ 谮
７４８ 谮

防晕

结构

重塑

８ ６０２ 梃８ ９２０ 行１４ ７５８ [３２ ７６０ 舷０ |０ 摀０ *０ 亮０ 刎０ 镲０  
１２９ 侣４ ３７４ \５ ６３７ 行６ １８８ D８ ５８６ 父１１ ０９７ C０ |０ 摀０ *０ 亮０ 刎０ 镲０  
７８１ 侣２ ０７３ \４ ４７１ 行４ ７４６ D８ ５３７ 父９ ７８４ ,０ |０ 摀０ *１６ 鬃４８ 铑６４  ８１  
３ ９２０ 梃４ ８２７ \５ ４２７ 行６ ２５３ D８ ５８６ 父１１ ０９７ C０ |０ 摀３２ 览３２ 鬃４８ 铑６４  ８１  

３ ７４２ \４ ４３８ 行５ ２３２ D６ ４４７ 父９ ３３１ ,０ |０ 摀０ *０ 亮０ 刎１６  １６  
注：在未加压情况下，可拍摄到光子数最大值为 ６４。

５　结　语
此次电晕处理经过深入的研究，针对每一槽电晕

特点，详细研究每一槽电晕产生机理和产生因素，最终

按电晕产生机理将此台机组电晕划归为四类。 按照每
一类电晕制定相应的电晕处理方法：低高阻防晕结构
重塑、低阻防晕结构修复、层间电晕防晕修复、小间隙

（下转第 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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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
主变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误动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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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泉抽水蓄能电站因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器故障导致继电保护误动，通过原因分析研判与处理表明，抽水蓄能
电站一次接线复杂，运行工况繁多且转换频繁，需要管理人员对保护配置、动作逻辑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不同故
障和异常情况配置不同的保护，同时完善 ＣＴ、ＰＴ 断线闭锁功能，防止继电保护拒动、误动，确保电网、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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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a Zero Sequence Voltage Protection Mal-operation in
Low Voltage Side of Main Transformer in Baoquan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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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Ｂａｏｑｕａｎ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ｕｓｅ ｆａｕｌｔ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ｕｌｔ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ｉｄｅ ｗｉｒ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ｌ-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ｓｕｒｅｄ．
Key words： ｚｅｒ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ｉｄｅ； ｌｏｇｉｃ

　　随着电力系统的快速发展，抽水蓄能机组容量越
来越大，其主变压器广泛采用大容量、高电压等级变压
器，蓄能机组既可作电动工况运行，也可作发电工况运
行，所以变压器在机组发电工况是作为升压变压器，而
在机组电动机工况时作为降压变压器。 在大接地电流
系统中，接地故障的几率较高，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故
障可能很快发展成相间短路故障，从而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提高主变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运行可靠性对变
压器的安全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故障经过

1．1　故障前运行方式

２０１６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某抽水蓄能电站电气主接线
如图 １所示，５００ ｋＶ一回线出线带电运行；５００ ｋＶⅠ、
Ⅱ、Ⅲ号母线正常运行；１ 号机组抽水停机过程中
（ＧＣＢ已断开）；２ 号机组备用，２ 号主变空载运行；３
号机组备用，３ 号主变空载运行；４ 号抽水带 ３００ ＭＷ
负荷，４号主变负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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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气主接线

1．2　保护动作情况
０６时３７分，１号机组抽水工况停机过程中，１号

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保护动作，１／２ 号主变高压侧开
关 ５００１跳闸，１ 号、２ 号主变压器停运，１ 号机组抽水
停机失败。
保护动作事件如下：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Ｏ／Ｖ ＮＶＤ
Ｓｔａｒｔ ＶＮ＞１
Ｔｒｉｐ ＶＮ＞１
１３ Ｎｏｖ ２０１６ ０６：３６：３６．８８２
ＩＡ ０．０００ Ａ ＩＢ ０．０００ Ａ ＩＣ ０．０００ Ａ
ＶＡＢ １０．７７ ｋＶ ＶＢＣ １２．５１ ｋＶ ＶＣＡ １５．９０ ｋＶ
ＶＡＮ ９．１７８ ｋＶ ＶＢＮ ４．０７５ ｋＶ ＶＣＮ ９．１７１ ｋＶ
Ｖ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５．４４５ ｋＶ
零序电压为 ５．４４ ｋＶ，大于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

保护定值 ３０ Ｖ（４．７２５ ｋＶ）。
１号主变保护故障录波如图 ２所示。

图 2　1 号主变保护故障录波
　　分析 １号主变保护装置波形及事件信息，确认故
障过程中 １号主变低压侧 Ａ、Ｃ相电压正常，由于 Ｂ相
电压降低，导致 １号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保护动作。

２　故障原因分析、查找
１）二次回路检查情况：检查 １ 号主变 Ａ／Ｂ套保护

装置外观无异常，检查主变低压侧 ＰＴ 端子箱内空开

无偷跳，ＰＴ至保护装置线缆无松动，测量二次回路绝
缘数值无异常，排除二次回路故障导致保护动作的可
能性。

２）一次回路检查情况：对故障发生时 １ 号主变低
压侧设备（主要包括 １ 号主变、１ 号厂高变开关及电
缆、１号电抗器、ＳＦＣ １ 号输入开关、１ 号励磁变压器、
主变低压侧 ＰＴ等）进行外观检查，未发现异常，测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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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主变低压侧（含励磁变、电抗器、ＳＦＣ开关柜、厂高变
开关柜）绝缘电阻 （５ ０００ Ｖ） 数值正常 （１５ Ｓ 为
１．９ ＧΩ，１ ｍｉｎ为 ４．３ ＧΩ）。 该电站主变低压侧 ＰＴ二
次侧接线方式为 Ｙ型连接且 Ｎ线接地，故障时的波形
显示 Ｂ相电压降低，非故障相（Ａ、Ｃ）电压未升高。 结
合一次回路检查测量情况和保护装置波形分析，排除
一次回路接地的可能性。

３）检查 １ 号主变低压侧 ＰＴ高压侧熔断器，发现 Ｂ
相熔断器电阻为无穷大（正常约为 １２０ Ω），确认 Ｂ 相
熔断；测量 １号主变低压侧 Ａ、Ｂ、Ｃ 三相 ＰＴ一次绕组
对二次绕组及地的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一次绕组直
阻分别为 １．３ ｋΩ、１．４ ｋΩ、１．３ ｋΩ。

４）查看机变组保护整定计算书，发现机组保护 ＰＴ
断线闭锁投入，主变保护 ＰＴ 断线闭锁未投入，检查 １
号主变保护装置确认主变保护 ＰＴ闭锁功能未投入。
综上分析判断，１ 号主变低压侧 Ｂ相 ＰＴ熔断器故

障，同时因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保护 ＰＴ 断线闭锁功
能不完善，导致 １ 号主变 Ａ、Ｂ套保护主变低压侧单相
接地保护动作，１／２ 号主变高压侧开关 ５００１跳闸。

３　主变压器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 ＰＴ断
线闭锁分析

　　因不同保护装置 ＰＴ接线不同，接入的电压、电流
不同，ＰＴ断线闭锁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3．1　保护装置接入主变低压侧三相电流
中性点接地系统单相金属性接地零序电压及负序

电流分析

以 Ａ相接地为例
因为 Ｕｋａ＝０ Ｉｋｂ＝ＩｋＣ＝０
Ｕｋａ＝Ｕｋａ１ ＋Ｕｋａ２ ＋Ｕｋａ３ ＝０
Ｉｋａ１ ＝（Ｉｋａ＋Ｉｋｂ＋Ｉｋｃ）
Ｉｋａ２ ＝（Ｉｋａ＋Ｉｋｂ＋Ｉｋｃ）
Ｉｋａ０ ＝（Ｉｋａ＋Ｉｋｂ＋Ｉｋｃ）
所以 Ｉｋａ１ ＝Ｉｋａ２ ＝Ｉｋａ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负序电

流也同时出现。 利用零序电压和负序电流同时出现的
原理，修改保护装置内部逻辑，增加负序电流闭锁逻
辑，当出现零序电压同时有负序电流存在时，主变低压
侧接地保护动作；当只有零序电压无负序电流时，判断
为 ＰＴ 断线，闭锁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接地保护。 具
体逻辑如图 ３所示。
逻辑说明：
１）负序电流Ⅰ段 Ｉ２ ＞１ 未启动，９５％定子接地保

护 ＶＮ＞３、ＶＮ＞４ 动作时，判断为 ＰＴ断线。 此时 Ｉ２ ＞
１为 ０，取反为 １，闭锁 ９５％定子接地保护 ＶＮ３ Ｔｉｍｅｒ
ｂｌｏｃｋ、ＶＮ＞４ Ｔｉｍｅｒ ｂｌｏｃｋ延时，９５％定子接地保护 ＶＮ
＞３、ＶＮ＞４不会出口跳闸。

图 3　保护装置接入主变低压侧三相电流时 PT断线闭锁逻辑
　　２）负序电流Ⅰ段 Ｉ２ ＞１ 启动，９５％定子接地保护
ＶＮ＞３、ＶＮ＞４动作时，判断为定子接地故障。 此时 Ｉ２
＞１ 为 １，取反为 ０，不闭锁 ９５％定子接地保护 ＶＮ３
Ｔｉｍｅｒ ｂｌｏｃｋ、ＶＮ＞４ Ｔｉｍｅｒ ｂｌｏｃｋ延时，９５％定子接地保
护 ＶＮ＞３、ＶＮ＞４正确动作，出口跳闸。

3．2　主变压器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电压为自产零序
电压

　　主变低压侧为 １５．７５ ｋＶ不接地系统，当发生真正
的金属接地时，故障相电压会被拉低至接近 ０ Ｖ，而非
故障相电压会由于中性点的偏移而上升至线电压，即
提升至正常相电压的倍。 在电压互感器断线的情况
下，断线相电压会降低甚至会消失，但非故障相电压不
会发生变化。 具体逻辑如图 ４所示。

逻辑说明：
１）零序过电压ＶＮ与三相中一相 Ｖ过电压取与门

出口跳闸与保护动作，这样可以防止由于熔断器熔断
造成的保护动作；

２）零序过电压ＶＮ与三相中一相 Ｖ过电压取与非
门出口 ＰＴ断线告警，当出现零序过电压有没有相电
压变化的故障中，可以判断不是正常的故障，而是 ＰＴ
回路异常造成的。

3．3　主变压器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电压为开口三角
形电压

　　因电压量取自 ＰＴ 开口三角形电压，同时装置内
未接入电流量，无法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完善 ＰＴ 断线
闭锁功能，只有通过其他逻辑判来完主变压器低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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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电压保护。
按照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作为差动保护的后备保

护，当主变差动保护无法保护主变低压侧全部时，需要
投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的原则。 在保护装置内增加定

值组 ２，其中定值组 １ 内将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投信
号，定值组 ２内将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投跳闸。 具体
逻辑如图 ５所示。

图 4　主变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电压为自产零序电压时 PT断线闭锁逻辑

图 5　主变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电压为开口三角形电压时 PT断线闭锁逻辑 （下转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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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坪水电站下导轴承内甩油及瓦温偏高处理

黄群宇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湖北 房县　４４２１００）

摘要：要从根本上解决水轮发电机组轴承内甩油，降低轴瓦温度，只有让下导油槽内的润滑油按照设计油路循环起来。
通过研究下导挡油管的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理，实施了以下措施：在下导滑转子内腔顶端上开 ４ 个Ф１２ ｍｍ的通气孔，
减小润滑油上涌的趋势，降低下导轴瓦温度；在下导挡油管上沿焊接一密封环，以防止油流上涌和油雾逸出；降低下导挡
油圈的上沿高度 ２０ ｍｍ；在下导挡油管挡油环上增加 ８个均匀分布的Ф８ ｍｍ排油孔。 通过上述四项措施，使内甩油问
题得到了解决。

关键词：下导轴承；内甩油；挡油管；挡油圈；挡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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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Abnormal Internal Oil Spill and High
Bushing Temperature of the Lower Guide Bearing in Sanliping Hydropower Station

ＨＵＡＮＧ Ｑｕｎ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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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ｂｕｓｈ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ａｎｌｉｐ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ｔａｎｋ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ｏｉ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ｔｕｂ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Ｆｏｕｒ ｖｅｎｔ-ｈｏｌｅｓ ｏｆ １２ ｍ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ｒ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ｒ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ｂｕｓｈｉｎｇ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ｉｓ ｗｅｌｄ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ｔｕｂｅ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ｏｉｌ ｍｉｓｔ．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ｓ ｌｏｗｅｒｅｄ ｂｙ ２０ ｍｍ．Ｅｉｇｈｔ ｏｉｌ ｄｒａ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ｆ ８ ｍ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ｒ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ｅｖｅ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ｄ．
Key words： ｌｏｗ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ｔｕｂ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ｉｌ ｂａｆｆｌｅ ｒｉｎｇ

　　三里坪电站位于鄂西北地区南河干流中游粉青河
河段，电站安装 ２台单机容量为 ３５ ＭＷ的水轮发电机
组。 电站选用立轴悬垂式空冷三相同步发电机，型号
为 ＳＦ３５ －１８／５０７０。 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额定功率
因数 ０．８５（滞后），额定容量 ４１．２／３５ ＭＶＡ／ＭＷ，最大
容量 ４７．１ ＭＶＡ，额定电压 １０．５ ｋＶ，额定电流
２ ２６４ Ａ，额定转速 ３３３．３ ｒ／ｍｉｎ，飞逸转速 ６７７ ｒ／ｍｉｎ。

发电机的推力轴承和上导轴承布置在上机架，共
用一个油槽，下导轴承布置于下机架中心体内，水导轴
承布置于顶盖上方，各导轴承设计温度不大于 ６５℃。

发电机成套设备由由长江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天津天发重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制造。 电站于
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２１日机组首次启动，２０１１ 年 ９月 １３ 日首
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自机组启动以来，下导轴承一
直存在内甩油现象，同时下导瓦温也偏高，严重影响着
机组的安全运行。

１　内甩油及瓦温偏高的原因分析
三里坪水电站下导轴承采用油侵分块瓦式稀由润

滑自循环结构。 下导轴承瓦共有 １０块，瓦面挂有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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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 导瓦与滑转子之间的装配间隙采用固定于瓦座
的楔子板进行调节。 下导油槽被瓦座、瓦托板和滑转
子分隔成３个腔：主油腔 Ａ、内油腔 Ｂ、上油腔 Ｃ。 油冷
却器采用承管板加水箱结构，布置于油槽底部，位于主
油腔 Ａ间隔内。 下导轴承瓦安装在上油腔 Ｃ 内。 内
油腔 Ｂ主要由挡油管围成，挡油管上部焊有挡油环和
挡油圈，以防止润滑油从下导油槽内侧溢出。 挡油圈
与滑转子内侧的密封间隙为 ９ ｍｍ，滑转子下部设计有
６个Ф１２ ｍｍ径向甩油孔。

图 1　处理前下导轴承装配图

机组运行中，下导油槽内的润滑油通过下导挡油
桶顶部窜出，顺着发电机大轴向下溢，在大轴旋转的作
用下，油滴和油雾甩在下风洞盖板上，逐步形成油滴滴
落在水车室内，恶化了水车室的环境，给运行巡检人员
和水车室内的设备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按机组运
行期间油位下降高度初步计算，下导油槽日甩油量约
２ ｋｇ，油位的下降还导致了下导瓦润滑效果变差，引起
下导瓦瓦温偏高，瓦面上部均有研瓦现象，历次大修都
需要对下导瓦瓦面进行修刮。 为保证下导油位正常、
避免瓦温上升至报警温度，值班人员不得不定期向下
导油槽内加油及在水车室擦油，不仅增加了值班人员
的工作量，也消耗费了生产费用。
我们知道轴承油路循环设计决定了内甩油趋势的

存在。 当机组在运转时，转动部分带动油槽内润滑油
快速流动，伴随着油温升高和膨胀，轴承油槽内压力未
得到释放，滑转子内部与挡油管之间出现负压，将主油
腔 Ａ内的油液经过油冷却器冷却后吸入内油腔 Ｂ，使
内油腔 Ｂ内的油面变高，存在沿挡油管上爬，涌出挡
油管的趋势。 正常情况下，内油腔 Ｂ 内的油液会通过

甩油孔减压回到上油腔 Ｃ 内，给导瓦润滑和降温后，
流入主油腔 Ａ内，再次进行下一轮润滑油循环。
三里坪水电站机组下导内甩油及瓦温偏高的现象

说明机组下导油槽润滑油路没有按设计的思路进行流

动循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导滑转子内
腔与下导挡油管挡油圈之间的间隙太小，以导致该处
形成了密闭的高油压区，润滑油淹没至挡油管挡油环
以上，使润滑油沿着滑转子内腔与挡油圈间隙螺旋上
升，翻过挡油管顶部，顺着大轴向下甩出。 而滑转子内
腔顶端没有通气孔，使该处形成了负压区，从而导致下
导滑转子甩油孔进油不足，达不到轴瓦设计淹没深度，
下导滑转子与下导瓦之间不能形成良好的油膜，造成
下导瓦上半部几乎与滑转子抱死，引起了研瓦现象，故
而引起轴瓦温度偏高。

２　处理措施
要从根本上解决下导内甩油，降低轴瓦温度，只有

让下导油槽内的润滑油按照设计油路循环起来。 在咨
询了设计单位、相关水电站及挡油桶制造厂家后，我们
仔细研究了下导挡油管的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理，实
施了以下措施：

１）在下导滑转子内腔顶端上开 ４ 个Ф１２ ｍｍ 的
通气孔，减小挡油管顶部的负压和内油腔 Ｂ 与上油腔
Ｃ、主油腔 Ａ的压力差，减小润滑油上涌的趋势，亦可
增大下导滑转子甩油孔进油量，使润滑油可以达到轴
瓦设计的淹没深度，利于下导滑转子与下导瓦之间形
成良好的油膜，消除下导研瓦现象，降低下导轴瓦
温度；

２）在下导挡油管上沿焊接一密封环，以防止油流
上涌和油雾逸出。 考虑到挡油管的安装水平及圆度等
不利因素，设计安装后的挡油管密封环与滑转子内腔
之间的密封间隙控制为 ７ ｍｍ；

３）降低下导挡油管挡油圈上沿高度２０ ｍｍ。 原挡
油管上沿只比挡油圈上沿高 １５ ｍｍ，旋转上升的润滑
油极易沿着挡油圈直接翻越挡油管，进入大轴，向下甩
出。 降低挡油圈高度后，挡油管上沿比挡油圈上沿高
３５ ｍｍ，润滑油翻越挡油圈后落入挡油圈内，通过挡油
环上的排油孔流出，再被滑转子下部径向甩油孔吸入，
参与润滑油路循环；

４）在下导挡油管挡油环上增加 ８ 个均匀分布的
Ф８ ｍｍ排油孔。 原挡油管挡油环上均布 ８ 个
Ф８ ｍｍ，满足不了溢入挡油圈内油的回流量。 增加排
油孔后，挡油圈内的润滑油可以迅速的流出，参与到润
滑油路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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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处理后的下导轴承结构图

　　机组运行时，滑转子上的甩油孔起到了离心泵的
作用，将下导油槽内油腔 Ｂ 内的油甩至上油腔 Ｃ 内，
润滑冷却下导瓦后流回主油腔 Ａ 内与冷却器进行热
交换。 这样，不仅降低了内油腔 Ｂ 内的油位，避免了
润滑油沿密封环上溢出，而且也使上油腔 Ｃ 内的油位
上升，下导瓦达到足够的淹没深度，瓦面得到了充分的
润滑和冷却。 油路的循环使轴承瓦产生的摩擦热很快
散发，防止了瓦温上升。

３　处理效果
以上措施实施后，下导甩油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

理，运行中的机组下导油位稳定，水车室内油雾消失。
下导轴承瓦温明显下降，轴承瓦的摩擦热量被润滑油
循环带走，使得瓦温比处理前下降了 ８℃左右。 油温
则比处理前有所上升。

表 1　检修前后机组各部轴承瓦温情况对照表 ℃　

时间
上导温度

瓦温（均值） 油温

推力瓦温

（均值）

下导温度

瓦温（均值） 油温

水导温度

瓦温（均值） 油温

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种３６ 哪．１３ ２４  ．８ ２６ �．７２ ４８ 儋．６ ２６  ．６ ５０ {．２４ ３７ 览．１

２０１８０４０９ 种３４ 哪．０２ ２１ 蝌．２１ ２６ �．０４ ４０ 侣．８８ ３２ 痧．８１ ４６ {．８２ ４１ ┅．７３

４　效益分析
１）直接经济效益。 甩油问题的改善，减少了润滑

油的消耗，减少了对生产维护成本的投入，降低了对水
车室环境清洁的投入。 下导甩油问题可能导致的机组
非计划停运，将会造成发电经济损失。

２）间接经济效益。 随着水利行业的不断发展，机
组检修工艺及其改造工艺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增强自
身在水电领域的地位。 改造工艺技术研究与实践，有
助于指导后续检修工作的顺利开展。

５　结　语
水轮发电机组导轴承油路的循环决定了甩油趋势

的存在。 要从根本上解决导轴承内甩油，降低轴瓦的
温度，首先要了解导轴承的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理，找
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措施，让导轴承油槽内的润滑油按
照设计油路循环起来，消除各个可能出现的甩油盲区，
才会获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何丹心．水导油槽漏油原因分析与处理［ Ｊ］．电力安全技
术， ２００８， １０（９）： ５１ －５２

［２］徐文峰， 隽军峰， 赵海英．二滩水电厂水导轴承甩油原因

分析及改造［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０５， ２８（１）： ３ －４
［３］敬燕飞， 喻永松， 武彬．瀑布沟水电站 ２Ｆ水导轴承油槽漏
油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案探讨［Ｃ］．全国大中型水电厂技术
协作网论文集， ２０１３

（上接第 ４３页）
电晕及运行电位 ７ ｋＶ以上电晕预防。 处理后试验效
果明显，防晕结构修复后，处理槽在 １．５Un 下未起晕，
停机检查结果显示，处理槽未再发现电晕现象。 此次
电晕处理过程为电晕问题分析以及处理类似缺陷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１］辜承林， 陈乔夫， 熊永前．电机学［Ｍ］．武汉：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２］蒋宝钢．优化绕组接线改善巨型水轮发电机绕组端部电晕

［Ｊ］．大电机技术， ２０１４（６）： １ －４

［３］王京国， 李俊红．三峡某型机组定子绕组端部电晕分析及

处理［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５（８）： ３４ －３６

［４］余维坤．从端部电晕谈发电机击穿事故［Ｊ］．大电机技术，

２００１（２）： ２８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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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磁极匝间短路故障分析与诊断

杨新志，李俊红，李　伟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通过对某大型水轮发电机磁极匝间短路的几种常规试验数据分析发现，在一些特殊的磁极匝间短路问题上，常规
试验由于受短路方式和试验过程中外界条件影响，并不能有效的确认该磁极是否属于匝间短路，甚至还存在数据相矛盾
的情况；而匝间冲击耐压试验不受短路方式及外界条件干扰，能快速准确的判断磁极匝间短路问题；试验中也发现了一
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转子磁极；交流阻抗；匝间冲击耐压试验；匝间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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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Inter-turn Short Circuit Faults of
Rotor Poles in Large-scale Hydro-turbine Generator Units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ｚｈｉ， ＬＩ Ｊｕｎｈｏｎｇ， ＬＩ 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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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ｏｔｏｒ ｐ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ｅｓ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ｓ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Key words： ｒｏｔｏｒ ｐｏｌｅ； ＡＣ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大型同步水轮发电机磁极匝间短路是发电机常见
故障之一，转子磁极匝间短路后会造成磁极有效匝数
减小，进而使磁动势减小而波形畸变［１］ 。 同时匝间短
路还会导致发电机转子励磁绕组电流增大，阻抗变小，
输出无功功率变小、震动增大等各类异常问题［２］ 。 如
果出现匝间短路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处理，会导致转子
本体及滑环烧伤等严重问题出现［３］ 。 特别是一些特
殊的匝间短路，在运行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引起保护装
置动作而被发现。
在常规高压试验过程，一般通过测量转子的交流

阻抗值来判断磁极有无匝间短路问题是非常简洁有效

的方法［４］ 。 但是发电机转子磁极堂内每个磁极外部
磁路及外界磁场干扰不尽不同，有些磁极堂内交流阻
抗超标，但是通过盘车换位置之后数值马上又变正常

了，出现此类情况非常容易引起误判而把好的磁极给
更换掉了；或者堂内数据超标，但是堂拔出磁极后堂外
数据是合格的；还有一些非金属性短接，有可能因数据
差别不大给遗漏掉了，因此，如何快速查找并确认磁极
是否存在匝间短路故障对机组检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本文通过对某水电厂发电机单机容量为 ７００ ＭＷ
的机组专项检修试验过程中发现，该机组磁极存在疑
似匝间短路问题，而常规试验方法并不能确认该磁极
是否为匝间短路。 最后通过匝间冲击耐压试验对冲击
电流波形观察、对比、分析确认该磁极存在匝间短路问
题，为及时更换该磁极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而且该
方法施加电压脉冲时间短，能量小，对设备基本无
损伤［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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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常规交流阻抗试验
该机组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并无发现有异常转子

匝间短路报警信号出现。 在专项检修过程中，该机组
转子部分在交流阻抗试验过程中发现该转子 ７１ 号磁
极交流阻抗远小于其他磁极，同时通过测量值对比发
现与该问题磁极相邻的两个磁极交流阻抗也明显降

低，和磁极匝间短路后相邻磁极变化问题现象极为相
似。 随后对该问题磁极进行外观检查，并无过热变色
点，也没有常规的转子磁极连接处螺栓锁紧片与转子
磁极绕组边部搭接等表面可见匝间短接点。 随后对该
磁极进行了了反复测量，确认该磁极堂内数据疑似匝
间短路。 测量数据表 １。

表 1　交流阻抗测量 Ω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编号 阻抗

１ P１  ．７６８ ５ ２  １ #．８４５ ３ 耨１  ．７５４ ４ 儋１  ．８６ ５ 亮１ 档．７６６ ５ ６ ┅１ 妹．８５６ ７ 憫１ ǐ．７６８

８ P１ ;．８２５ ９  １ �．７６０ ５ １０  １  ．８４５ １１ 痧１ 篌．７４８ １２ 刎１ 圹．８４５ １３ 览１ 潩．７５２ ５ １４ è１ 亮．８３

１５ f１  ．７５２ ５ １６  １ �．８１０ ５ １７  １ 邋．７６４ ５ １８ 痧１ 篌．８２５ １９ 刎１ 档．７４１ ５ ２０ 览１ 儋．８３ ２１ è１ 厖．７５４ ５

２２ f１ ;．８１５ ２３  １ �．７５２ ５ ２４  １  ．８５５ ２５ 痧１ 屯．７４８ ５ ２６ 刎１ 耨．８２ ２７ 览１ 潩．７６２ ５ ２８ è１ 亮．８５

２９ f１  ．７４０ ５ ３０  １ 9．８４ ３１  １  ．７６７ ３２ 痧１  ．８５ ３３ 刎１ 档．７６４ ５ ３４ 览１ 妹．８１５ ３５ è１ ǐ．７６８

３６ f１ ;．８４５ ３７  １ #．７４８ ３８  １ 邋．８２３ ５ ３９ 痧１ 屯．７５６ ５ ４０ 刎１ 档．８１３ ５ ４１ 览１ 潩．７５２ ５ ４２ è１ 厖．８３６ ５

４３ f１  ．７６４ ５ ４４  １ #．８４５ ４５  １ 邋．７６０ ５ ４６ 痧１ 篌．８３６ ４７ 刎１ 圹．７５５ ４８Ｖ１ 洓．７２１ ４９ 4１ 7．５２３

５０ f１ ;．６９１ ５１  １ �．７５９ ５ ５２  １ !．８１ ５３ 痧１ 篌．７５１ ５４ 刎１ 耨．８３ ５５ 览１ 潩．７４７ ５ ５６ è１ 亮．８５

５７ f１ ;．７６４ ５８  １ 9．８３ ５９  １ 邋．７５０ ５ ６０ 痧１ 篌．８４５ ６１ 刎１ 档．７５５ ５ ６２ 览１ 妹．８１５ ６３ è１ ǐ．７５８

６４ f１ Q．８４ ６５  １ #．７６５ ６６  １ !．８３ ６７ 痧１ 屯．７７９ ５ ６８ 刎１ 耨．８５ ６９ 览１ 妹．７７８ ７０ è１ 厖．５６５ ５

７１ f１ Q．２５ ７２  １ �．５２８ ５ ７３  １ 邋．７７９ ５ ７４ 痧１  ．８４ ７５ 刎１ 圹．７８５ ７６ 览１ 妹．８７５ ７７ è１ 厖．７８７ ５

　　从表 １数据可见，７１ 号磁极交流阻抗明显偏小于
其他磁极，最大最小值差距为 ４９％（规程规定：堂内磁
极交流阻抗值最大最小值相差不能超过 ３０％，堂外为
２０％），紧邻该磁极的 ７０ 号、７２号明显偏小，７０ 号与最
大磁极交流阻抗相比相差 ２０％，７２号磁极与最大磁极
交流阻抗相比差 ２２％。 ７０ 号、７２ 号是除 ７１ 号外所有
磁极中阻抗值最小的，符合单个磁极匝间短路磁通变
小后导致相邻磁极磁通耦合磁通也变小的现象。 同时
该问题磁极阻抗数据超过标准规定，基本可判断该磁
极存在匝间短路。 其他两磁极虽然交流阻抗变小，但
是在规程要求标准之内，同时于 ７０ 号及 ７２ 号磁极相
邻磁极交流阻抗并没有明显变化，因此基本判断该两
磁极磁阻抗数据变小是受 ７１ 号磁极匝间短路后磁通
变小导致相邻磁极耦合磁通变小引起，因此该两磁极
并无匝间短路问题。 对比历史测量数据，原来测量数
据并没有明显偏差，所以基本判断该磁极匝间短路可
能性极大。 但是在堂内每个磁极的外磁路不尽相同，
也有可能是外磁路不同所致（原检修过程出现过盘车
变好的情况）。 由于现场情况及工期不具备盘车条
件，最终决定拔出该磁极，进一步试验验证该磁极是否
确认无疑为匝间短路。

２　堂外交流阻抗测量
由于该发电机属于更换线棒检修，因此，同时拔出

的还有 ５９号、６０号两个磁极，这两个磁极从数据可见
属于正常磁极，因此，可作为进一步试验的对比标准。
试验方案首先在堂外测量该三个磁极交流阻抗。 由于
数据差别不大，为了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判断，对其他磁
极也进行人为短接，模拟正常磁极在一匝短接、两匝短
接、三匝短接的情况数据与 ７１号磁极的交流阻抗数据
是否基本相似，短路位置从相同的最边部短接。 为了
对比短接点不同是否对数据有影响，后又对 ７１号进行
了短接中间部分，对比短接边部和短接中间部分是否
有较大差别，从表 ２看基本无差别。
试验通入交流电流为 ５ Ａ，大电流数据更准确，还

可降低外部磁场干扰。 三个磁极外部摆放环境基本相
同，尽可能使三个磁极处于相同的工况条件，降低外磁
场及自身磁路不同导致对每个磁极测量数据带来不必

要的干扰。 试验数据如表 ２。
从数据看，正常情况下三个磁极交流阻抗数据并

无太大变化，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在 １０．７６％，按规
程规定是无问题磁极。 在短一匝的情况下，三个磁极
交流阻抗组值并无明显的变化，其最大变化的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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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极 ７１ 号变化为 ８．６７％；短两匝最大变化的也是 ７１
号磁极变化率为 ４０．６％，短三匝后反而是 ５９ 号磁极
变化最大变化率为 ７８％。 同时其他两个磁极在短两
匝后数据才有明显的变化，５９ 号磁极变化较大为
３２．４％，而 ６０号磁极短两匝后数据还在规程规定合格
范围内，在短三匝后三个磁极数据全部明显变大，都超
出了规程规定的标准（标准堂外是 ２０％），但并无明显
的试验数据支撑 ７１ 号确定为匝间短路。

表 2　正常及短接交流阻抗

５９号
／Ω

６０号
／Ω

７１号
／Ω

７１号
（短中间）

／Ω

最大与

最小之比

／％

正常 ０ 挝．２７５ ８ ０ B．２７５ ５ ０ 抖．２４９ ０ ０ *．２４９ ０ １０  ．７６

短一匝 ０ 挝．２６６ ８ ０ B．２７０ ６ ０ 抖．２２７ ４ ０ *．２３２ ３ １９ c
与正常之比／％ ３ !．４ １ ~．７８ ８ 蝌．６７ ６ }．７

短两匝 ０ 挝．２０８ ３ ０ h．２２２ ０ 抖．１４７ ９ ０ *．１５４ ９ ６  ．７１

与正常比／％ ３２ 7．４ １９ 晻．４２ ４０  ．６ ３７ }．７９

短三匝 ０ 挝．１５４ ８ ０ h．１５６ ０ 抖．１１１ ３ ０ *．１１５ ５ ３９ c
与正常之比／％ ７８ e４３ 晻．３８ ５５  ．３ ５３ }．６１

　　但从数据上看 ７１ 号磁极在正常状态及短一匝、短
两匝、短三匝状态下确实比其他磁极的阻抗值都偏小。
从理论上，如果 ７１ 号有匝间短路问题出现，由于线圈
绕组磁通的耦合作用，其匝数减少越多，导致去磁作用
更为明显，７１号磁极试验数据符合有匝间短路问题的
嫌疑。 但 ７１号磁极阻抗值偏小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只
有在短三匝状态下与其他两个磁极在交流阻抗值上偏

差为 ３９％，但是在短三匝情况下，其正常磁极的 ５９ 号
变化率最大、６０号变化率最小，不足以说明 ７１ 号磁极
问题。 特别是正常情况下，三个磁极阻抗值相差仅为
１０．７６，与堂内试验结果相差太大，试验数据不足以判
断 ７１号一定存在匝间短路。
试验过程毕竟人为用短接钳夹线短接，短接电阻

也不可能无穷小，而磁极电阻又非常小，肯定有少量分
流造成不可避免的测量误差。 同时由于检修现场条件
及外部有其他发电机运行，导致该三个磁极所处的物
理状态不可能完全相同，试验现场必然存在外部无法
避免的磁路磁阻及外磁场干扰等因素，使试验数据的
真实性也会有一定的偏差。

３　磁极直流电阻及匝间交流阻抗测量
由于交流阻抗不能有效的判断出 ７１ 号磁极匝间

短接问题，因此又进行了三个磁极的直流电阻及磁极

线圈匝间交流阻抗测量。
从理论上讲，如果该磁极存在匝间短路，该磁极的

总直流电阻下降为总直流电阻的 １／１４（该磁极线圈有
１４匝）。 试验数据如表 ３。

通过理论计算，磁极总直流电阻下降为 １／１４，即
０．０６３（５９号、６０ 号均值的 １／１４，不完全精确，但与基
本接近）。 如表 ３ 所示，从测量的三个磁极直流电阻
测量值看 ７１号磁极电阻值确实偏小一些，但下降仅为
正常磁极均值的 ０．２３％，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只能说
明 ７１号磁极直流电阻确实比其他两个磁极都偏小，可
能为非金属性匝间短路或无问题。

表 3　直流电阻

编号
５９号
／ｍΩ

６０号
／ｍΩ

７１号
／ｍΩ

均值之比

／％

电阻 ０ 垐．８８３ ９ ０ Y．８８３ ５ ０ *．８８１ ７ ０ f．２３

　　从以上分析可见直流电阻试验不能确认 ７１ 号磁
极匝间短路，又进行了匝间交流阻抗测量。 理论上如
果磁极匝间有短路，试验过程中匝交流阻抗（即等效
为测量电压值）一定存在为零或接近与零的值，或者
变花比较大的值（有可能为非金属性接地）。 试验数
据如表 ４。

表 4　转子磁极匝间电压 ｍＶ　
编号 ５９号 ６０号 ７１号

１ －２  ９１ e９１ e．３ ８２ 摀．６

２ －３  ９５ e９４ e．７ ８６ 摀．８

３ －４  ９９ e９８ e．９ ８９ 摀．５

４ －５  １０１ {１０１ |．３ ９１ 摀．６

５ －６  １０３ {１０３ |．５ ９２ 摀．５

６ －７  １０５ {１０４ |．２ ９２ 摀．５

７ －８  １０５ {１０５ |．２ ９３ 摀．３

８ －９  １０４ {１０３ |．９ ９４ 摀．２

９ －１０  １０３ {１０３ |．１ ９３ 摀．６

１０ －１１ 5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９２ 摀．３

１１ －１２ 5９７ e９７ e．２ ８９ 摀．５

１２ －１３ 5９３ e９２ e．３ ８６ 摀．２

１３ －１４ 5８８ e８７ e．８ ８１ 摀．２

电压／Ｖ １  ．３４ １ 8．３３ １ f．２３

电流／Ａ ４  ．９５ ４ 8．９５ ４ f．９５

　　从数据可见，７１号磁极没有为零或者变化很小的
片间电压值。 但是磁极片间电压值中 ７１ 号的值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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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其他两个磁极小，小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确实符
合磁极发生匝间短路，必然影响相关磁极耦合磁通，使
相关所有磁极的磁通都变小，总磁通也变小。 但是没
有相关标准，同时变化不大。 如果是磁极属于小面积
片间短接或者非金属性短路，只是使该部产生分流作
用，并不能表现出很明显的片间交流阻抗下降非常大
或者理论上为零的情况出现。 因此该试验也不能作为
最终判断依据。
通过以上所有试验发现，试验结果都无有效的判

断数据支撑，对该磁极属于无效试验。 但所有试验数
据都指向 ７１号磁极；但整体数据又偏差不大；特别是
有标准的堂外交流阻抗偏差不大，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其他试验，在分析问题磁极和正常磁极时数据都偏差
不大，又无标准可参考，不能作为该磁匝间短路的定性
论据。

４　匝间冲击耐压试验
以上所有常规无破坏性试验，并不能准确的判断

该 ７１号磁极的问题。 最终决定使用匝间冲击仪对该
磁极进行匝间耐压试验。 匝间冲击仪基本原理：当线
圈发生短路时，短路匝会改变线圈的电感和电阻值，从
而改变放电电压波形在线圈中的振荡频率和衰减速

率，将规定的峰值和波前时间的冲击电压波交替的施
加同一被试绕组上，利用冲击电流在两者中引起的衰
减震荡波形是否有差别，来检测磁极绕组是否有匝间
短路或接触不良［６］ 。
试验时三个磁极加入触发电压为 ２ ３００ Ｖ，触发时

间与球隙间隙完全，示波器纵横坐标所调标称值相同，
保证所有磁极试验结果波形在同状态下，以便在相同
状态下对比分析输出波形。 三个磁极的试验电流图形
见图 １ －图 ４。

图 1　59号磁极匝间冲击电流波形
图 １、２属于 ５９号，６０ 号正常磁极电流衰减波形，

图 ３ 为 ７１号磁极电流波形。 从图形可见 ７１ 号磁极与
其余两个正常磁极冲击电流波形相差非常大，同时其
波形衰减速度也明显很快，基本可以判断该磁极确实

图 2　60 号磁极匝间冲击电流波形

图 3　71 号磁极匝间冲击电流波形

图 4　59 号磁极匝间冲击电流波形
存在匝间短路。 之后又把 ５９号磁极短一匝之后，进行
匝间冲击试验，如图 ４ 所示与 ７１ 号磁极波形极为相
似，也是电流波形快速衰减，至此可准确定性 ７１ 号磁
极确实存在匝间短路问题。
最终确认更换该磁极，经更换后再次测量该磁极

交流阻抗，该数值达到规程规定，整个转子磁极恢复
正常。

５　结　论
从以上对该磁极匝间短路问题各种试验方法分析

过程中发现，常规的交流阻抗、直流电阻等方法在确认
磁极匝间短路，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匝间短路问题上，确
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同时常规试验受外界因素干扰
较多，甚至存在试验数据一定的矛盾之处（如本文中
堂内堂外的交流阻抗值）。 如不寻找其他试验方法对
其论证，很容造成误判。 因此在一些特殊（如匝间非
完全短接及常规试验数据相矛盾）的磁极匝间短路问

（下转第 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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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补偿参数测定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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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云南 永善　６５７３００）

摘要：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补偿参数是决定其计算精度的重要因素，目前行业内通行的测试方法所得到的参数，仅
在计算的接地电阻定值附近误差较小，定值附近之外误差较大。 分析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原理，研究提出了一种优
化的注入式定子接地补偿参数测量方法，该方法原理清晰、过程简单、实测结果准确，在工程应用中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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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easurement Method of the Compensation Parameter for
Stator Grounding Protection with Low Frequency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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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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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子一点接地故障是发电机定子绕组最常见的故

障形式之一，对于大型水轮机而言，因其对地电容及中

性点接地方式的不同，故障电流远超出发电机承受范

围，如保护功能不完善，很容易造成定子铁芯烧损的重
大事故。 因此，目前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均配置了完整
的定子接地保护装置。

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是一种采用低频信号进

行电阻测试的保护，因其原理简单，且在定子全范围和
机组全工况下均可投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在

实际运用中，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的整定，需要首先测

定多个补偿参数，才能保证计算精度符合误差要求，目
前业内所通行的补偿参数测试方法尚存在一些不甚完

美的地方。

１　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原理
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的原理，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种伏安法测电阻的原理。
发电机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典型方案如图 １

所示，外加电源（２０ Ｈｚ）通过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变压
器注入到发电机定子绕组与地之间，保护装置测量注
入电压、电流值，计算出发电机定子绕组对地绝缘电阻
值，以判断定子绕组是否接地。
引入接地变参数，并将接地变高压侧参数折算至

低压侧，得到图 ２所示电路模型。

图中：E
·

２０为注入的 ２０ Ｈｚ电压；R２０为注入源内阻；
Rn 为接地变负载电阻；Rt、Xt 为接地变折算至二次侧

的漏电阻和漏电抗，Rm、Xm 为接地变励磁电阻和励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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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电机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方案

图 2　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等效电路图

电抗，接地变变比为 n；U
·

２０为经过电阻分压器（分压比

ndiv）取得的 ２０ Ｈｚ电压； I
·

２０为经过中间 CT（变比 nCT）
取得 ２０ Ｈｚ零序电流。 X′C、R′g 为定子对地电容、接地
电阻折算至接地变二次侧的参数。

若令 rt ＋jxt ＝
nCT
ndiv· （Rt ＋jXt），且 rm ＝

nCT
ndiv· Rm，则

接地电阻一次值为：

Rg ＝
KR

Ｒｅ（Y） （１）

式中，KR 称为电阻折算系数，满足：

KR ＝n２ ndiv
nCT （２）

取 U
·

２０ ／I
·

２０ ＝r２０ ＋jx２０，且忽略掉接地变压器铁损
电阻 Rm，则 Ｒｅ（Y）满足：

Ｒｅ（Y） ＝
r２０ －rt

（r２０ －rt）２ ＋（x２０ －xt）２ （３）

对式（１）、式（３）进行分析，可知，注入式定子接地
保护需要测定的补偿参数有以下几个：

１）相角补偿值 φＣ１、φＣ２ ：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对

U
·

２０ 、I
·

２０间相角采样值φ是存在偏差的，且停机与并网
两种情况下的偏差值不同，故需要首先测得停机状态
下的偏差值 φＣ１与并网后的偏差值 φＣ２ ，作为相角补
偿值；

２）接地变漏阻抗参数 rt、xt；
３）电阻折算系数 KR。

２　现有补偿参数测定方法及不足
目前业内通行的补偿参数测量方法主要由以下几

步组成：

2．1　相角补偿参数φＣ1的测定

停机状态下，更改保护装置采样接线，在保护装置
中模拟出一组相位相反的 ２０ Ｈｚ电压、电流信号，读取
此时的相角采样值φ，则“相角补偿值 １”满足：

φＣ１ ＝φ－１８０° （４）

2．2　接地变漏阻抗参数的测定

设置好“相角补偿定值φＣ１ ”后，在接地变高压侧

模拟定子金属性接地，根据式（３）可知此时：
rt ＝r２０ （５）
xt ＝x２０ （６）

即由 U
·

２０ ／I
·

２０ ＝r２０ ＋jx２０可以直接计算出漏电阻及
漏电抗参数 rt、xt。 此处计算所用的相角，为经过相角
补偿定值折算后的相角。

2．3　电阻折算系数的测定

电阻折算系数 KR 的测定比较简单，将 φＣ１ 、rt、xt
设置好之后，在定子侧模拟接地故障，通过调整 KR，使
得计算的电阻值与实际电阻值误差满足要求即可。

2．4　相角补偿参数φＣ2的测定

并网后，凭借经验值，在 φＣ１的基础上进行微调，

直至计算的接地电阻值显示为最大值，此时得到的补
偿参数为φＣ２ 。

2．5　该方法的不足

以上方法过程清晰，但工程中却发现按此方法整
定后，计算的接地电阻阻值仅在定值附近能够满足误
差要求，偏离定值附近后，计算的接地电阻阻值误差较
大；此外，在机组无故障时，运行工况稍有变化，对地电
阻就会向下跳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问题：①采用改接线试验得

到的相角补偿定值是存在测量误差的；②相角补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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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接地变漏阻抗参数及电阻折算系数，这三者的测定
环环相扣，导致前者的误差会在后者进行放大；③并网
后相角补偿定值是基于经验值的，不是精确计算得
到的。
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找到一种新的补偿参

数测定方法。

３　补偿参数测定方法优化及分析

3．1　接地变漏阻抗参数测定方法优化

接地变漏阻抗参数可以经由变压器短路试验来测

定，但这种方法相对较复杂。 下面提供一种仅依赖保
护装置采样进行测量的新方法：

１）停机状态下，在接地变高压侧模拟金属性接地
故障，读取此时保护装置采样值：“低频电压采样值
U２０．０”、“低频电流采样值 I２０．０”、“相角采样值φ０”；

Z０ ＝
U２０．０

I２０．０ e
jφ０ ＝rt ＋jxt （７）

２）停机状态下，机组无故障时，读取此时保护装
置采样值：“低频电压采样值 U２０．１ ”、“低频电流采样值
I２０．１”、“相角采样值φ１”；

Z１ ＝
U２０．１

I２０．１ e
jφ１ ＝rt －j（x′c －xt） （８）

式中，x′c ＝
nCT
ndiv· X′C。

３）停机状态下，装置对相角采样值的偏差是固定
的，所以不论φ０、φ１ 如何偏差，（φ１ －φ０）总是准确的；
而且，由于保护装置对低频电压、电流幅值的采样误差
较小，｜Z０ ｜、｜Z１ ｜也可以准确得知。 由此绘制出两种状
态下 Z０ 、Z１ 的相量图，如图 ３ 所示，图中 θ ＝３６０°－
（φ１ －φ０）。
则根据三角函数关系，可以求出

rt ＝
｜Z０ ｜｜Z１ ｜ｓｉｎθ

｜Z０ ｜
２ ＋｜Z１ ｜

２ －２｜Z０ ｜｜Z１ ｜ｃｏｓθ （９）

xt ＝ ｜Z０ ｜
２ －rt ２ （１０）

3．2　相角补偿参数测定方法优化

机组无故障时，U
·

２０ 、I
·

２０的相角理论值为φ′t：

φ′t ＝３６０°－ａｒｃｃｏｓ（ rt
｜Z１ ｜

） （１１）

停机状态下，机组无故障时，读取保护装置相角采
样值φ１，则相角补偿值 １ 为：

φＣ１ ＝φ１ －φ′t （１２）

图 3　接地变参数测定相量图
并网工况下，机组无故障时，读取保护装置相角采

样值φ２，则相角补偿值 ２为：
φＣ２ ＝φ２ －φ′t （１３）

如此整定φＣ１ 、φＣ２ ，当机组无故障时，测量电阻 Rg

一定显示为最大值。

3．3　电阻折算系数的测定

以上参数确定完成后，可按原方法进行电阻折算
系数的测定。

４　工程应用实例
某电厂 ２Ｆ、１４Ｆ 机组检修时，试验人员分别采用

以上两种方法进行了保护参数测试，得到两组补偿参
数，见表 １所示。
表 1　某电厂 2F及 14F机组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补偿参数对比

补偿参数
２Ｆ机组

原方法 优化方法

１４Ｆ机组
原方法 优化方法

电阻补偿值 rt ／Ω ２ 蝌．８ ２ f．９ ３ 7．８ ２ ǐ．２

电抗补偿值 xt ／Ω ９ 蝌．０ ９ f．１ ７ 7．８ ８ ǐ．２

补偿角 １定值φＣ１ ／°２７２  ．３ ２７２ 摀．７ ３４８ d．０ ３４８ 刎．２

折算系数 ＫＲ １２ 蝌．３３ １２ f．５４ １３ 7．２８ １３ 亮．１

相角理论值φ′ｔ ／°不可知 ２７２ |．６５ 不可知 ２７２ 亮．２９

　　随后，采用这两组数据进行过渡电阻 Rg 测量试

验，得到表 ２。 从表 ２ 可知，原方法测得的参数，过渡
电阻测量值 Rg 仅在 ０ ～１０ ｋΩ的范围内误差较小，超
过 １０ ｋΩ后，误差很大，且 Rg 在低阻值段为负误差，高
阻值段为正误差，无法通过调整折算系数 KR 进行弥

补；而优化测试方法得到的参数，在 ０ ～２０ ｋΩ的全范
围内误差均符合要求，误差性质也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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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种参数下接地电阻测量结果对比

试验电阻

／ｋΩ
２Ｆ机组

原方法

测量值／ｋΩ 误差／％

优化方法

测量值／ｋΩ 误差／％

１４Ｆ机组
原方法

测量值／ｋΩ 误差／％

优化方法

测量值／ｋΩ 误差／％

０ 9０ ~０ }０ 谮０ 儋０ 6０ 5０ 拻０ 憫
１  ．０ ０ :．９８ －２ �０ 枛．９９ －１  ０ 蝌．９９ －１ d１ N．０１ ＋１ 览
４  ．７ ４ :．７２ ＋０ ~．４ ４ 枛．７０ ０ 儋４ 蝌．７８ ＋１ 6．７ ４ N．７３ ＋０ 拻．６

１０ O１０ P．４４ ＋４ ~．４ ９ 枛．９９ －０ 谮．１ １０  ．６ ＋６ d１０ d．０２ ＋０ 拻．２

２０ O２３ 敂＋１５ 侣２０ �．０１ ０ 晻．０５ ２４ L＋１６ z２０ {．４ ＋２ 览

４　结　语
低频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补偿参数是决定其计算

精度的重要因素，目前行业内通行的测试方法所得到
的参数仅可保证计算的接地电阻在定值附近误差较

小，定值附近之外，误差较大。 本文提出了一种优化的
注入式定子接地补偿参数测量方法，该方法有如下
优点：

１）测试过程不必改接线，避免了因误接线导致的
保护误动作风险；

２）测试步骤较为简单，仅需要两次试验便可取得
大部分参数，节约了人力物力；

３）本方法通过数值计算，可以得到相角补偿值、
接地变参数的精确值，避免了依靠经验值来进行调整
的人为偏差；

４）本方法得到的参数，现场试验表明，对接地电

阻的测量，可以在全范围内做到准确计算。
总之，本方法原理清晰、过程简单、结果准确，在工

程应用中效果良好，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测量方法。
参考文献：
［１］王增平， 刘亚东， 苏毅， 等．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接地变
压器参数影响及改进方案［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１３， ３７
（１３）： １０９ －１１３

［２］陈佳胜， 张琦雪， 陈俊， 等．基于分段相角补偿的注入式
定子接地保护方法［Ｊ］．现代电力， ２０１４， ３１（１）： ７９ －８２

［３］张琦雪， 席康庆， 陈佳胜， 等．大型发电机注入式定子接
地保护的现场应用及分析［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０７， ３１
（１１）： １０３ －１０７

［４］凌洪政， 韩海彦， 陈佳胜， 等．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在大
型水电机组上的应用分析［ Ｊ］．红水河， ２００９， ２８（４）： ８０
－８３

［５］吴礼贵， 吕晓勇．大型水电机组自适应注入式定子接地保
护研究［Ｊ］．人民长江， ２０１５， ４６（１０）： ７ －１１

（上接第 ５４页）

题上，匝间冲击耐压试验非常有效，该方法基本不受外

界条件影响，能快速准确的定性磁极否有存在匝间短

路问题。

但本文磁极问题判断试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人为匝间短路后，数据也变化不大，是与试验过程人

为因素的短接有关，还是与标准有关，需要进一步研

究；本文中的问题磁极堂内与堂外数据差别如此之大，

原因为何？ 到底属于哪一种短路问题，也需要进一步

的由厂家解剖分析，为今后试验判断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１］张平平．发电机转子绕组匝间短路后电磁场的研究［Ｄ］．
保定： 华北电力大学， ２０１１

［２］苏振．大型同步发电机转子匝间短路故障分析及诊断方法
［Ｊ］．东方电气评论， ２０１７， ３１（３）： ２７ －３１

［３］李建明， 朱康．高压电气设备试验方法［Ｍ］．２ 版．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４］杨洪涛， 赵海蓉．浅析发电机转子绕组交流阻抗的测量
［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０１， ２５（１１）： ５８ －５９

［５］徐正蓉．三峡电站 ７００ ＭＷ水轮发电机磁极线圈匝间绝缘
试验方法［Ｊ］．上海大中型电机， ２０１４（３）： ４４ －４７

［６］孙雪明．电机整机匝间绝缘检测［Ｊ］．电机技术， ２００２（１）：
３８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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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主角度浅述水电工程变更管理特点及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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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业主方的变更管理不应处于被动，而应正确认识变更管理的特点，重视变更的全过程管理和过程动态管理，与合
同造价控制强力结合，力争在变更处理中提前预判，占据主动。 应该对重大变更组织编制相应预案，一般变更重视过程
控制，在工程后期妥善选择参数对变更原因进行全方位分析，找出过程管理及动态管理中的不足，助力水电工程项目管
理能力提升，控制水电工程总投资，缩减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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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
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ｕ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
ｍｕｃｈ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Key words： ｏｗｎ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目前在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水电工程投
资也已经基本实现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按照“谁投
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水电开发企
业在拥有投资自主权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水电工程建
设投资风险难题。 再加上近年来电力体制改革，推进
电力市场化进程，改变目前配售电形式，着重对售电端

进行改革的行业形势，电力产品上网竞价方式势必成
为未来的全新模式。 因此对于电力生产端来说，控制
电力生产成本必然将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中工程建设
投资成本是重中之重［１］ 。
水电工程合同工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建设过

程受工程地质、自然气候、政策法规、决策水平、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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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素质等影响显著，尤其是大中型水电工程项目。 建
设过程中各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建设边界条件的变

化，进而对合同执行各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
响常常通过变更予以协调解决。 对业主而言，工程变
更数量和金额的大小反映相应设计、监理、施工合同的
控制水平，以及工程总投资的控制水平，其中也一定程
度上折射了工程可研阶段风险评价深度、招标设计深
度、施工组织协调管理科学程度、合同执行有效性等。
因而，在当前投资体制及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业主
方变更管理所带来的工程投资控制不容轻视。

１　变更分类
根据 ２０１３ 版枟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枠，

工程变更是指“合同实施过程中由发包人提出或由承
包人提出经发包人批准的合同工程任何一项工作的增

减、取消或施工工艺、顺序、时间的改变；设计图纸的修
改；施工条件的改变；招标工程量清单的错漏从而引起
合同条件的改变或工程量的增减变化。”这一约定与
目前国家发布的建设工程合同范本基本一致，也较为
符合目前水电行业合同的适用规则。
一般合同中将变更分为七类，包括：①增加或减少

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内容；②增加或减少合同中的工
程项目；③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④改变合同中任
何一项工作的标准或性质；⑤改变工程建筑物的形式、
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⑥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程
的完工日期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顺序；⑦追加为完成
工程所需的任何额外工作。
上述分类是按照合同管理角度来进行变更分类

的，可以清晰地通过该分类界定变更的适用条件，明确
合同边界条件，便于变更事实的认定。 但是该分类方
式对于变更的分析却并不清晰，在分析变更时，更看重
变更的引起原因，这对合同管理以及整个工程建设管
理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可以将变更按主要产因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①地质条件变化；②合同外新增项目；
③标准变化；④设计变化；⑤建设边界条件变化；⑥施
工方案变化；⑦其他原因。 该分类形式可以较为清晰
的界定变更的原由，反映工程各阶段的管理水平，容易
找出短板或者缺点。

２　业主方变更管理特点分析
目前建设工程项目普遍实行业主负责制，工程建

设过程中，变更是业主控制的关键，其主要发生在建设

项目施工期，表象上来看是合同管理的结果，但是其管
理控制过程却作为项目投资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贯穿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从项目阶段角度讲，包括可行
性研究阶段、项目招标投标阶段、项目施工阶段、项目
竣工验收阶段；从造价管理角度讲，包括投资估算阶
段、设计概算阶段、合同招标及结算阶段、竣工结算阶
段、调整概算（执行概算）阶段。 变更管理一定程度上
显示了工程总投资控制水平，实质上是可研阶段风险
评价深度、工程设计深度、施工组织协调管理科学程
度、合同执行有效性等方面地反映。 业主方变更管理
原则一般包括“事前变更”、“一事一报”、“合同原
则”、“实事求是”等，变更特点则包括全过程周期管理
特点、过程动态管理特点、合同约束控制特点等，与施
工承包方的变更管理特点有所区别。

１）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特点。 从业主角度，
水电工程变更具有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特点［２］ 。
变更是合同实施阶段发生部分边界条件变化所导致，
根据水电工程合同变更反映出来的问题，地质条件变
化或设计变化导致的变更占大多数，并且其变更数量
和金额均易对合同造价产生显著影响。 如果没有对变
更的全面审视，会造成变更管理的反应滞后，使业主处
于被动局面。 该类变更属于可研阶段勘察设计深度不
足导致。 对水工建筑物地质条件勘探不足，或者设计
方未充分考虑各建筑物的协调性、设计脱离现实，没有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进行项目设计等，施工过程中通
过设计图纸、设计修改通知、技术核定单等形式调整，
造成后期发生设计变化导致的变更，影响工程整体进
度及造价，该阶段决定了项目变更的量的大小。 同时，
项目招标阶段则决定了项目变更的实施效果，该阶段
常常通过合同条款及招标文件的编制，招标文件审查、
招投标答疑等对合同条款进行完善，闭塞合同漏洞造
成变更以及确保变更实施过程有效灵活合理。 项目实
施阶段则是变更执行的关键阶段，合同执行水平和包
括业主和监理在内的各方管理水平也决定了变更执行

效果。 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也是竣工决算和调整概
算（或执行概算）阶段，相当于工程建设整个过程的
“回头看”，这时候变更分类和原因分析是关键，合理
的归类可为概算对比和设计、施工过程提供极大方便，
避免分析走入误区，对项目后评价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２）工程建设项目动态管理特点。 水电工程变更
还具有施工过程动态管理特点。 就变更的产生而言，
常常也是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各边界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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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比如气候条件更恶劣、建设单位提供资料不足或
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施工作业面、设计理念改变、行业
规范标准变化等等，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甚至是随
机性。 同时变更执行也常常呈现过程动态性。 变更执
行过程中，首先提出变更指示，双方提交审核变更报价
书，提出变更合同依据和理由，预估变更价款和工程
量，特别是协商确定单价，审核变更实施方案。 变更执
行过程，必定带来工程量的变化或者工程投资的变化，
或增加或减少，与最初设计概算和合同原始状态发生
差异，需要在过程中给以足够重视，及时在合同及概算
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以在有效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确保不超概算。 变更之间的影响也是动态
的，比如某水工大坝基础因地质原因开挖滞后势必影
响周边水工建筑物的施工组织形式，包括施工道路布
置、爆破、混凝土浇筑方案等，如果不及时合理调整，也
会产生不必要的变更，因此变更执行过程中应及时动
态调整相关施工参数，避免因变更而产生二次变更。

３）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约束特点。 尽管变更是全
过程周期以及动态发展特点，但是并不是随意的，它还
呈现出合同约束特点。 工程变更过程中，合同双方均
应在合同签订的条款下执行，包括合同边界条件、变更
的认定、处理程序、变更价款确定原则等等。 一般来
讲，合同变更并不改变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双方约定
的基本责任不能改变。 在此基础上，工作范围和工作
内容可能会有一定的细化或拓展。 合同变更应在国家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强制规范，合同条款及合同条款
约定的适用行业规范上实施，执行上受其约束，并应站
在工程总投资和工程总目标的建设任务上加以控制。

３　业主方变更控制要点

3．1　以风险辨识为基础，重大变更采取预案管理模式

重大变更一般为设计变更，很多重大变更在可研
阶段就已潜伏，特别是设计方案研究、地质勘察不充分
所导致的。 比如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防渗型式在合
同招标后由钢筋混凝土面板改为沥青混凝土面板，再
比如某大坝由于前期地质勘察不充分导致施工阶段坝

基建基面下降 １０余米，这类变更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都
可能会极大地抬高工程成本，给整个施工项目的管理
带来困难。 因此，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须对项目风险
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对可能发生重大变更的项目进
行单项分析，提出相应的预案，提前纳入实施期的合同
管理内容中，制订完善的管理措施。

重大变更预案管理是以可研分析为基础，开展技
术风险分析，对可能造成重大设计变更的项目进行全
面具体分析，包括拟采取技术方案具体实施方法、技术
方案内易变因素的影响分析、技术方案外易变因素的
影响分析以及同类技术方案的替代效果分析等。 对于
水电工程项目，大坝选址、水工建筑物地质条件勘察、
水库防渗型式、征地移民、骨料料源选择、施工道路布
置等，都是可能造成重大变更的工程项目内部影响因
素。 而决策者决策偏好、水文气象的异常、国内外的政
策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变化则为外部影响因素。 该
类变更风险所导致的投资造价应包含在设计概算中，
并提出完善的管理措施，避免变更索赔造成的管理成
本上升。

3．2　变更实施中及时与概算参数对比分析、纠偏

变更的发生必然会导致工程量或工程造价的变

化，因此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对变更进行动态监控，
以便对该变更对整个工程的影响进行辨识同时加以控

制。 在此过程中应针对发生变更的工程项目开展设计
概算对比分析、合同对比分析以及执行概算对比分析。
设计概算和执行概算对比分析建议以变更项目所属分

部工程为最小单位，对工程量相较于设计条件的增减
变化，着重考察其工程量是否在概算范围内以及变更
单价是否突破概算单价；合同对比分析则建议以合同
工程量清单项目为最小单元，对本合同工程量和措施
费、单价相较于变更工程量和单价的增减变化。 在各
项对比中，对土石方开挖与填筑、钢筋、混凝土、锚杆支
护、锚索、灌浆、砌体、机电埋件等合同造价影响较大的
项目进行重点对比分析。 如果发生变化较大，则应在
保证工程项目使用目标、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采
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设计和施工方案。 对于设计、监理
以及其他咨询合同等则主要表现在管理成本的提高

上，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定期监控合同方的投入。
变更实施过程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充分熟

悉设计文件和工程项目目标，项目管理部门还需要在
变更预算审核过程中，对变更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避免因变更导致其他一系列合同边界条件的变化所产

生的二次变更。 比如因某大坝坝基调整导致工期延
长，同时造成临近进出水口等水工建筑物施工道路阻
断等。

3．3　项目验收阶段合理使用变更评价指标

在工程竣工验收及竣工决算阶段，是对变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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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价的重要环节，也是管理提升的重要措施之一。
目前对变更的评价指标一般包括变更索赔率（即变更
索赔金额与合同金额之比）和变更索赔获得率（即变
更索赔获得的金额与申请金额之比），并认为其反映
了工程设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 但是该方式稍显
简单粗暴，评判标准单一。 变更种类通常比较繁多，不
能一概而论，故应按照本文前述分类、比重来评判各因
素，这样就可以将工程建设过程中变更产生原因以及
各因素真实反应出来。 量化指标［３］如下：
变更（索赔）率＝变更（索赔）获得金额／合同金额
某类变更率＝某类变更获得金额／该合同下变更

总金额

根据上述公式，各类变更应主要包括：①地质条件
变化；②合同外新增项目；③标准变化；④设计变化；⑤
建设边界条件变化；⑥施工方案变化；⑦其他原因。 各
类变更率之和应等于 １。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所得的
各类变更率，可对各变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归类
分析，比如地质条件变化和设计变化变更通常反映前
期勘察及设计水平深度，合同外新增项目和建设边界
条件变化、施工方案变化则通常反映管理水平的高低，
标准变化、其他原因则反映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3．4　坚持合同原则，强化合同边界意识

业主方变更管控重点包括合同立项、合同签订、合
同执行等方面。
在合同立项阶段，应充分利用合同可行性研究阶

段的成果，对技术方案进行详细再论证，编制相应合同
技术条款和商务条款时，避免照搬标准条款所造成的
合同漏洞［４］ 。 此阶段，着重考察业主和合同乙方边界
条件和责任的界定，包括工期目标、合理分标、施工场
地征用、移民搬迁、工区永久及临时施工道路、供变电
设施、供水设施运行维护、施工营地建设及运行维护、
甲供材料供货及时性等等。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则要
对各项目承包人提出的项目进行答疑和双方合同谈判

内容进行再次确认，避免出现片面和合同条款前后矛
盾的地方而造成变更。
在合同执行阶段，首先需要强化业主方工程项目

管理部门和合同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的合同履

行责任意识，增强基层员工的反索赔意识，对不同类型

技术核定单签订权限及相关类型变更确定权限实施分

级审批制度，做到责任有限分解传递。 在该阶段，大多
数变更的发生可能不可避免。 对业主而言，变更成立
条件的审核和变更审核程序的控制相当重要，必须坚
持“事前变更”、“一事一报”、“合同原则”、“实事求
是”的变更处理原则，按合同约定的审核程序进行审
核，使变更指令发布、变更预算申报审核、变更结算在
严格透明的合同条件下进行。 各变更审核方包括监
理、业主项目部门和合同管理部门都应对变更成立条
件进行逐项审核，确保变更成立条件充分无漏洞。
施工合同变更执行过程中还应强化监理管理［５］ ，

做好各项支撑性材料的签证和现场见证工作，形成完
备详细的记录，其他合同则做好过程资源投入监控，定
期召开相应的变更专题会议或合同管理专题会。 统筹
协调解决工程建设各方在变更处理中所遇到的问题，
保证变更处理过程中有灵活透明的协同沟通机制，进
而保证变更理由合理、程序合法、结算及时。

４　结　论
业主方的变更管理不应处于被动反应，而应正确

认识业主方变更管理的特点，重视变更在水电工程项
目中的全过程管理和过程动态管理，与合同造价控制
强力结合，使得业主方在变更处理中提前预判，占据主
动优势。 提倡对重大变更组织编制相应预案，一般变
更重视过程控制，在工程后期妥善选择参数对变更产
因进行全方位分析，进而找出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短板
和缺点，助力水电工程业主方项目管理能力提升，控制
水电工程总投资，缩减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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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清江隔河岩水力发电厂（以下简称隔河岩电
厂）位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装机
１ ２１２ ＭＷ，设计年发电量 ３０．４亿 ｋＷ· ｈ，是华中电网
骨干调峰调频电厂。 隔河岩水利枢纽的控制流域面积
１４ ４３０ ｋｍ，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３８０ ｍｍ，多年平均流量
３８３ ｍ／ｓ，多年平均径流量 １２０．７６ 亿 ｍ。 隔河岩大坝
为混凝土重力拱坝，坝顶高程 ２０６ ｍ，坝长 ６５３．５ ｍ，正
常蓄水位 ２００ ｍ，总库容 ３０．１８ 亿 ｍ，属年调节水库。
隔河岩电厂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１９９４ 年
１１月 ４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隔河岩电厂处于清江流域三个梯级电厂的中间位

置，下有高坝洲、上有水布垭，既要通过发电消纳上游
装机容量 １８４万 ｋＷ 的水布垭的下泄流量，又要兼顾
下游装机容量只有 ２７ 万 ｋＷ的高坝洲的消纳能力，还

要承担华中电网骨干调峰调频任务。 经过近 ２０ 年的
运行，电厂相关二次设备出现不同程度老化，设备可靠
性出现下降趋势，考虑二次设备生命周期，电厂于
２０１１年全面启动监控系统、调速系统、励磁系统、直流
系统、机组保护系统、线路保护系统、同步向量测量系
统以及自动化辅控系统的更新改造工作，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底，上述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在长达 ７年的设备集中改
造周期内，电厂保持了良好的安全生产态势，连续 ７年
实现零非停、零障碍的双零目标。 目前电厂设备运行
稳定，安全生产态势向好，２０１７ 年隔河岩电厂年发电
量 ３９．６２亿 ｋＷ· ｈ，刷新 ２０１６ 年 ３７．１６ 亿 ｋＷ· ｈ的
年发电记录，年发电量创历史新高，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隔河岩电厂日发电量 ２ ８９３．０５ 万 ｋＷ· ｈ，刷新
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５日 ２ ８９２．０２ 万 ｋＷ· ｈ 的日发电纪录，

３６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日发电量创历史新高，尤其是隔河岩电厂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台机组连续无障碍满发 ３０ 个日夜，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４
台机组连续无障碍满发 １９个日夜，刷新了电厂在汛期
连续满发最长记录。

１　一线班组
隔河岩电厂连续 ７ 年双零目标的实现，聚焦到一

线班组，聚焦到自动班，就是监控系统、调速系统、励磁
系统、直流系统、同步向量测量系统以及自动化辅控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数百个盘柜、数千条电缆，数
万个端子、以及回路、节点、逻辑、代码等所有环节的精
确可靠和准确执行，需要繁琐复杂的数据采集、流程优
化、异常处理、可靠性测试，需要一线班组（下称自动
班）每个成员的全力以赴、不遗余力。 在电厂长达 ７
年的二次设备集中改造周期，自动班承担了占二次设
备绝大多数的电气自动化设备改造任务，全面更新存
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及系统，彻底清理停机回路，整治端

子箱、电缆、接地、防雷、绝缘。 隔河岩电厂水轮机端子
箱整治、发电机端子箱整治、示流计改造、同期装置改
造完成于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间，调速系统电气部分改造完
成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间，调速器油压控制系统改造完成
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间，励磁系统改造完成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间，监控系统改造完成于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６ 年间，１１０ Ｖ
直流系统、同步向量采集系统、高低压气控制系统、电
制动空压机系统、检修渗漏排水控制系统、交直流电源
屏改造完成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间，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
统、机组技术供水控制系统改造完成于 ２０１７ 年，项目
具体分布时点见表 １。 如此的主辅设备分批次、分阶
段改造，自动班完成了所辖设备共计 １５０ 余面盘柜的
升级更新，为本质安全型电厂提供了可靠的设备及技
术支撑，成就了机组的最优运行状态，全厂设备缺陷数
量更是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３３项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０ 项，缺
陷数量统计如表 ２，曲线趋势分布如图 １。

表 1　隔河岩电厂自动班所辖设备历年改造情况统计

序号 实施时间 项目名称 序号 实施时间 项目名称

１ P２００９  ．９ －１２ ４台机组示流计改造 ２０ d２０１２ 憫．４ ２号机调速器电气控制部分改造

２ P２０１０  ．１ －９ ４台机组技术供水线缆整治 ２１ d２０１２ {．１０ １号机调速器电气控制部分改造

３ P２０１０ 篌．１１ －１２ ４台机组同期装置改造 ２２ d２０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号机调速器油压控制系统改造

４ P２０１１  ．１ －４ ４台机组水轮机端子箱线缆整治 ２３ d２０１２ 憫．３ ３、４号机调速器油压控制系统改造

５ P２０１１ e．３ 电制动空压机控制系统改造 ２４ d２０１１ {．１１ ２号机组励磁系统改造

６ P２０１２  ．９ －１２ 机组状态监测系统加装 ２５ d２０１２ {．１０ １号机组励磁系统改造

７ P２０１２ O．１２ 调度数据网设备改造 ２６ d２０１２ {．１１ ３号机组励磁系统改造

８ P２０１３ e．１ 事故照明 １１０Ｖ直流系统加装 ２７ d２０１３ {．１１ ４号机组励磁系统改造

９ P２０１３ e．３ 监控系统 ＵＰＳ改造 ２８ d２０１３ 憫．４ 监控系统主站改造

１０ f２０１４  ．３ －１１ 交直流电源屏改造 ２９ d２０１３ 憫．３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１改造
１１ f２０１４ e．５ 机组 １１０Ｖ直流系统加装 ３０ d２０１３ 憫．９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２改造
１２ f２０１４ O．１２ 厂房排水控制系统改造 ３１ d２０１３ {．１２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３改造
１３ f２０１５ O．１１ 高低压机控制系统改造 ３２ d２０１３ {．１１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４改造
１４ f２０１６ e．８ 开关站 １１０Ｖ直流系统改造 ３３ d２０１３ 憫．３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５改造
１５ f２０１６ O．１０ 同步向量测量系统 ＰＭＵ改造 ３４ d２０１４ {．１１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６改造
１６ f２０１７ e．６ ４台机组一次调频模型参数优化 ３５ d２０１５ 憫．１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７改造
１７ f２０１７ O．１２ ４台机组技术供水控制系统改造 ３６ d２０１７ {．１２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８改造
１８ f２０１０ O．１１ ４号机调速器电气控制部分改造 ３７ d２０１６ {．１２ 监控系统 ＬＣＵ９改造
１９ f２０１１ O．１２ ３号机调速器电气控制部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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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隔河岩电厂历年设备缺陷数量统计

统计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妹２０１１ e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M２０１５ 镲２０１６ 拻２０１７ 4

缺陷数量／项 １３６ g８５ 篌８７ 枛１３３ O１００ 耨８６ }８１  ６４ 侣４４ e４０  

图 1　隔河岩电厂历年设备缺陷分布趋势

２　班组建设
隔河岩电厂自动班做为一线核心生产班组，始终

坚持对水电生产过程中电气控制的各个环节实施精益

管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设备可靠性，坚持
问题导向，密切关注设备生命周期，加强趋势分析，提
前预判设备健康状态，积极践行绿色检修、文明检修，
并针对设备维护中易发生的问题，制定明确可行的控
制和预防措施，围绕自动化设备的运行维护、缺陷处理
和隐患排查等发掘新方法、开拓新思路，有机结合互联
网新技术，不断探索水电企业一线班组建设和技术管
理的新模式，班组设备管理的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不
断提升，所辖设备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指标始终处于电
厂领先位置，具体探索和实践如下：

2．1　全面更新改造所辖设备提升本质安全
自动班通过更新改造所辖二次设备，全面提升设

备本质安全，从技术层面促进电厂安全生产，尤其是在
点多面广的设备改造和机组检修项目中，自动班创新
推出项目经理负责制，通过内部驱动促进行为优化，班
组成员根据专业特长和所负责工作面轮流担任项目经

理，在一定周期和范围内承担责任、行使权力、履行义
务，为班组创造性体验和责任心塑造提供了便捷高效
的途径，体现了班组管理的平等、透明与公正。 项目经
理对改造项目和检修项目全过程负责，在生产、安全、
质量、分配、学习、协作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具
有生产指挥、安全管理、考核分配、学习组织、工作协调
权力，班组项目经理制的推行既能让班组成员在特定
周期内获得经验和技能的提升，又实现了管理中的角
色体验与换位思考，便于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易于营
造和谐的班组氛围。

自动班在设备集中改造周期内，打破传统模式，创
造性的将可替代性强、重复性高的工作外委，给予了班
组成员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掌握新设备，了解新技
术，为其系统性统筹改造施工和调试试验提供了保障。
自动班在监控、调速、励磁、自动化辅控四大工作面的
检修维护工作中成功推行 Ａ、Ｂ岗双制模式，在班组内
根据不同工作面设置技术小组，责任权利下放至各技
术小组，技术小组负责人承接班长分配的各项事务，并
定期反馈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的进展和偏差，各小班组
跨工作面且相互备份、相互补充，取得了较好的实际
效果。

2．2　全面实行互联网＋班组建设提升管理效率

自动班于 ２０１４年全面实行班组现场管理数字化，
该项创新成果在清江公司 ＱＣ质量管理成果发布会上
获得广泛好评和一致认可。 班组通过现场工作记录及
班长日志数字化，利用微软 ＯｎｅＮｏｔｅ 应用软件替代其
它格式的原始记录和班长日志，实现无纸化、电子化、
统一化。 班组成员可在作业现场通过平板电脑记录工
作过程，详细的现场文字记录和图片记录可完整保留
一线作业过程，实现随时记录，随地保存。 自动班通过
班长日志及现场原始记录的数字化，完成了第一手检
修维护资料的无纸化集中存储，推进了班组的专业化
管理和标准化建设。
基于班组现场管理数字化，结合互联网技术，自动

班自主搭建完成班组网络服务器，自主建设运行班组
网络管理平台，利用网络平台的班组电子台账系统全
面实现班组文档的网络实时共享，源源不断将现场工
作的原始记录、状态图片、告警信息、处理过程等在班
组范围内分享，实现工作记录的随时随地查阅，提高班
组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辅以班组微信群，自动
班实现了随时随地的虚拟班组管理，班组建设从“纸”
上跨越到“网”上，较大程度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和执
行力。

2．3　科学引入性格色彩发挥个性优势
自动班将性格色彩理论运用到班组建设及技术管

理中，通过全面了解和分析班组成员的性格特质，真正
理解和支持不同个体的性格特点，在建立和谐班组人
际关系的同时，根据班组成员的性格优势，安排分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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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工作内容，让班组成员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
潜能。
自动班根据性格色彩测试系统，逐一确定班组成

员的性格色彩，并通过对班组工作内容的不断细分，为
班组成员匹配了最合适的工作项目，具体如表 ３。

表 3　发电企业一线班组成员性格色彩与岗位内容匹配

性格色彩 性格描述 优势工作内容

红色 活泼型
负责与其他班组及外协人员的配合、负责技术更改及创新、负责班组文体活动、班组
形象宣传、以及流程优化及效率提升方面的工作

蓝色 完美型
负责检修报告的编制、设备维护规程的编写、检修及试验作业指导书的编写、负责技
术方案的编制、故障及设备分析报告的编写、以及班组技术管理及培训等工作

黄色 力量型
负责设备改造项目的执行、机组检修任务及项目的实施、负责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理、
负责班组政治学习、班组安全活动、班组各项计划的制定等工作

绿色 和平型
负责班组各类台账的整理、负责班组物资及仓库管理、备品备件管理、设备巡视检查
管理、以及设备日常缺陷处理、班组考勤管理等工作

2．4　充分整合培训资源量化技术培训
通过建立班组成员技术素质综合培训体系，强化

落实班组成员的培训效果，为清江公司专业化管理、内
涵式发展积累了一线班组的技术优势。 自动班一是在
班组内部共享培训资源，建立培训资料的网络化公共
信息平台，扩大相应培训活动的影响范围和受益人群。
二是组织各专业面技术骨干轮流授课，多角度全方位
涵盖设备专业技术、异常应急处理、事故案例分析、现
场设备操作等，在班组内部相互交流、不断提高全员的
业务技术水平。 三是构建班组成员培训和成长体系，
根据专业、岗位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培训流程并
形成相应的管控机制，建立班组培训体系的电子化管
理平台。 四是利用班组培训体系电子化管理平台，详
细记录并评估班组成员所参与的培训项目，并通过管
理平台量化每个班组成员参与的所有培训活动。
在此基础上，自动班通过建立网络化虚拟小组，基

于移动互联平台结成各类攻关小组、业务小组、兴趣小
组等，跨部门、跨层级，全面发展能力特长、强化互助
提高。

2．5　探索发掘新技术提升设备管理效率
自动班创新思维，利用大坝进水口无线 ＷＩＦＩ 网

络，在不增加任何复杂布线的情况下，以低成本让关键
设备“智能”起来，轻松实现多个重点部位的远程智能
视频监控。 利用手机或者平板等智能终端，班组人员
可随时随地远程查看进水口设备的工作状态，同时借
助智能摄像机的运动检测功能，系统可智能识别画面
中的细微变化，并将画面异常变化告警自动推送至智
能手机终端，帮助班组人员及时发现设备异常状况，提

高工作效率。 隔河岩电厂主变冷却器有多组冷却风扇
同时运转，为方便巡回检查，自动班为每个冷却器安装
一种低成本的微型风力发电机模型，通过发电机模型
上 ＬＥＤ指示灯的点亮状态，班组人员可轻易判断每个
冷却器的出风强度，实现主变散热设备现地的目视化
监视，科学精准且适合夜间巡检。
自动班通过对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状态监测系

统、巡检扫描系统等连续性历史数据的分析，量化发电
设备工作状态、动作周期以及变化趋势，及早发现异
常，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调整运行参数，保障设备安全
稳定运行。

2．6　持续推进标准化提升班组安全意识
自动班在电厂统一安排下着力建立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安全监管，有
效防范安全事件。 班组全员牢固树立“把隐患当事故
处理”的理念，细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人为责任考
核，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日常设备巡检和数据
分析，及时发现隐患并进行维护、消缺。 根据隔河岩电
厂精品电厂建设以及安全生产关口前移的总体要求，
自动班积极在班组层面落实日常防非停检查，认真执
行安全生产标准，持续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
水平，把标准化落实到消缺、巡检、操作、检修等日常工
作中，坚持开好班前班后会，切实做到“三讲一落实”，
班组在组织生产工作的过程中，讲工作任务，讲作业风
险，讲安全措施，落实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2．7　创新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实现个人价值
过去有“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说法，在这

（下转第 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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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洛渡水电站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四川省
能投集团、云南省能投集团联合出资设立的三峡金沙
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溪洛渡水力发电
厂负责溪洛渡电站的运行维修管理和发电生产成本控

制工作，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开始筹建，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日正式成立。

２０１３年 ７ 月 １５ 日，溪洛渡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并
网运行，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３０ 日，１８ 台 ７０ 万千瓦机组总额
定装机容量 １ ２６０万 ｋＷ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投
产，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８ 日溪洛渡水电站首次抬升水位至
正常蓄水位 ６００ ｍ高程。 溪洛渡电厂全体干部职工以
“构建本质安全电站、生产优质清洁电能、发挥枢纽综
合效益、创建国际一流电厂”为使命，圆满完成了溪洛
渡电站高强度接机发电工作和水库蓄水工作，截至发

稿日期已安全稳定运行 １ ８９５ ｄ。
本文旨在总结溪洛渡电厂在电厂筹建及电力生产

过程中安全管理工作中的经验，以期对相关企业的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有参考借鉴意义。

１　本质安全型电站的含义
本质安全管理体系指的是将危险源作为基础，将

预控风险作为核心，将紧抓员工不安全行为作为工作
的重点，通过预防等措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并经过不
断的周期循环，逐步实现安全系统的现代安全管理体
系［１］ 。
本质安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人员的本质安全。 在整个安全管理体系中，人

员安全是最重要的。 在安全教育培训中，积极贯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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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各项制度，改正员工不良工作习惯，牢固树立员工
安全生产意识［２］ ，建议安全生产环境意识，实现人员
本质安全。

２）设备的本质安全分以下几个方面：①采用本质
安全技术。 采用本质安全技术进行机械预定功能的设
计和制造，能够在预定条件下使机械的预定功能满足
机械自身的安全要求。 ②限制机械应力。 零件的机械
应力不超过允许值，保证足够的安全系数。 ③、材料和
物质的安全性。 要确保制造机械的材料、燃料和加工
材料在使用期间不危及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④体现安
全人机学的原则。 要适应人体特征、坚持以人为本，提
高设备的可靠性和操作性。 ⑤、设计控制系统的安全。
控制系统要充分考虑各种作业的操作模式，采用自动
化故障显示装置。 ⑥气动和液压系统的安全。 ⑦电气
安全。 ⑧失效安全。 机械设备在发生故障时，能够自
动停止运行，从而终止危险。

３）运行环境的本质安全。 严格按照运行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操作。

４）管理工作的本质安全［３］ 。 安全制度是溪洛渡
水电站安全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的重要保障，是规
范、约束人的行为的基本途径，是明确责任、监督考核、
落实奖罚、有效控制的主要手段。 作为一种规范化的
方法，制度具有刚性，是一定范围内和特定时间内每个
人都要遵守的，其实质是为了科学划分责任，保证工作
落实。 针对溪洛渡水电站实际，溪洛渡电厂组织编制
了枟溪洛渡水力发电厂电力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枠和枟溪
洛渡电站防汛应急预案枠等相关安全管理文件。 认识
和把握本质安全的正确含义，有助于我们在安全生产
工作中坚持科学的方法，使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在正确
的轨道上前进。

２　电力设备事故处置和防洪度汛的安
全保障工作

　　溪洛渡电厂针对电力设备事故和防洪度汛工作做
了详细的技术调查和研究，对相关处理措施、流程、分
工和责任进行了梳理和安排，其主要代表性内容示例
如下。

2．1　防止电力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电力设备事故发生的原因很多，设备不同，产生的
影响范围及后果也不同。 主要有机械设备事故、电气
设备事故两大类。 主要做好电力设备事故的预防，认

真开展设备巡回检查，及时发现、消除设备缺陷。 利用
计算机远程监控系统、趋势分析及在线监测系统发现
设备隐患并及时处理。 利用设备检修对水轮发电机机
组、主变压器等设施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消缺及试
验。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针对危险源和潜在
的安全隐患开展风险分析，对不可接受风险进行监测、
预防、控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发生电力设备事故后，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组

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地进行先期处置，控制
事态。 进入电力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响应程序后，现场
应急指挥部在公司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协调应急救
援队伍、物资等资源，开展电力设备事故现场救援
工作。
具体分以下几方面工作进行：①设立电力设备事

故现场警戒隔离区，交通指挥管制，各种应急物资保卫
等；②制定电力设备事故现场抢险具体方案，经现场应
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③安排人员负责现场异常情况
的监测，查找事故原因，评估电力设备事故发展趋势，
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处置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
参考，现场抢险方案中应明确抢险过程中的危险源
（危险点）以及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包括个人安全防
护和组织技术措施等；④为应急救援人员、疏散出的人
员提供生活必需品，为应急抢险提供装备、物资、器材、
交通车辆以及资金，确保通讯畅通，保障应急救援顺利
进行。

2．2　防洪度汛应急处置措施

接到洪水灾害或大坝建筑物、泄洪设施存在重大
险情报告后，应及时转发防汛应急预警信息，向电站区
域各单位发布防汛应急预警信息，通知现场应急救援
组织机构相关人员做好应急响应准备，指派人员核实
现场情况，发生事故时评估事故性质。

１）洪水灾害和大坝建筑物、泄洪设施存在重大险
情的先期处置。 接到上游其他水库发生事故引发洪水
的报告或接到上游入库洪水超标报告后通知调控中

心；洪水调度按调控中心的指令执行。 发生灾害事故
后电厂运行值班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查看事故情
况并采取先期处置措施。 如有人员伤亡立即进行抢
救。 保证泄洪设施供电，做好开启泄水闸门准备。 对
于拦污栅压差压过大的机组联系维修人员及时进行清

理，影响机组安全时应立即申请停机；洪水灾害发生
时，可能伴随或衍生其他事故时启动溪洛渡电厂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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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２）现场抢险工作组到达防汛现场后，立即组织事

故应急处置。 对于可能发生停电的设备，运行值班人
员依调度指令，调整运行方式，恢复对重要用户的供
电；各工作组及时向溪洛渡电站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
抢险部署情况：实施抢险队伍及人数、险情岗位负责
人、抢险物资及运输情况、巡查人员、闸坝机电设备监
视及电站机电设备运行情况等；必要时调整枢纽泄水
设施运行方式，维持下泄流量和水库水位在允许范围
内。 采取措施消除次生、衍生事故隐患。

３）入库洪水有超标准趋势的应急处置措施。 当
水库蓄洪至正常蓄水位时，按出、入库流量平衡控制；
若水库水位继续上涨，原则上按电站全部泄流能力泄
洪。 各生产部门按所分管的设备和建筑物责任范围，
分别由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现场处置。 检查电站进水
口柴油发电机室，检查、启动试运行柴油发电机，防止
全电站停电后准备随时投运提供厂用电和大坝用电。
电站运行人员注意监视大坝、厂房、渗漏排水系统运行
状况。 运行人员应密切监视各闸门及其机电设备运行
状况。 防汛抢险突击队应立即在电站控制楼处集合待
命。 突击队员应随身携带应急照明工具、安全帽和救
生衣。 防汛抢险突击队应在接到命令后 ２０ ｍｉｎ 内集
结完毕。 组织装载防汛沙袋送往坝顶平台、尾水洞平
台等可能进水部位等处备用，防止洪水进入。 现场应
急指挥部及时与相关监测部门联系并要求加强大坝和

泄洪设施的安全监测工作。
有备而无患，在做好事故预想和应急预案的前提

下，方能有条不紊正确处理设备故障和消纳洪水，将损
失降到最低，减少弃水多发电，提高应对复杂情况时的
快速决断处理能力，最终提高电站运行可靠性。

３　从源头构建本质安全型电站
溪洛渡电厂成立至今五年多来，积极践行“建管

结合、无缝交接”管理理念，特别重视参与电站和设备
的设计工作。 从运行管理的角度系统提出 ２３０余项设
计优化建议或创意，并责任到人，闭环控制，从源头建
设本质安全型电站。 例如水机后备保护回路设计，采
用了 ＰＬＣ取代常规继电器，解决了常规回路固有的数
据采集量小、防数据跳变抖动功能差以及出口逻辑设
计受限等不足，就是一个典型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装
备的应用创新；针对励磁回路冷缺风机停运 ６０ ｓ后即
跳机组的传统设计，联合制造、科研单位进行了功率柜

的温升试验，在风机停运 ３０ ｍｉｎ 内，可以保证功率柜
的安全运行，为运行人员及时处理突发状况，避免机组
“非计划停机”创造了条件。

４　开展技术创新和改进工作

溪洛渡电厂针对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根据其在
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和故障情况开展技术创新

和改进工作。 例如对技术供水系统电源及辅助系统进
行完善，东电机组推导甩油改进，水轮机检修排架设计
改进等，降低了设备运行风险，提高了作业效率，进一
步提升了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下一步可以借鉴研究水
下机器人检测，进一步提高检测自动化比例等
工作［４］ 。

５　加强安全管理基础工作

根据人员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完善安全组织机构；
加强专兼职安全管理队伍建设，提高业务水平；规范班
前会、危险源辨识、安全检查等日常工作；强化安全生
产过程监督与考核，规范相关台账与记录。
目前溪洛渡电厂在公司和上级安全监管部门指导

下认真落实生产区域隔离、警示方案，完善各部位安全
防护措施；积极推进施工和生产区域的防鼠、灭鼠工
作，防范小动物引发的安全事故；规范工程尾工处理的
工作票制度和监督制度；研究电力外送通道及外送方
式转换过程中对发电生产带来的影响和风险，确保机
组、电站和电网的安全。

６　结　语

当前溪洛渡电厂已累计发电 ２ ４００ 亿 ｋＷ· ｈ，为
国计民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溪洛渡电厂将
秉承安全生产理念，做好枢纽防洪度汛，积极开展技术
创新提高设备可靠性，切实加强安全基础性工作，朝着
建设本质安全型电站的目标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１］周彩金．解析电力安全生产中本质安全管理体系的应用

［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２０１５（２２）： １７０ －１７０

［２］保长汀．水电站安全运行基本要素与安全管理探析［ Ｊ］．
农业科技与信息， ２０１７（２）： １１２ －１１３

［３］沈智锋．简析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在电力安全生产中的应用

［Ｊ］．低碳世界， ２０１７（２８）： １２３ －１２４

［４］聂强．雅砻江流域梯级水电站群大坝运行安全管理现状

［Ｊ］．大坝与安全， ２０１７（２）： 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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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泊系统对海上浮式风机运动响应的影响分析

金　飞，蔡小莹，裴元义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通过建立一种海上浮式风机运动响应的时域耦合数值计算方法，分析系泊系统对于运动响应的影响。 该计算方
法由气动力模块、水动力模块、系泊模块和浮体运动求解模块组成。 气动力模块采用叶素动量法；水动力模块采用势流
理论，通过边界元法进行数值模拟；系泊模块采用悬链线模型，利用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多项式拟合计算；浮体运动求解模块采用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进行时域计算。 根据对 ＯＣ３ －Ｈｙｗｉｎｄ ｓｐａｒ浮式风机进行建模求解，分析了系泊系统对于浮式风机运动
响应的影响。

关键词：浮式风机；时域耦合方法；系泊系统

中图分类号：ＴＭ６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６ －００７０ －０５

Analysis on Effects of Mooring System on Motion Responses
of Floating Offshore Wind Turbine

ＪＩＮＦｅｉ， Ｃ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ＰＥＩ Ｙｕａｎ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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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ｏａｔｅｒ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ｏｌｖｅ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Ｂｌａｄ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ｒｅ ｕｓｅｄ．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ｅｒ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ｏｌｖｅｒ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ｈｅ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 ｍｅｔｈ-
ｏ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ＯＣ３ －Ｈｙｗｉｎｄ ｓｐａｒ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ｉｓ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Key words：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风力发电作为一种大力提倡的新能源技术，国内
外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与研究。 与陆上风电相
比，我国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不占用土地、适宜大
规模开发的特点。 根据国家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
到 ２０２０年，全国海上风电开工建设规模达到 １ ０００
万 ｋＷ，力争累计并网容量达到 ５００万 ｋＷ以上。 而随
着近岸区域海上风电市场的逐渐饱和，海上风机将走
向深水区域，此时能够适应深水环境的浮式风机将成
为研究和开发的重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海上浮式风机是由上部风机、浮式支撑结构、系泊

系统等多部分组成，将受到风、波浪、潮流等的共同作

用，受力情况非常复杂，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失
稳、倾覆等问题，故需对系统做整体的耦合分析。
Ｗｉｔｈｅｅ（２００４）［１］使用 ＦＡＳＴ 和 ＡＤＡＭＳ 开发了全耦合
动力响应程序，用于分析浮式风机在风场和波浪作用
下的响应。 Ｎｉｅｌｓｅｎ （２００６）［２］ 使用空气动力学程序

ＨＡＷＣ２和计算海洋结构物动力响应的程序 ＳＩＭＯ／ＲＩ-
ＦＬＥＸ，开发了计算浮式风机在风场、波浪作用下动力
响应的程序。 唐耀（２０１３）［３］对 Ｓｐａｒ 型浮式风机平台
做了耦合动力响应分析。 系泊系统在整个海上浮式风
机中占有重要作用，关系到风机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所
以需要进行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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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了一种海上浮式风机运动响应的时域耦

合数值计算方法。 对于浮式风机所受的气动力荷载，
采用叶素动量法进行计算；对于浮式支撑结构的水动
力荷载，采用势流理论的边界元法进行计算。 对于锚
链模型，利用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多项式拟合的悬链线模型计
算。 利用该方法，本文着重研究了系泊系统对于浮式
风机运动响应的影响。

１　时域耦合计算方法

1．1　气动力模块

气动力模块采用叶素动量法［４］ 。 叶素动量法已
经广泛地应用在风机的设计与计算中，用以确定风机
的动态荷载。 叶素动量法假设风机叶片周围的流动是
二维的定常流，据此可以推导出叶片微元段上的推力
系数和功率系数的表达式，其形式简单，计算量较小，
结果也较准确。
本文为了获得更精确的结果，对于经典的叶素动

量法进行了两项修正。 第一项为 Ｐｒａｎｄｔｌ 叶尖损失修
正。 第二项为 Ｇｌａｕｅｒｔ 修正。 由于浮式风机在运动过
程中风机叶轮平面也在不断改变（包括位移与速度），
因此即使是定常风，不同时刻的风机轴向力也会发生
变化，这是与固定式风机计算的区别。

1．2　水动力模块
浮式风机受到波浪的作用将发生纵荡、垂荡、纵摇

等运动，而这些运动也会反过来影响波浪场。 水动力
模块就是用来计算波浪与浮式风机的相互作用，最终
得出其所受的波浪力。 浮式结构在海洋环境中主要受
波浪荷载，准确的计算波浪荷载是分析运动响应的前
提。 由于浮式风机同时还受到气动力的相互耦合作
用，因此对其进行时域内的耦合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在进行时域下波浪与浮式风机相互作用计算

时采用 Ｉｓａａｃｏｎ 和 Ｃｈｅｕｎｇ 等基于势流理论提出的方
法［５］ ，采用简单格林函数法和摄动展开，计算域为平
均物体表面和物面周围有限的平均自由水面。 此方法
对浮式风机这样的有限振幅运动、较长时间的模拟计
算更加准确有效。

1．3　系泊模块
对于海洋中的浮体结构，需要通过锚链对其进行

定位和约束。 在波浪与浮体、浮体与锚链系统的相互
作用中，锚链和浮体一样也处在动力响应中。 对于锚
链的运动分析是非常复杂的，锚链力对于浮体的运动
响应计算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准确的对系泊系统进

行计算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在系泊模块中采用悬链线模型。 具体采用分

段外推—校正法计算，即首先将锚链分段，对每一分段
求解并外推，经过多次迭代校正得到最终结果。 但在
时域内，每个时间步上浮体的位置都在变化，因此迭代
的计算量会显著增加。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采用 Ｃｈｅ-
ｂｙｓｈｅｖ多项式对锚链顶端位置和顶端拉力函数进行拟
合［６］ ，求出用于计算锚链顶端位移与受力关系的拟合
算法。
对于均匀柔软的绳索，两端固定，仅受到本身重力

作用时，绳索在平衡状态时的形状为悬链线，如图 １所
示，其中 S０ 表示初始状态悬链线的长度，x０ 表示初始
状态的水平长度，z０ 表示初始状态的竖直长度。

图 1　悬链线初始受力示意图
将悬链线分成若干微元段，如图 ２ 所示。 微元段

的受力平衡方程可以写为：

图 2　悬链线单元受力示意图
ｄT＝wｓｉｎθｄs （１）
Tｄθ＝wｃｏｓθｄs （２）

其中 w是锚链在水中单位长度的浮重。 可以得到：
ｄT
T ＝ｓｉｎθｃｏｓθｄθ （３）

积分后可以得到：
T
TH

＝ １
ｃｏｓθ （４）

由上述各式可以推出：

S０ ＝１
w∫０

θ TH

ｃｏｓ２ θｄθ＝
TH

w ｔａｎ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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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０ ＝∫０
θｃｏｓθｄs＝TH

w ｌｎ（
１
ｃｏｓθ ＋ｔａｎθ） （６）

z０ ＝∫０
θｓｉｎθｄs＝TH

w （ １
ｃｏｓθ －１） （７）

利用关系式：

ｓｉｎｈ（x０wTH
） ＝１

２ （１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 ｃｏｓθ

１ ＋ｓｉｎθ） ＝ｔａｎθ （８）

ｃｏｓｈ（x０wTH
） ＝１

２ （１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 ｃｏｓθ

１ ＋ｓｉｎθ） ＝ １
ｃｏｓθ （９）

将上述关系式代入式（６）、式（７）得到：

x０ ＝
TH

w ｓｉｎｈ
－１（ ｔａｎθ） （１０）

z０ ＝
TH

w （ｃｏｓｈ［ｓｉｎｈ －１（ ｔａｎθ）］ －１） （１１）

更进一步，可以得出同一悬链线微元段上两端之
间的力与位置关系：

S＝TH

w （ ｔａｎθ２ －ｔａｎθ１） （１２）

x＝TH

w ［ｓｉｎｈ －１（ｔａｎθ２） －ｓｉｎｈ －１（ ｔａｎθ１）］ （１３）

z＝TH

w （ｃｏｓｈ［ｓｉｎｈ －１（ ｔａｎθ２）］ －ｃｏｓｈ［ｓｉｎｈ －１（ ｔａｎθ１）］）

（１４）
上述三个等式左端都只与空间位置有关，等式右

端只与锚链受力有关。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力与位置的
方程组。 当已知受力时，通过该方程组就可以求出锚
链的位置信息。 当已知位置关系时，通过该方程组也
可以求出锚链的受力情况。
在时域计算中，对锚链顶端的水平分力和垂向分

力，使用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 多项式对 x 和 z 进行拟合，将锚链
顶端的水平和垂向分力表示成 x 和 z的函数。 这种计
算方法快速而准确，非常适合工程计算使用。

1．4　浮体运动求解模块

海上浮式风机的运动受到波浪力、锚链力、风机推
力的相互耦合作用。 对于一个给定的系统状态（已知
浮式风机的位移和速度），根据上述三个模块中的理
论和方法可以计算出此时各部分的外力。 系统受到这
些外力的作用，下一时刻的状态就会改变。 时域内浮
体运动方程可以表述为：

∑
６

j ＝１
｛Mkj ξ

· ·

j（ t） ＋Bkξ
·

j（ t） ＋Ckjξj（ t）｝
＝Fk（ t） ＋Gk（ t） ＋Tk（ t）　（k＝１，２，⋯，６） （１５）

其中 Fk 为总的广义水动力荷载分量（包括力和力

矩）；Gk 为锚链作用力和力矩；Tk 为风机轴向力和力

矩。 对于以上 ３ 个参数，k＝１ ～３ 时分别表示 x，y，z方
向的力；k＝４ ～６ 时分别表示对 x，y，z 轴的力矩。 Mkj

为物体的质量矩阵；Bk 为系统粘性阻尼矩阵；Ckj为恢

复力矩阵。
采用四阶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 法求解此二阶微分方程，

计算时首先根据 t时刻物体的位移ξ（ t）和速度ξ
·

j（ t），
由水动力模块确定波浪激振力、恢复力和阻尼力，由系
泊模块确定锚链力，由气动力模块确定风机轴向力，从

而求得 t时刻 Q（Δt，ξ，ξ
·

）函数，再由 Ｒｕｎｇｅ －Ｋｕｔｔａ 法
计算出 t＋Δt时刻新的位移ξ（ t）和速度 ξ

·

j（ t）。 重复
该过程直至计算结束。

２　浮式风机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采用的是 ２０１０ 年 Ｊｏｎｋｍａｎ 提出的 ＯＣ３

－Ｈｙｗｉｎｄ ｓｐａｒ 型海上浮式风机［７ －８］ 。 上部风机型号
为 ＮＲＥＬ ５ －ＭＷ。 浮体部分为 ｓｐａｒ 型圆柱结构。 采
用 ３根平面均匀分布的锚链进行系泊。 浮体平台与锚
链参数见表 １。

表 1　浮体平台与锚链参数

浮体平台参数 锚链参数

平台质量／ｋｇ ７ ４６６ ３３０ #锚链数目 ３ 6
吃水／ｍ １２０ *锚链之间的夹角／° １２０ c

平台重心高度

／ｍ －８９ B．９１５ ５
锚链深度（水深）

／ｍ ３２０ c

椎体以下平台直径／ｍ ９ O．４ 未张紧时锚链长度／ｍ ９０２ 5．２

椎体以上平台直径

／ｍ ６ O．５
锚链线密度

／（ｋｇ· ｍ －１）
７７ 烫．７０６ ６

椎体底部高度／ｍ １２ 摀
椎体顶部高度／ｍ ４ }

３　系泊系统对于运动响应的影响
系泊系统在浮体运动过程中为浮体提供约束力，

对运动响应有着关键的作用。 系泊对运动响应有很多
影响，如锚链强度、系泊方式、锚链个数、系泊点位置等
都会影响到浮体的运动响应。 这里主要研究系泊点位
置和系泊方式带来的影响。

3．1　系泊点位置对于运动响应的影响

系泊系统中比较重要的是需要确定系泊线在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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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系泊点位置。 这里分析系泊点位置对于运动响
应的影响。 波浪计算采用规则波，波高 ２．５６ ｍ，周期
１０ ｓ，入射方向朝向 ｘ 正方向。 计算时风速采用
１１．４ ｍ／ｓ，朝向 ｘ正方向。 分别改变锚链上系泊点位
置（锚链与浮体平台的连接点），如图 ３所示。

图 3　上系泊点位置的改变
经过计算，纵荡方向的运动响应如图 ４所示。

图 4　不同系泊点位置时浮式风机的纵荡历程
初始时，浮式风机整体处于平衡状态，此时不受风

力和波浪力，而浮力与锚链力平衡，浮体无位移和加速
度。 从图中纵荡的曲线可以看出，不同系泊点位置时
浮式风机的纵荡规律基本一致。 由于受到风机推力，
浮式风机首先会在纵荡方向产生较大漂移，纵荡最大
值处也是锚链力最大时，此后浮体将反向运动，受波浪
力和锚链力的影响，浮体将在新的平衡位置附近做周
期性运动。
为了准确分析不同系泊点位置带来的影响，计算

了不同系泊点位置对应的悬链线等效刚度矩阵。 纵荡
方向的各个等效刚度如图 ５所示。
综合分析图 ４、图 ５ 可知，在此风、浪计算条件下，

随着系泊点位置的逐渐下降，纵荡运动响应逐渐减小。
而这是由于随系泊点位置的逐渐下降，纵荡方向的锚

图 5　不同系泊点对应的锚链纵荡方向的等效刚度
链刚度逐渐增大，因此可以提供更大的约束力。

3．2　系泊方式对于锚链内力的影响

系泊系统中还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不同系泊方式对

于锚链内力的影响，由于实际工程中通常存在一个主
浪向，这里的系泊方式指的是在相同的锚链数量下，锚
链与主浪向角度存在不同的方式。 工况一为风、浪同
向且以 ０°入射（与系泊线 １ 同向），工况二为风、浪同
向且以 ６０°入射（与系泊线 ２同向）。 波浪计算采用不
规则波，有效波高５ ｍ，有效周期８．６９ ｓ，谱型采用 Ｊｏｎ-
ｓｗａｐ谱。 计算时风速采用 １１．４ ｍ／ｓ。 工况一如图 ６
所示，工况二如图 ７所示。

图 6　风、浪同向且以 0°入射示意图
经过计算分析，图 ８ 给出了工况一各系泊线的内

力沿时间变化的过程，图 ９ 给出了工况二各系泊线的
内力沿时间变化的过程。
工况一中锚链的内力随着纵荡漂移同步增减，系

泊线 ２和 ３共同承担 ０°方向的拉力，最大值为 １．３５ ×
１０６ Ｎ。 工况二中系泊线 ２ 独自承担了该方向的所有
拉力，最大内力为 １．８０ ×１０６ Ｎ。 工况二比工况一的内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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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风、浪同向且以 60°入射示意图

图 8　0°入射时各锚链内力历程

图 9　60°入射时各锚链力历程
力高出约 ３０％。 因此系泊方式对锚链内力有着较大
的影响，在设计系泊系统时需要考虑风、浪入射角度与

锚链分布的方式，避免出现最不利情况。

４　结　语

１）利用本文建立的时域耦合计算方法，可以计算

出浮式风机所受的气动力、水动力、锚链力，并根据求

解浮体运动方程，可以得到浮式风机的运动响应时程。

２）系泊点位置对于浮式风机的运动有着较大影

响。 改变上系泊点位置，通过计算不同上系泊点位置

对应的运动响应历程，同时将不同系泊点位置换算成

等效刚度，发现系泊点位置下降时，纵荡方向的锚链刚

度增大，此时纵荡方向运动响应减小。

３）系泊方式对于浮式风机的运动以及锚链自身

的内力都有着很大影响。 通过比较风、浪同向且以 ０°

入射和风、浪同向且以 ６０°入射两种工况下的锚链力

可以发现，６０°入射时是锚链受力的最不利情况，比 ０°

入射时系泊线的最大值拉力高出约 ３０％。 在设计系

泊系统时需要考虑风、浪入射角度与锚链分布的方式，

避免出现最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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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郑　海，杜伟安，李阳春，高　峰，阳　阳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清洁能源分公司，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尤其是海上风电的发展至关
重要。 海上风电有相对较好的风能蕴藏，不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离沿海的电力负荷中心更近，且
可开发的储量巨大。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虽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工作相对薄弱，但开发势头迅猛，已经进入了规模化、商业
化发展阶段，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关键词：海上风电；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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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ＺＨＥＮＧ Ｈａｉ， ＤＵ Ｗｅｉ＇ａｎ， ＬＩ Ｙａｎｇｃｈｕｎ， ＧＡＯ Ｆ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Ｈｕａｎｅ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ｆ ｍｕ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ｂｕｎｄａｎｔ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ｎｏ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ａ
ｂｒｏａ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ｂａｓｉｓ．
Key words：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海上风电有相对较好的风能蕴藏，不占用宝贵的
土地资源，不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离沿海的电力负荷中
心更近，且可开发的储量巨大，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近
年来，世界多国已经将海上风电作为未来能源发展的
重点并纳入到未来的开发计划，特别是英国、丹麦、德
国、荷兰等国，已经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海上风电，初步
形成了从设备制造和监测论证、项目工程咨询、施工建
设、运行维护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并不断发展成熟。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尚上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工作相对
薄弱，技术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１　全球海上风电现状
近年来海上风电增长势头良好，根据全球风能协

会统计数据，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０４６ ＭＷ发展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 ８１４ ＭＷ，其中 ２０１７ 年
新增装机容量为 ４ ３３１ ＭＷ， 具体分布为英国
１ ６８０ ＭＷ、德国 １ ２４７ ＭＷ，中国 １ １６１ ＭＷ 和芬兰
６０ ＭＷ。 近五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统计见
图 １。
从机组的单机容量来看，Ｖｅｓｔａｓ 研发了最大的海

上风电机组，其单机容量已经达到 ８．８ ＭＷ，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４月 ９日完成了首台机组安装；德国 Ｓｉｅｍｅｎｓ 公司
的 ＳＷＴ１５４型 ７ ＭＷ 风机也已进入量产阶段；Ａｄｗｅｎ
公司表示 ＡＤ －１８０ 型 ８ ＭＷ 机组传动链的初始测试
已完成。 海上风电机组大型化是今后海上风电发展的
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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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2017 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变化

２　我国海上风电现状

2．1　海上风电开发现状

２００９ 年，东海大桥海上示范风电场率先建成投
产。 ２０１３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３９ ＭＷ；２０１４ 年新增
装机 ２０ ＭＷ；２０１５ 年新增装机 ３６０ ＭＷ；２０１６ 年新增
装机 ５９０ ＭＷ；２０１７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１ １６０ ＭＷ；截
止 ２０１７年底，海上风电项目累计装机容量 ２ ７８８ ＭＷ。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增长详见
图 ２。

图 2　2013 －2017 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变化
２０１７年，中国海上风电取得增长迅猛，新增装机

共 ３１９ 台，同比增长 ９７％，累计装机达到 ２ ７９０ ＭＷ。
２０１７年共有 ８ 家制造企业有新增装机，其中，上海电
气新增装机容量最多，共安装 １４７台，容量为５８８ ＭＷ，
占比达到 ５０．５％。 各制造企业海上新增装机容量情
况详见表 １。

2．2　海上风电机组设备发展现状

在我国，随着海上风电场规划规模的不断扩大，国
内主要风电机组整机制造商积极投身于大功率海上风

电机组的研发工作。 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趋于大型化，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在完成吊装的海上风电机组中，单机

容量为 ４ ＭＷ 机组最多，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１ ５３０ ＭＷ，占海上总装机容量的 ５５％；５ ＭＷ 风电机
组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２００ ＭＷ，占海上总装机容量的
７％；６ ＭＷ风电机组吊装的仍是样机，尚未批量吊装。

表 1　2017年中国风电制造企业海上新增装机容量

整机厂商
额定功率

／ｋＷ 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

／ＭＷ
上海电气 ４ ０００ s１４７ ┅５８８ 鬃

金风科技

２ ５００ s７７ 摀１９２ *．５

３ ０００ s５ |１５ 亮
３ ３００ s１ |３ }．３

金风科技汇总 ８３ 摀２１０ *．８

远景能源 ４ ０００ s５０ 摀２００ 鬃
海装风电 ５ ０００ s２１ 摀１０５ 鬃
明阳风电 ３ ０００ s１０ 摀３０ 亮
联合动力 ３ ０００ s５ |１５ 亮
太原重工 ５ ０００ s２ |１０ 亮
东方电气 ５ ０００ s１ |５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海上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共
１１家，其中，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１５０ ＭＷ 以上有上海
电气、远景能源、金风科技、华锐风电，这 ４家企业海上
风电机组累计装机量占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８８％，
上海电气以 ５５％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2．3　海上风电配套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海上风电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性
的施工队伍，基础相对薄弱。 目前，从事海上风电施工
的主要为海洋开发建设领域的企业，业务领域涵盖跨
海大桥、港口设施与海洋石油开采工程，具体为中交系
统下的各单位、大桥局、中海油等国有大型施工单位，
龙源振华、华电重工、中石化胜利油建、中铁大桥局等
单位参与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３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前景展望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已经进入了规模化、商业

化发展阶段。 根据全国普查成果，５ ～２５ ｍ水深、５０ ｍ
高度海上风电开发潜力约 ２ 亿 ｋＷ；５ ～５０ ｍ 水深、
７０ ｍ高度海上风电开发潜力约 ５亿 ｋＷ。

根据各省海上风电规划，全国海上风电规划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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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８亿 ｋＷ，重点布局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等。 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海上风电建成规模约
５００万 ｋＷ，在建风电约 １ ０００万 ｋＷ，２０３０年建成容量
５ ０００ ～８ ０００万 ｋＷ，行业开发前景广阔。

其中，广东、福建、江苏省政府积极推进海上风电
项目建设。 这意味着，海上风电迎来重大利好。 与此
同时，部分商业“嗅觉”灵敏的实力央企、民企也把目
光瞄准了海上风电这一“蓝海市场”，纷纷加快布局，
积极深耕海上风电市场，投身海上风电建设。

参考文献：

［１］倪云林， 辛华龙， 刘勇．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与技术现状

分析［Ｊ］．能源工程， ２００９（４）： ２１ －２５

［２］闵兵， 王梦川， 傅小荣， 等．海上风电是风电产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全球及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与趋势［ Ｊ］．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６， ２４（４）： ２９ －３６

［３］王召磊， 陈久松， 费向军， 等．海上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现

状及趋势研究［Ｊ］．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２０１３（３５）

（上接第 ４７页）
逻辑说明：
１）主变大差动保护未被闭锁时，Ｐ１４１ 定值组 １ 起

作用，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投信号；
２）当保护装置收到拖动刀闸在合的命令输入后

（此时主变大差动保护处于闭锁状态），自动切换至定
值组 ２工作，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投跳闸。
因机组背靠背启动次数较少，主变低压侧接地保

护投跳闸时间较短，可大大减少主变低压侧接地保护
误动概率。

４　主变压器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故障
处理

　　１）更换 １号主变低压侧 Ｂ 相 ＰＴ 熔断器，测试新

熔断器电阻满足要求；
２）因该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电压

为自产零序电压，因此采用零序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
（３．２条），完善主变低压侧单相接地保护 ＰＴ断线闭锁
功能。

５　结　语
因抽水蓄能电站一次接线复杂，运行工况繁多且

转换频繁，这就需要保护专业人员对保护配置、动作逻
辑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不同故障，和异常情况
配置不同的保护，同时完善 ＣＴ、ＰＴ 断线闭锁功能，防
止继电保护拒动、误动，确保电网、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１］王维俭．电气主设备继电保护原理与应用［Ｍ］．北京： 中
国电力出版社， １９９６

（上接第 ６６页）
个认知里，班组是一辆绿皮火车，车厢越多，车速越慢。
而在隔河岩电厂连续 ７ 年实现双零目标的背后，自动
班已经分明是一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车厢越
多，意味着动力单元越多，注定会创造新的速度，在自
动班的班组建设实践中，每个班组成员都在分享这个
班组给予的机会，同时也在给这个班组创造动力。
分工产生效能，协作产生繁荣，自动班 ４大工作面

的分工更高效率地达成了技术改造和机组检修的特定

目的，而班组成员在分工协作下的 Ａ、Ｂ 岗模式，更是
激发了大家多干事，干具体事的热情，促进班组成员迅
速具备各专业面的管理素质和技术能力，并得到班组
其它成员的支持和认可，班长在协助班组成员在站位、
信息、姿态上和班组资源建立良性协作关系的同时，让

班组和个人价值形成双向依赖，最终提升班组各个工
作面的配合度，增强各个作业环节的协作度，更好服务
于水电安全生产。
参考文献：
［１］王小君．清江隔河岩水电厂管理与创新的实践［ Ｊ］．水电
与新能源， ２０１２（５）： １ －３

［２］张巍， 张长伟．基于资产全寿命周期的水轮发电机组改造

实践［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７（６）： １ －２， ３６

［３］冯攀．水利水电发电厂生产运行管理现状及改造措施［ Ｊ］．
低碳世界， ２０１７（９）： １１１ －１１２

［４］陈亮．电厂电气二次设备及自动化改造初探［ Ｊ］．科技创
新与应用， ２０１８（２）： ５０ －５１

［５］陈海波．电厂如何做好精细化安全管理研究［Ｊ］．科技风，

２０１８（２）： １６９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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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 日在武昌丰颐大酒店召开。 出席会议
的会员代表共计 ３４０ 余人。
来自全省从事水电设计、施工、管理、运行、科研、

教育的 １０１个会员单位的代表济济一堂。 湖北省科协
主席郭生练、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陈东平、
湖北省科协党组成员、省科协副主席刘松林、湖北省民
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处长杨勇、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
谈广鸣等莅临大会指导，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指导
性讲话。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郭
际康教授、湖北工业大学校长刘德富、长江科学院副院
长汪在芹、华中科技大学水电学院院长周建中、中国葛
洲坝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邓银启、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杰林、湖北清江水电开发公
司副总经理袁兵、汉江水利水电集团副总经理曾凡师、
长江电力公司三峡电厂副总经理、厂长王宏、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总工王小毛、长江水利委员会
副总工王新友、湖北能源集团安全总监张志猛、三峡大
学主任周宜红、武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副校长常晓
林、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院长黄介生等（以上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还特邀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原副主任傅秀堂等

２０名特邀代表。 广西水电学会派员来向大会祝贺并
指导、周宜红副理事长宣读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兄
弟学会向大会发来的贺信、贺电。
大会由刘德富、汪在芹两位副理事长分别主持，周

建中副理长宣读了“关于表彰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优
秀学会工作者的决定”。
大会接着由常晓林理事长代表第七届理事会作工

作报告；袁兵副理事长作学会财务报告和学会收费办

法修改的说明；何金平副秘书长作关于枟湖北省水力
发电工程学会章程枠修改的说明；王新友副理事长宣
读枟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监事会条例枠；学会秘书
处机关党支部负责人王绍良教授汇报了学会开展党建

工作情况。 在曾凡师副理长宣读第八届理事会选举办
法之后，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总监标人、唱票
人、计票人名单，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出第八届理事
会理事、常务理事和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接下来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

决，选举出学会第八届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
长。 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枟湖北省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章程枠和枟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会费收取办法枠之后，李建林副理事长宣读了学会第
八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枟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枠的决议和枟学会第八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关于
第七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枠的决议。 总监票人宣布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选举
结果。 宣布枟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章程枠和枟湖北
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会费收取办法枠投票结果。
关杰林副理事长宣读了聘任王军等 １６ 人为副秘

书长的决定，及学会秘书处机构设置。
最后，常晓林理事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讲话，

表示学会今后要继续抓好学会学术活动，办出自己特
色。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杨勇处长讲话，希望学
会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大会在热烈地掌声中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会期仅半
天，圆满完成了拟定的 ２３ 项议程，创历次会员（换届）
大会高效之先例。
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得隆重、节俭、紧凑、高效，

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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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新增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

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枟关于２０１８年度风电建设管
理有关要求的通知枠 （下称枟通知枠）提出，尚未印发
２０１８年度风电建设方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集
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未确定投资主体的海上风电项目

应全部通过竞争方式配置和确定上网电价。
枟通知枠要求，预警为红色和橙色的地区应严格执

行枟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２０１８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
结果的通知枠（国能发新能〔２０１８〕２３ 号）的有关要求，
同时不得在“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的过程中调增规
划规模。 预警为绿色的地区如需调整规划目标，可在
落实风电项目配套电网建设并保障消纳的前提下，结
合“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向国家能源局申请规划调
整后组织实施。

枟通知枠明确，新列入年度建设方案的风电项目，
必须以电网企业承诺投资建设电力送出工程并确保达

到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或弃风率不超过 ５％，
以下同）为前提条件，在项目所在地市（县）级区域内
具备就地消纳条件的优先纳入年度建设方案。 通过跨
省跨区输电通道外送消纳的风电基地项目，应在送受
端省级政府间送受电协议及电网企业中长期购电合同

中落实项目输电及消纳方案并约定价格调整机制，原
则上受端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企业应出具接纳通
道输送风电容量和电量的承诺。
在推行竞争方式配置风电项目方面，已印发 ２０１８

年度风电建设方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已经确定
投资主体的海上风电项目 ２０１８年可继续推进原方案。
从 ２０１９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核准的集中
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海上风电项目应全部通过竞争方式

配置和确定上网电价。
枟通知枠还提出，支持风能资源丰富地区结合当地

大型工业企业和产业园区用电需求建设风电项目，在
国家相关政策支持下力争实现不需要补贴发展。 鼓励
在具备较强电力需求的地级市区域，选择年发电利用
小时数可达到３ ０００ ｈ左右的风能资源场址，在省级电

网企业确保全额就近消纳的前提下，采取招标方式选
择投资开发企业并确定上网电价，特别要鼓励不需要
国家补贴的平价上网项目。

（来源，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５）

●光伏发电到底是坑还是利国利民的好项目？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国民环保意

识的逐渐提高，太阳能光伏发电以时尚、低碳、绿色的
生活方式已悄然走进人们的生活中。 分布式光伏就是
将小型的光伏发电设备安装在屋顶上（也可安装于院
落内），发的电以自用为主，富裕电量传输上网，也就
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不同于集中式光伏发电必
须在太阳能资源相对稳定的大面积荒漠地区建设大型

光伏电站，发的电接入高压电网远距离输送的形式，分
布式屋顶光伏发电具有投资小、装配灵活、就近低压并
网且电量消纳快的优势。 而相对于其他类型分布式光
伏，其主要安装与建筑物的屋顶，并不占用土地，非技
术成本较低，这为平价上网打下了较为关键的基础。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农村已经火的一塌糊涂，农村

自建房有独立的屋顶产权，安装电站程序较为便捷，户
主则以卖电为主，定期领取收益，补贴家用，日积月累、
积少成多，天天太阳帮着赚钱，一年下来会有不小的一
笔收入。 且安装电站利用闲置的屋顶资源，并不会占
用他们的其他空间！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绿色可再生能源，自发展以来

就一直备受国家的宠爱，并一度赶超先于我国发展的
其他欧美国家，成为全球装机量最大的光伏市场，并且
还在快速增长中。 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项目，国家
更采 取 了 大 规 模 的 补 贴 政 策， 其 中 就 包 括
０．３７元／ｋＷ· ｈ的国家补贴，维持 ２０ 年不变，再加上
各地区补贴 （如湖南省 ０．２ 元／ｋＷ · ｈ，长沙市
０．１元／ｋＷ· ｈ）。 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补贴能有效的促
进光伏发电在民间的推广。
国家能源局已经设立相关的专项资金来支持光伏

发电，钱是由国家能源局直接拨款到各地的电力局，由
电力局统一发放。 所以补贴资金是有绝对保障的，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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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国家不会欠人民的钱嘛。 关于怎么到用户手中的，
自电站并网之日起，电网公司便与用户签订了购售电
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补贴资金是由电网公司直接
打到业主登记的银行卡上，这让光伏补贴的领取简单
快捷，业主省心省力。
光伏收入与安装的电站容量成正比，电站越大，发

电量就越多，收入自然就越高。 而且收入是定时进账，
虽然几百块的不会很多，但是在农村乡下地区已经能
维持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基本支出了，这就相当于给家
里多买了一份保障，这也是光伏发电在农村地区更容
易流行推广开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常运维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太阳能光伏组件避免

植物、泥浆、鸟粪、沙尘等遮挡，以免形成热斑，影响发
电收益，所以需要定期检查清洗。

（来源，光伏群，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生物质向化石能源“下战书”

有这么一种物质，它随处可见又唾手可得；它披着
垃圾的外衣，却是无价之宝；每年人们为解决它们的存
放和处理问题耗费巨资，但实际上它又能创造出巨大
的财富。 有这么一种原料，看似百无一用又屡见不鲜，
但它却能从根基上触动石油化工这项人类生活的基

石。 有这么一种能源，它既环保又低碳，它像“开挂”
一般充满了无限可能。 常有人说，２１ 世纪是生物的世
纪。 没错，生物质能正在起步加速。 化石能源，准备好
接受挑战了吗？
燃料乙醇具有极大的环保优势，具有较高的辛烷

值。 如果用于调和汽油，则可以提升汽油的辛烷值，同
时降低其烯烃、芳烃等污染组分的浓度。 岳国君介绍，
炼厂通常使用 ＭＴＢＥ（甲基叔丁基醚）作为汽油辛烷值
的调节剂，但醚类产品无法被人类代谢，有损健康。 且
ＭＴＢＥ本身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生产 １ ｔ ＭＴＢＥ 的
ＣＯ２ 排放当量是生产 １ ｔ 重整汽油的 １．７７ 倍，无法满
足低碳社会的发展预期。 而燃料乙醇则是目前替代
ＭＴＢＥ最好的含氧化合物，也是汽油辛烷值短缺问题
的唯一解决方案。
岳国君介绍，２０１４ 年我国汽油表观消费量已达 １

亿 ｔ。 考虑到天然气、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
加因素，未来几年，汽油消费量增速放缓。 按年递增
７％计算，２０２０年将消费 １．５亿 ｔ汽油。 这些汽油如果
按照 １０％的比例添加燃料乙醇，需要燃料乙醇 １ ５００
万 ｔ，产值约１ ５００亿元，并减少进口原油 ２ ４００亿 ｔ，降
低石油对外依存度最高可达 ５７．８％。
数据显示，我国秸秆理论年产量高达 ９ 亿 ｔ，农产

品加工副产物约 ５．８ 亿 ｔ，林业“三剩物”月 １．１ 亿 ｔ，
畜禽粪便产生量约 ３０多亿 ｔ。 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
业研究所蒋建春院士介绍，１ ｔ 秸秆的价值相当于
０．５ ｔ标煤，如果把 ５０％的秸秆作为燃料利用，等同于
年产 ４ ０００万 ｔ原油和 ３３亿 ｍ３ 天然气。
除了陈粮和农林废物外，还有一种非常值得关注

的生物资源，即微生物。 微生物利用最大的亮点是可
以通过基因操纵来使其最大限度的为我所用。 清华大
学教授陈国强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发展新一代生物制
造技术，使生物基材料能与石油基材料在成本上竞争。
所谓的“新一代生物制造技术”又是如何操作的

呢？ 陈国强表示，以微生物为反应物的生物制造过程，
可以通过操纵微生物的基因来解决生物制造过程的缺

点。 如转化率低的问题，可以通过给细菌配置血红蛋
白细胞提高氧气的利用力，从而降低能耗，提高转化
率。 再如生物制造过程往往耗费大量淡水，对此可以
通过筛选出一种嗜盐细菌，从而可使用海水替代淡水
进行反应。 又如反应过程慢，一般需要数天或数周时
间，可通过基因操作，改变细菌分裂方式，而加速反应
进程。
总之，微生物就像一块橡皮泥，需要它怎样，就可

以考虑将其塑造成哪样。 目前，ＰＨＡ 制造技术已成功
中试，其产业链涵盖环保塑料、可降解农膜、纺织品、饲
料添加剂、３Ｄ打印材料、医学植入材料等，很多领域都
与石化行业相交叠。
山东理工大学教授易维明则提出，开发生物质能

源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实现生物质
脱氧。 据介绍，传统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等主要是碳、
氢组成；而生物质主要是碳、氢、氧组成。 易维明表示，
开发生物质能源的科学问题就是找到取出其中氧元素

的路径和方法。 而生物质在脱氧过程中，往往是其中
的氢和氧首先结合，造成本来就少的氢元素更加稀缺。
这是一个技术制约难题。
蒋建春表示，生物质的前景在高附加值的产品，而

不是仅作为燃烧的能源。 “生物质与其他可再生能源
不能在发电上比高低。”蒋建春谈到，生物质的价值在
于发展不可或缺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就能源论能源。
从化工的角度考虑，生物基平台化合物炼制、低成本生
物及精细化学品制造、复合材料制造等材料化关键技
术，都是实现产品高值化的重要途径。 而从燃料角度
来看，高品质生物燃料、纤维类生物质航空煤油等都具
有发展前景。

（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工，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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