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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７ －２０
作者简介：陈思翌，男，高级工程师，从事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方面的工作。

对伍家河流域下段水力发电规划修编的认识

陈思翌
１，黄志强１，林　彬２

（１．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２．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摘要：根据伍家河流域下段水力发电规划与已开发情况，针对梯级的工程地质条件、水能指标、水工布置、施工条件及工

程运行管理等重新拟定了该河段几种不同的梯级开发方案，并从技术、经济、政策及开发企业、政府和规划设计单位的角

度浅析了开发规划修编的认识。

关键词：伍家河；水力发电规划；开发方案；认识体会

中图分类号：ＴＭ６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４

On the Revision of th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the Lower Reach of Wujiahe River Basin

ＣＨＥＮ Ｓｉｙｉ１ ，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 ＬＩＮ Ｂｉ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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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家河系清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湖北省鹤峰
县邬阳乡鹰咀岩，除源头和尾端外，主要河段均处于湖
北省建始县境内；全长 ４７．２ ｋｍ，源头高程 １ ９３９．０ ｍ，
河口高程 ２５４．７ ｍ，总落差 １ ６８４．３ ｍ，流域面积
２４９．６ ｋｍ２ ，其中，４００ｍ高程以上流域面积 ２１７．５ ｋｍ２ ，
４００ ｍ高程以下属清江水布垭水库淹没区。

流域内山高坡陡，支流众多，属典型的山区岩溶地
貌；河流两岸山高坡陡，河道多为“Ｖ”型或“Ｕ”型深切
峡谷，陡壁完整。 流域内自然植被覆盖较好，水土流失
轻微，河流含沙量低。 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
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 ５７９．２ ｍｍ。
流域水量丰沛，河流落差大，水能理论蕴藏量为

６０ ＭＷ；已建 ８ 座水电站，合计装机 １４．４ ＭＷ，均为引

水式电站。 伍家河三级电站以下为伍家河流域下段。
上世纪 ８０年代，建始县规划在伍家河流域下段建

设伍家河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共 ４个引水式电站，后

实际建成了伍家河六级、七级 ２ 个水电站。 ２００５ 年，

建始县调整了梯级开发方案，将四、五、六级 ３ 个梯级

合并为座家岩水库电站；２０１２ 年，座家岩水库电站可

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了湖北省水利厅主持的技术审

查会。

伍家河三级电站及以下河段的梯级开发和经营权

于 ２０１３年出售给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为了

优化水能开发方案，对伍家河流域下段水力发电规划

进行了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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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开发方案拟定与选择

1．1　修编前的梯级开发规划
１．１．１　流域已建电站

伍家河流域内先后修建了 ８ 座水电站，合计装机
１４．４ ＭＷ。

１）水井岩电站。 位于干流源头伏流末端，低坝直
接引用伏流出水，设计引用流量 １．５２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４７ ｍ，装机 １ ×５００ ｋＷ，厂址高程 １ ４３２．０ ｍ，设计年均
电量 １５０万 ｋＷ· ｈ。 ２００５年投产。

２）东升电站。 接水井岩电站尾水及支流泉水，设
计引用流量 ０．６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１８４ ｍ，装机 １ ×５００ ＋
１ ×２５０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３１０ 万 ｋＷ· ｈ。 厂址位
于龚家河下游，厂址高程 １ ２４２．０ ｍ。 １９８１年投产。

３）伍家河一级电站。 低坝拦水，厂址位于雷家河
中游，厂址高程 ８８５．０ ｍ，设计引用流量 ０．７ ｍ３ ／ｓ，设
计水头 ５２ ｍ，装机 ２ ×１２５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１２０
万 ｋＷ· ｈ。 １９７８年投产。

４）伍家河二级电站。 接伍家河一级尾水，低坝拦
截区间来水，厂址位于支流雷家河下游端，厂址高程
８１０．０ ｍ，设计引用流量 １．６０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７３ ｍ，装
机 ２ ×４００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４２０ 万 ｋＷ· ｈ。 １９８８
年投产。

５）竹园电站。 站址位于支流竹园河，厂址位于伍
家河，厂址高程 ７１２．５０ ｍ，引用支流泉水及地表水，设
计引用流量 ０．６４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６７５ ｍ，装机 ２ ×
１ ６００ ｋＷ，年平均发电量 １ ０００ 万 ｋＷ· ｈ。 ２００２ 年
投产。

６）伍家河三级电站。 引用伍家河二级尾水及区
间来水，设计引用流量 ３．９７ ｍ３ ／ｓ，引水至毛家台修建
前池，压力管道至竹园电站厂区内另建发电厂房，利用
落差 ９５．０ ｍ，装机 ２ ×１ ２５０ ｋＷ，年发电量 １ １２５．５
万 ｋＷ· ｈ。

７）伍家河六级电站。 厂址位于伍家河下游，厂址
高程 ５２８ ｍ，设计引用流量 ４．２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７３ ｍ，
装机 ２ ×１ ０００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１ ０００ 万 ｋＷ· ｈ。
１９８１年投产。

８）伍家河七级电站。 厂址位于伍家河下游，厂址
高程 ４１１．０ ｍ，底拦栅坝接六级尾水和区间来水，设计
引用流量 ５．７１ ｍ３ ／ｓ，设计水头 １１０ ｍ，装机 ２ ×
２ ２００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２ １００ 万 ｋＷ· ｈ。 １９９３ 年
投产。
１．１．２　流域下段水力发电规划

１）新建座家岩水库电站（四、五、六级合成一级）。

坝址河床高程 ６２５．０ ｍ，坝高 ９４．０ ｍ，坝顶高程
７１２．０ ｍ，总库容 ５ １１６．２万 ｍ３ ，最高水位 ７１１．２ ｍ，与
伍家河三级及竹园电站尾水衔接。 右岸有压引水隧洞
长 ３ ４１０．０ ｍ，至伍家河六级站对面修建调压竖井，压
力管道跨河至右岸六级旧厂房前兴建座家岩电站厂

房，厂址高程 ５２８．０ ｍ，利用落差 １８５．０ ｍ，引用流量
１２ ｍ３ ／ｓ。

伍家河六级电站保留一台 ５００ ｋＷ 机组，设计引
用流量 ０．９８ ｍ３ ／ｓ，利用原有水头 ７３ ｍ。
电站装机总规模 １６ ５００ ｋＷ，年发电量 ５ １３５．８

万 ｋＷ· ｈ。
２）扩建伍家河七级电站。 伍家河七级电站现站

址高程４１１．０ ｍ，装机４ ４００ ｋＷ，利用水头１１０ ｍ，可引
用流量 ５．７１ ｍ３ ／ｓ。 改造现有的 ４８３０ｍ 的渠系，使过
流能力达到 １３ ｍ３ ／ｓ。 扩充机组厂址选定在现厂房下
游 ３００ ｍ 的右岸，设计为半地下式厂房，站址高程
４００．０ ｍ。 利用水头 １２１．０ ｍ，装机 ６ ５００ ｋＷ。 发电运
行时优先运行扩充机组，以获得最大电能。
扩建后电站装机总规模 １０ ９００ ｋＷ，年发电量

３ ８５６．４万 ｋＷ· ｈ。
1．2　修编后的开发方案拟定

经过多次现场查勘和反复研究，在伍家河流域下
段筛选出：①四级开发（新建两站扩建两站）；②两级
开发（新建一站扩建一站）；③三级开发（新建两站扩
建一站）等三个方案。

１）方案一（推荐）。 四级开发，新建四级站（前池
正常水位 ７０５ ｍ／尾水位 ６７０ ｍ） ＋新建座家岩水库电
站（五级站）（正常蓄水位 ６７０ ｍ／尾水位 ６０６ ｍ） ＋扩
建六级站（前池正常水位 ６０３．５ ｍ／尾水位 ５２９．８ ｍ）
＋扩建七级站（前池正常水位 ５２６ ｍ／尾水位 ３９５ ｍ）。
四级站为引水式电站。 坝址位于竹园电站尾水出

口下游 ２０ ｍ 处，河床高程 ７０３．５ ｍ，坝顶高程
７０８．５ ｍ，正常蓄水位 ７０８ ｍ，前池正常水位 ７０５ ｍ。 厂
址位于官店大桥上游 ５０ ｍ 处的左岸，尾水位约
６７０ ｍ。

座家岩水库坝址位于伍家河大桥上游 １ ４７０ ｍ
处，采用坝后式厂房。 坝址河床高程为 ６１０ ｍ，水库正
常蓄水位为 ６７０ ｍ，相应库容 １ ７３３．８万 ｍ３，坝顶高程
６７３．５３ ｍ，总库容 １ ９７５．５ 万 ｍ３ 。 厂房位于坝轴线下
游 １００ ｍ处右岸，尾水位约 ６０６ ｍ。
扩建六级引水式电站。 加固原底栏栅坝，新建支

流瞿家河底栏栅坝，加宽原有引水渠，扩建压力前池，
更换压力管道、机组，扩建厂房。 底栏栅坝正常蓄水位
６０５．５ ｍ，前池正常水位为 ６０３．５ ｍ，尾水位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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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８ ｍ。
扩建七级引水式电站。 加固原底栏栅坝，加宽原

有引水渠，扩建压力前池，更换压力管道、机组，扩建厂
房。 底栏栅坝正常蓄水位 ５２９．３ ｍ，前池正常水位为
５２６ ｍ，尾水位约 ３９５ ｍ。

２）方案二（比选）。 ２０１２ 年座家岩水库电站可行
性研究报告推荐方案，即将四、五、六三个梯级合并为
座家岩水库电站，新建座家岩水库电站（正常蓄水位
７０９ ｍ／尾水位 ５２８．５ ｍ） ＋扩建七级站（前池正常水位
５２６ ｍ／尾水位 ３９５ ｍ）。

３）方案三（比选）。 三级开发，即将五、六两个梯
级合并为座家岩水库电站（五级站），新建四级站（前
池正常水位 ７０５ ｍ／尾水位 ６７０ ｍ） ＋新建座家岩水库
电站（五级站）（正常蓄水位 ６７０ ｍ／尾水位 ５２８．５ ｍ）
＋扩建七级站（前池正常水位 ５２６ ｍ／尾水位 ３９５ ｍ）。
1．3　开发方案选择
１．３．１　座家岩水库正常蓄水位方案的拟定和比选

伍家河流域已开发电站均为引水式电站，缺少水
库调节。 兴建水库可调节径流，增加发电水量利用率，
增加年发电量，还可以提高电能质量。 在伍家河流域
具备成库条件的坝址为座家岩，其正常蓄水位的选择
分为大尺度和小尺度。

座家岩水库最高水位以不淹没伍家河三级及竹园

电站尾水为原则，竹园电站尾水位为 ７１１．２ ｍ，则座家
岩水库校核洪水位不超过 ７１１．２ ｍ，以此为依据推算
正常蓄水位为 ７０９ ｍ。
将正常蓄水位降低，到 ６７０ ｍ附近为水库移民安

置补偿费突变位置。
因此，从大尺度看，座家岩水库正常蓄水位有

６７０ ｍ和 ７０９ ｍ ２种方案，这两种水库正常蓄水位方案
形成了两种区别较大的梯级开发方案，即前述方案一
和方案二。
从小尺度看，方案一和方案三中座家岩水库正常

蓄水位在 ６７０ ｍ附近以 ２ ～３ ｍ 变动可形成不同的比
选方案，方案二中座家岩水库正常蓄水位在 ７０９ ｍ附
近以 ２ ～３ ｍ变动可形成不同的比选方案。
对于方案二，座家岩水库正常蓄水位按 ７０５、７０９、

７１２ ｍ ３ 种方案进行水能经济比选，最终推荐 ７０９ ｍ。
对于方案一和方案三，座家岩水库正常蓄水位按

６６８、６７０、６７２ ｍ ３种方案进行水能经济比选，最终推荐
６７０ ｍ。
１．３．２　水能计算及投资效益比较

伍家河下段三个开发方案的水能计算成果及投资

效益比较见表 １。

表 1　梯级开发方案投资效益比较表

项目 方案一四级开发 方案二两级开发 方案三三级开发

装机容量合计／ｋＷ ３２ ６００ 挝４１ 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X
梯级电量合计／万 ｋＷ· ｈ ９ ５４６ 妸．０ １２ ０７１ 骀．２ ９ ８５７  ．４

梯级保证出力合计／ｋＷ ４ ６１３ 父８ ８４５ �４ ８９７ B

投资效

益指标

工程静态总投资／万元 ２５ ０３２ 妸．１９ ４７ ９７８ 舷．２１ ２８ ５９３  ．９４

单位千瓦投资／（元／ｋＷ） ７ ６７９ 父１１ ７０２  ８ ６６５ B
单位电度投资／（元／ｋＷ· ｈ） ２ !．６２ ３ f．９７ ２ ǐ．９０

增量投

资效益

指标

现有装机／ｋＷ ６ ４００ 父６ ４００ �６ ４００ B
近 ５年平均发电量／万 ｋＷ· ｈ ２ ７０９ 父２ ７０９ �２ ７０９ B
无投资时预测发电量／万 ｋＷ· ｈ ２ ４３８ 妸．１ ２ ４３８ 舷．１ ２ ４３８  ．１

新增投资／万元 ２５ ０３２ 妸．１９ ４７ ９７８ 舷．２１ ２８ ５９３  ．９４

新增装机／ｋＷ ２６ ２００ 挝３４ ６００  ２６ ６００ X
新增电量／万 ｋＷ· ｈ ７ １０７ 妸．９ ９ ６３３ 舷．１ ７ ４１９  ．３

单位千瓦投资／（元／ｋＷ） ９ ５５４ 父１３ ８６７  １０ ７５０ X
单位电度投资／（元／ｋＷ· ｈ） ３ !．５２ ４ f．９８ ３ ǐ．８５

　　从装机容量、发电量和保证出力的数值看，方案二
最高且明显高于其它两个方案，方案一和方案三较为
接近。

但是，从单位电度投资这一根本投资效益指标看，
方案一为 ３．５２ 元／ｋＷ · ｈ （不考虑存量为 ２．６２
元／ｋＷ· ｈ），方案二为 ４．９８元／ｋＷ· ｈ（不考虑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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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７元／ｋＷ· ｈ），方案三为 ３．８５ 元／ｋＷ· ｈ（不考虑
存量为 ２．９０ 元／ｋＷ· ｈ），方案一最优，且具有较好的
投资开发价值。
由于方案二与方案一、三在经济指标上无可比性，

故只需对方案一、三进行重点比选。
１．３．３　方案一和方案三综合比选

方案三相较于方案一不同之处在于在伍家河右岸

新建 ３ ０６５ ｍ长的引水隧洞引到原六级站对面新建五
级站厂房，并保留原六级站及引水渠。

１）从地形地质方面看，方案一座家岩水库电站各
建筑物不存在地质缺陷，六级站底栏栅坝主要问题是
防渗问题，其他建筑物是对原有建筑物改、扩建，不存
在地质问题。
方案三座家岩水库电站需新建 ３ ０６５ ｍ长的引水

隧洞，穿过复杂地层，岩溶较发育，存在不可预见性；新
建调压井，经过多次现场勘查，发现可以修建调压井的
地形较陡，需建高约 １００ ｍ 的竖井，不方便维修和管
理。 新建厂址及压力管边坡为陡坡地形，开挖量较大。
方案三在地质方面具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长隧洞
和调压井地质条件存在不确定因素。
可见，从地形地质方面考虑，方案一明显优于方

案三。
２）从工程布置来看，方案一布置开阔，公路已经

形成，五、六级连接较为方便；方案三需新修至调压井
公路，工程布置较为紧凑。

３）从施工条件看，方案一场面大，易于布置；方案
三较紧凑，隧洞需开挖支洞，施工布置易产生矛盾。

４）从运行来看，方案一逊于方案三，需增加一个
电站的运行人员和费用，估算每年增加运行费用约 ６５
万元。
综合考虑地形地质、投资和运行费用以及工程布

置、施工条件等因素，推荐方案一。

２　几点认识
笔者参与了伍家河流域座家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和伍家河流域下段水能开发规划修编整个过

程，就其水力发电规划有关问题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以
资探讨。

１）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对伍家河流域下段水能
开发方案进行优化调整是合理和必要的。
水库淹没损失是确定水库正常蓄水位的重要因

素，淹没过多的耕地、房屋、厂矿、工程设施，造成大量
人口和厂矿等的迁移，导致移民安置容量和生态环境
恶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６７０ ｍ 附近为伍家河流域

座家岩水库移民安置补偿费突变位置，据此形成两种
水库正常蓄水位方案，并形成了两种区别较大的梯级
开发方案。
河段水能开发方案应根据水力发电在治理开发任

务中的主次地位，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
求、水能资源分布特点、综合利用要求、地形地质条件、
水库淹没影响、动能经济指标和环境影响等因素进行
方案比选，提出推荐方案［１］ 。 伍家河流域的主要资源
为水能资源，流域开发的主要任务是水力发电；水能资
源的开发将为当地带来大量清洁能源，并极大地改善
当地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域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
为了充分利用水能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征地
移民和淹没损失、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流域水能
开发的经济性，重新修编伍家河流域下段水能开发规
划，提出更易于实施、更合理的水能开发方案十分
必要。

２）从政策角度看，水力发电规划的政策性较强，
其实质是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新发展理
念逐步树立的反映。
伍家河流域内已建的 ８ 座水电站均为引水式电

站，主要是受当时资金及技术经济水平的制约，并且对
环境影响考虑较少。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顺应时代要求，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小水电建设步入规范化进
程，水能开发高度重视移民环保生态安全问题。 在此
背景下，我国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严格控制中
小水电［２］ ，湖北省在“十三五”期间原则上不审批新建
引水式电站规划。
因此，在当前进行河流水能资源开发时，要特别重

视移民环保生态安全问题，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
３）从水电开发企业角度看，水电开发方案不求规

模最大，力求投资效益指标较好、移民较少、工期较短、
规模适中、易于实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

善，河流水能资源开发的投资主体从主要由国家投资
转向主要由企业投资，尤其是对于中小水电站的投资。
水电开发企业作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

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只有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开展经营［３］ ，特别重视水电开发方案的
经济性和可实施性，才能真正成为有活力、有较强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第 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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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合水镇为案例，针对传统防洪工程存在不足指出了生态水利建设的必要性；并结合本区环境提出生态防洪工程
设计方案，即生态护坡、自然河道恢复、强化流域环境管理、更新堤防设施和实施流域生态防洪功能区划。 从而统筹工程
设计与景观生态设计，构筑完整而健康的流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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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ｎ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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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生态防洪是生态水利对防洪工程建设的新导向。
是指采用生态措施和生态平衡性原则实施水土保持、
堤岸稳固、拦蓄洪水，其从源头上涵养水源、保蓄水土，
降低洪涝风险［１ －７］ 。 洪涝发生的本质是地表产水量超
过地表覆被物质的承载范围，导致大规模水流倾泻并
造成社会经济和环境破坏的自然水文过程。 生态防洪
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尽量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
性、结构性，即遵循生态立体、多尺度、异质性原则对流
域范围生态要素进行合理规划设计，以增强植被覆盖
度的措施强化地表固结能力和蓄水能力，消弱地表径
流动能，将水资源以土壤水、地下水、植株拦蓄的形式
存贮；其二，采取科学、环保的工程设计拦蓄地表产水，

将其动力势能和影响范围控制在可接受区间之内。 生
态防洪工程要求其在工程设计时对环境的破坏控制在

最小，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兼顾景观多样性及其之间
的关系［８ －９］ 。

１　合水镇概况与防洪治河存在的问题

1．1　合水镇环境背景
该防洪工程位于贵州省印江县合水镇长滩河上，

属印江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１９６ ｋｍ２ ，河长 ２７．５ ｋｍ，总
落差 ６５０ ｍ，平均比降 ２６‰。 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
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１６．８℃，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０９５ ｍｍ，
蒸发量 ６９０ ｍｍ，雨热丰富且同期，冬季低温少雨、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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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湿热。 由于地势较高，常有冻雨发生。 降水集中
于 ４ ～９月，洪涝隐患较高。 区域地势东高西低，海拔
介于 ３７ ～７９４ ｍ，高程差异大，山地、高原、河谷、山间、
丘陵相间分布，发育形成侵蚀地貌和岩溶地貌。 大地
构造单元为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复杂构造变形区，
地震基本烈度为 ＶＩ度，区域地质稳定性好。 地层岩性
以碳酸盐岩和碎屑岩相间分布，地下水类型为碳酸盐
岩裂隙溶洞水、碎屑岩基岩裂隙水和第四系孔隙水，腐
蚀性微弱。

1．2　合水镇防洪工程存在的问题
长滩河干流流经山地、盆地、丘陵等多种地形，河

道形态多样、河床结构复杂、比降大，河道宽窄不一、深
浅各异、流速不稳定。 过去防洪堤岸建设多采取‘围
堵’方式，工程设施饱受洪水冲击，易毁坏、重修频率
高。 工程修建多沿着山体与河道相对位置的外侧，淤
沙较多、基岸不稳；河道内侧自然山体侵蚀强烈、冲刷
严重。
该河河道蜿蜒、不规则性强，对各地段侵蚀强度不

一，浅滩、深潭呈无序分布，在以往河岸建设中部分深
潭被填洼、浅滩被清除，导致河道整体蓄水功能下降。
同时沿河山体开挖采石，破坏流域植被生长以及水生
生物生存环境。 长滩河周边地势相对平缓，多为耕地
分布区，近年来农药、化肥大量投入使用，在土壤水分
运移的作用下流入河道，造成水污染。
自团龙至合水镇之间防洪堤坝修建年代久远，材

质多为土石结构，局部河堤破损严重，时有渗水、管涌
发生，在强降雨的时候容易诱发岸堤垮塌。 为了便于
农业生产灌溉，诸多引水渠道无序穿过堤坝，这为洪灾

发生埋下隐患。
综上所述，流域水资源质量面临着居民生产生活

带来的污染，域内植被受人为干扰强烈而保蓄水土能
力退化，同时水体自净功能衰退；而防洪工程老化、破
损严重以及工程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 从区域防洪安
全和生态安全的角度考虑，实施生态防洪工程设计，从
根源上缓解洪灾危险系数是极有必要的。

２　合水镇生态防洪工程设计

2．1　流域生态空间规划与管理
水生态空间规划是生态防洪治理实施的基础，其

要义是基于区域生态环境特征明确生态功能定位，守
住资源消耗上限与生态支持能力下限，进而开展各功
能区管控工作。 基于合水镇主要河流水文情势、地形、
地表覆被等本底基础，以长滩河干流为核心廊道，参照
枟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枠的要求构筑防洪生态功能区（图
１）。 本区河道深切，遂在自然河道附近构筑防洪岸
线，以混凝土结构加固岸身，防御洪水或上坡水土流失
冲击。 在河道宽阔地带划定部分水生物多样性保护
区，适用于饲放水生植被、动物生长，并规划为防护林。
全域有 ７条较大的支流，是印江水源的重要补给，在支
流出口断面建设节制闸，根据降雨量、汇流流量适时调
蓄。 在支流附近坡陡、林草稀疏地带，作为水土流失保
护区，主要采取退耕还林、植树种草等治理措施。 合水
镇林草覆被率达 ７０％，山地、坡地多划作生态涵养区，
该区主要减少人为破坏、强化天然林木保护，从而为区
域防洪提供生态水源调节作用。

图 1　合水镇流域生态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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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防洪堤设计
基于工程区民生、经济、环境背景，遵循因地制宜、

就近取材的原则，初步拟定了两种防洪堤坝设计方案。
本区为长滩河上游干流河道，河流冲击、搬运作用强
烈，河道以及滩地分布松散砾石，这为河堤建设提供了
天然材料。 大部分河段断面宽度在 ３０ ～２００ ｍ 之间，
地基承载力小于１５０ ｋＰａ，故主体采用柔性材质辅以生
物工程设计，以顺坝为主；于河道汇湾、灌溉引流处河
面宽阔、地基承载力在 ２５０ ｋＰａ标准值以上，采用花岗
岩等刚性材质予以设计成挑坝。
图 ２为钢筋混凝土直墙式防洪堤坝，坝体为钢筋

混凝土浇筑而成的直墙，该侧能够直接抵御较大洪水

且抗冲刷性强；坝墙后填筑砂砾或混凝土，于表层铺设
细沙后植树护堤。 图 ３ 为铅丝笼斜插式顺坝，是工程
区坝基主要模式，该坝于河床基底采用斜坡式铅丝笼
护砌，坝体为砂砾料，能够适应本区地质、水文环境。

图 2　钢筋混凝土直墙式防洪堤坝横断面图

图 3　铅丝笼斜插式顺坝横断面图

2．3　生态护坡设计
长滩河河道沿山体一侧地势较陡，加之降水集中、

重力势能和流失冲蚀等因素，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
落石等地质灾害直接倾入河床，对此应着力建设生态
防护带。 在坡体不稳定处采取人工护坡措施，以现代
工程设计固结坡体，并在其上植树种草，削弱重力侵
蚀。 于缓坡地带主要排查灾害易发生地带，加强底部
基坝坚固程度并设置滑坡缓冲区，以承接滑落物体，避
免其直接入河；另外逐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增强
植被覆盖度。 长滩河存在多条支流，支流水量较小、分
布离散，因而其治理难度大，但其护坡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主要采取播撒草籽的方式增生植被，以固结水土。
关于护坡材料选用，主要考虑坡度带自然状况对河道
的影响程度大小，在主河道的陡坡带采取钢筋混凝土
结构强力护坡并作为基垫，其上覆盖土壤且附生喜水
性植被；在缓坡或者支流处可因地制宜采取土石混凝
土、松木桩作为基础（图 ４）。

2．4　自然河道恢复
综合考虑上、中、下游水势特征，对河流动能进行

准确估计并计算中轴线，界定河道变率的水面控制范
围，增强水文调控空间。 清理河中巨型障碍物和淤泥、
枯枝残叶，疏通流水不畅地段，排查占用河道的行为，

图 4　生态护坡结构图
恢复其自然河道。 对于浅滩砂地适当予以清理，并增
加水生植被。 疏浚断面如图 ５所示。

图 5　河道疏浚典型断面

（下转第 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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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寺大坝水平位移组合监测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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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所取得监测成果的可靠性。 以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布置的引张线与垂线组合水平
位移监测系统为例，采用现场调查、现场测试和长期观测资料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该组合监测系统布置的合理性，评价了
该组合监测系统的工作状态，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造建议。

关键词：大坝；监测系统；评价；引张线；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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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ｓｉ Ｄａ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ｒ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ａ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Key words： ｄａ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ｒ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是取得监测资料的设施，运行
状态良好的监测系统是获取可靠的监测资料的保

障［１］ 。 开展监测系统评价，不仅对保持大坝安全运行
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为监测系统更新改造提供科学
依据。
水平位移是对大坝工作性态的综合反映，是大坝

的主要监测项目之一，一般采用设置基准线或若干基
准点两种主要形式。 对混凝土重力坝，采用基准线的
水平位移监测方法主要有垂线法、视准线法、引张线法
和激光准直法等［２］ 。
实测水平位移本质上都属于相对水平位移，包括

相对于时间的相对水平位移和相对于空间的相对水平

位移。 相对于时间的相对水平位移，是指本次测值相
对于基准时间的水平位移变化量；相对于空间的相对
水平位移，是指当工作基点为相对不动点时，相对于工
作基点的水平位移变化量。 在大坝变形观测中，应获
得既相对于时间（基准时间）又相对于空间（相对不动
点）的所谓“绝对水平位移值”。
采用基准线法观测水平位移时，要获得绝对水平

位移值，需要将基准线的端点布置在相对不动点的位
置。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已建坝监测系统
进行更新改造时，常常无法使工作基点位于相对不动
点。 此时，应设法获得工作基点本身的水平位移。 目
前较为常用的方法是在基准线两侧基墩处设置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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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垂线作为引张线、视准线或激光准直的工作基点，形
成组合监测系统，通过关联计算获得视准线、引张线或
激光准直的绝对水平位移值［３］ 。
本文以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布置的引张线与垂线组

合水平位移监测系统为例，采用现场调查、现场测试和
长期观测资料分析方法，分析了该组合监测系统布置
的合理性，评价了该组合监测系统的工作状态。

１　监测布置评价

1．1　监测布置
朝阳寺水电站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唐崖河干流，是

一座以发电为主的大（ＩＩ）型水电枢纽工程。 枢纽由大
坝、左岸引水隧洞、发电厂房和变电站等建筑物组成。
大坝为混凝土实体重力坝，最大坝高 ７０．５ ｍ，共分为
１３个坝段，由右岸向左岸编号 １ 号坝段～１３ 号坝段，
其中 ５号坝段～９ 号坝段为溢流坝段，其余坝段为挡
水坝段。
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共布置了 ２条引张线和 ３组正

倒垂线组，以观测坝顶及坝体水平位移，引张线及垂线
测点布置见图 １。

图 1　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引张线及垂线监测布置图（上游立视图）

　　２条引张线分别位于坝体 ５０７．５ ｍ、４７０ ｍ观测廊
道内，均采用两端挂重方式。 其中，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
线布置了 １１个观测点，分别布置在 ２ 号～１２ 号坝段，
测点编号 ＥＸ１ ～ＥＸ１１ （由 １２ 号坝段向 ２ 号坝段编
号）；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布置了 ５ 个观测点，分别布置
在 ５号～９号坝段，测点编号 ＥＸ１２ ～ＥＸ１６（由 ９ 号坝
段向 ５ 号坝段编号）；引张线测点信息见表 １。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的两个端点分别位于 １ 号坝段、

１３号坝段，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的两个端点分别位于 ４
号坝段、１０ 号坝段，两条引张线的端点均不是相对不
动点，因此分别采用垂线作为两条引张线的工作基点。

３组垂线分别位于 ４ 号坝段、７ 号坝段、１０ 号坝
段，垂线编号依次为 ３ 号垂线、２ 号垂线、１ 号垂线，各
组垂线分别包括 １条倒垂线和 １ 条正垂线，共布置 １０
个测点，垂线测点信息见表 ２。 其中，垂线既作为引张
线的工作基点，也监测坝体挠度。

表 1　大坝引张线测点信息一览表

５０７ p．５ ｍ廊道
引张线

测点 右端点 ＥＸ１ �ＥＸ２ +ＥＸ３ YＥＸ４ 噰ＥＸ５ 档ＥＸ６ 沣
位置 １３号坝段 １２号坝段 １１号坝段 １０号坝段 ９号坝段 ８号坝段 ７号坝段

测点 ＥＸ７ 舷ＥＸ８ �ＥＸ９ +ＥＸ１０ oＥＸ１１ 潩左端点

位置 ６号坝段 ５号坝段 ４号坝段 ３号坝段 ２号坝段 １号坝段

４７０ ｍ廊道
引张线

测点 右端点 ＥＸ１２  ＥＸ１３ AＥＸ１４ oＥＸ１５ 潩ＥＸ１６ 怂左端点

位置 １０号坝段 ９号坝段 ８号坝段 ７号坝段 ６号坝段 ５号坝段 ４号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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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坝垂线测点信息一览表

１０号坝段 １号垂线组

测点编号
监测点高程

／ｍ 备注

７号坝段 ２号垂线组

测点编号
监测点高程

／ｍ 备注

４号坝段 ３号垂线组

测点编号
监测点高程

／ｍ 备注

ＣＺ４  ５０７  ．５ 正垂线 ＣＺ１０ 噜５０７ 侣．５ 正垂线 ＣＺ７ 儍５０７ {．５ 正垂线

ＣＺ３  ４８５ 7正垂线 ＣＺ９ 适４８５ 镲正垂线 ＣＺ６ 儍４８５ è正垂线

ＣＺ２  ４７０ 7倒垂线 ＣＺ１ 适４７０ 镲正垂线 ＣＺ５ 儍４７０ è倒垂线

ＣＺ８ 适４４３ 镲倒垂线

1．2　引张线与垂线的关联性分析

１．２．１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布置的 ５ 个测点分别位于 ５ 号

～９ 号坝段，左右端点分别位于 １０ 号和 ４ 号坝段。 位
于 １０号坝段的引张线左端点与 １ 号垂线组中的倒垂
线 ＣＺ２测点进行关联，两测点位于同一位置，其水平
位移可视为相同；位于 ４ 号坝段的引张线右端点与 ３
号垂线组中的倒垂线 ＣＺ５ 测点进行关联，两测点也位
于同一位置，其水平位移也可视为相同。 因此，１ 号倒
垂线 ＣＺ２ 测点和 ３ 号倒垂线 ＣＺ５ 测点可分别作为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左右端点的工作基点，利用倒垂线
测点实测水平位移可对引张线各测点绝对水平位移值

进行关联计算。
１．２．２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布置的 １１个测点分别位于 ２
号～１２ 号坝段，左右端点分别位于 １３ 号坝段和 １ 号
坝段。
原设计时，位于左岸侧的 １０号坝段的引张线 ＥＸ３

测点与 １号垂线组中的正垂线悬挂点 ＣＺ４ 测点进行
关联，位于右岸侧的 ４ 号坝段的引张线 ＥＸ９ 测点与 ３
号垂线组中的正垂线悬挂点 ＣＺ７ 测点进行关联。 由
于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布置在坝顶的靠上游侧，而垂
线悬挂点布置在坝顶的靠下游侧，正垂线悬挂点与关
联的引张线测点并不在同一位置，两者测点之间存在
较长的距离，引张线与垂线关联测点之间的位移差值
不能忽略，而且分别为坝顶的上游侧和下游侧，其变形
规律并不一致，因此，原则上引张线关联测点不能直接
引用相应的垂线测点观测成果，需要对关联的引张线
测点与正垂线悬挂点之间的距离进行观测。
为此，２００８年在 ５０７．５ ｍ廊道 ７ 号坝段处设置了

１条引张线式位移测线，观测该坝段引张线 ＥＸ６ 测点
与关联正垂线悬挂点之间的距离变化情况，从而为引
张线绝对水平位移计算提供依据；２００８ 年 ４ 月首次观
测，２００９年 ２月进行第 ２ 次观测，此后与引张线和垂

线同步观测；４号坝段和 １０ 号坝段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
线测点和相应正垂线悬挂点之间未布置测线。
但是，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与垂线的关联点分别

位于 １０号坝段和 ４号坝段，引张线式位移测线位于 ７
号坝段，１０号坝段和 ４号坝段的变形与 ７ 号坝段的变
形并不相同，因此，将简单地将 ７号坝段处引张线 ＥＸ６
测点与正垂线悬挂点 ＣＺ１０ 测点之间的距离变化量与
１０号坝段处引张线 ＥＸ３ 测点与正垂线悬挂点 ＣＺ４ 测
点之间的距离变化量以及 ４ 号坝段处引张线 ＥＸ９ 测
点与正垂线悬挂点 ＣＺ７ 测点之间的距离变化量相同
是不合适的。
综合来看，由于 １０号坝段和 ４ 号坝段引张线与垂

线关联点不在同一位置，变形不一致，且未设置引张线
与垂线关联点之间的距离变化情况的监测设施，在 ７
号坝段布置的引张线式位移测线的测值不能代表 １０
号坝段和 ４ 号坝段关联点的位移变化，因此，实际上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无法准确计算出绝对水平位移，
只能计算出相对水平位移。 建议在 １０ 号坝段和 ４ 号
坝段增设监测引张线与垂线关联点位移变化的监测

设施。

２　垂线和引张线工作状态分析
垂线和引张线工作状态分析主要依据现场调查、

现场测试和长期观测资料分析成果［４ －５］ 。 现场调查主
要包括垂线和引张线运行状态调查以及引张线和垂线

钢丝安全系数检查，现场测试主要包括引张线和垂线
复位测试以及引张线线性度测试，长期观测资料分析
主要依据既有观测资料分析观测精度是否满足规范、
观测成果是否合理。

2．1　垂线工作状态分析

２．１．１　垂线运行状态现场调查
１）垂线设备选型、测点布置、设施安装、观测方法

等满足规范的相应要求；但 １ 号倒垂线的浮子处于倾
斜状态，导致倒垂线所受张力不均匀，影响浮力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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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２号倒垂线的浮子存在变形（凹陷），可能是施工过
程中撞击造成，影响浮力大小和浮力的均匀性。

２）各倒垂线的实际浮力和各正垂线的挂重均大
于相应规范要求的理论值，各倒垂线和正垂线钢丝安
全系数 Ｋ均满足相应规范的要求。
２．１．２　垂线工作状态现场测试

对各正垂线和倒垂线进行了复位测试。 各正垂线
及 ３号倒垂线复位差均在控制标准（ ±０．２１ ｍｍ）以
内，自稳定性较好；但 １ 号和 ２ 号倒垂线复位差较大，
最大达到 ４．０４ ｍｍ，自稳定性较差。
２．１．３　垂线长期观测资料分析

１）垂线各测点实测上下游方向水平位移过程线
主要表现为锯齿状，规律性不强，观测精度不高。 各垂
线测点 ２０００年 ４ 月以前测值可信度较低，但 ２００１ 年
以来变化基本平稳，测值变化范围基本合理，观测成果
总体上基本可信。

２）垂线各测点实测左右岸方向水平位移过程线
主要表现为锯齿状，规律性不强，观测精度不高。 各垂
线测点 ２０００年 ４月以前测值可信度较低；１ 号垂线和
３号垂线绝大部分时段测值变化范围基本合理，观测
成果总体上基本可信；２ 号垂线各测点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水平位移明显偏向左岸，与其他时段差异较大，测值可

能存在较大误差，估计与该垂线本身的工作状态较差
有关。

2．2　引张线工作状态分析
２．２．１　引张线运行状态现场调查

１）引张线设备选型、测点布置、设施安装等满足
规范的相应要求；但观测时采用目视直接读数，不符合
规范的要求。

２）各引张线钢丝安全系数 Ｋ 均满足相应规范的
要求；各引张线最大悬链线垂径占护管半径的比例分
别为 １０％、９％之间，引张线线体在护管中具有较足够
的活动空间；但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挂重偏轻，引张线
张力宜增大。
２．２．２　引张线工作状态现场测试

１）对各引张线进行了复位测试。 各引张线复位
差均在控制标准（ ±０．５０ ｍｍ）以内，自稳定性较好。

２）对各引张线线体线性度进行了测试。 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大部分测点人工观测值与理论值的差值大

于规范控制值（ ±１．２ ｍｍ），该引张线线性度较差；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各测点人工观测值与理论值的差值均在
规范控制值（ ±１．２ ｍｍ）之内，该引张线线性度较好。

图 2　507．5 m廊道引张线线性度人工观测位移值与理论位移值对比图

图 3　470 m廊道引张线线性度人工观测位移值与
理论位移值对比图

２．２．３　引张线长期观测资料分析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实测绝对水平位移和 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实测相对水平位移过程线主要呈锯齿状，
规律性不强，观测精度不高；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实测绝
对水平位移测值变化范围基本合理，观测成果总体上
基本可信；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实测相对水平位移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期间明显偏向上游，与前期和后期的表
现均不一致，测值存在异常，成果可信度较低，估计与
该引张线在二期增容工程期间受到扰动、二期增容工
程对部分坝段结构有所改变以及上游水位运行过程等

因素有关。

３　结论与建议
综合来看，朝阳寺水电站布置的引张线与垂线组

合水平位移观测系统布置基本合理，引张线和垂线设
备选型、测点布置、设施安装等满足规范的相应要求，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对该水平位移监测系统进行
改造。

１）对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１ 号倒垂线 ＣＺ２ 测点和
３号倒垂线 ＣＺ５测点可分别作为 ４７０ ｍ廊道引张线左
右端点的工作基点，利用倒垂线测点实测水平位移可
对引张线各测点绝对水平位移值进行关联计算，４７０ ｍ
廊道引张线与相应的垂线监测布置合理。 对 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１０号坝段和 ４号坝段引张线与垂线的关
联点不在同一位置，变形不一致，且未设置引张线与垂
线关联点之间的距离变化情况的监测设施，导致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无法准确计算出绝对水平位移，
只能计算出相对水平位移，５０７．５ ｍ 廊道引张线与垂
线的关联布置不合适。 建议在 １０ 号坝段和 ４ 号坝段
增设监测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与垂线关联点位移变化
的监测设施。

（下转第 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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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优化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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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经典算法和有限元算法分别对某电站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在不同工况下运行的合理性分析，并从刚度、强度
和经济方面对结构提出了优化方案。 目前该结构机组已经投入发电，运行状况良好，证明优化后的支架结构有效合理，
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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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子支架是水轮发电机的核心部件，其尺寸大、重
量重，并且总是处于高速运转中，是发电机中受载最
大、运行条件最恶劣的部件。 因此，转子支架的变形情
况和应力分布水平对每台发电机的运行都有非常重要

的影响。 在机组前期设计中，要对转子支架的刚度和
强度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设计是否可
行、运行是否安全的依据［１］ 。
中速水轮发电机（２００ －３７５ ｒｐｍ）一般多采用圆盘

磁轭圈结构，但是这种尺寸大、重量重的结构并不一定
能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反而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
其强度、刚度削弱，稳定性降低。 这类结构使用了大量
材料，却不能获得积极的效果。 因此在保证机组安全
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机组安全性和经济性，在
设计过程中减轻支架重量、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产品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越来越被设计制造部门所重视。 本

文分析了优化后的结构在不同工况下的刚强度特性，
为后续的机组设计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２］ 。

１　转子支架结构优化

1．1　传统结构

传统转子支架为圆盘磁轭圈结构，由轮毂、环板、
磁轭圈等组成。 在发电机运行中，转子支架除本身和
磁极的离心力、与转轴热套的配合力外，还要承受电磁
扭矩。 下面以某电站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为例，进行
结构优化设计，优化前结构如图 １所示。

1．2　优化结构

在传统支架基础上进行优化设计，在环板上开扇
形孔，在两侧装设加强筋，减少自重的同时保证风扇和
制动环的安装位置，保证支架的可靠性。 优化的重要
参数主要包括磁轭圈内径、磁轭圈轴向宽度、环板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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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支架结构
厚度、轮毂轴向宽度和内外径差值、环板上扇形孔尺
寸等。
优化过程中关注以下几点：①磁轭圈 Ｔ 尾槽处受

力分析；②辐条最薄弱处的应力分布；③扇形孔圆角处
局部应力集中。 在保证转子支架在各种工况下都满足
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轻重量。 经过反复计算分
析，优化后的支架结构如图 ２所示。

图 2　优化后支架结构

２　转子支架刚强度及动力特性分析

2．1　经典方法计算［3］

按照经典计算方法计算支架在额定工况、飞逸工
况与短路工况下的应力。
２．１．１　基本数据

基本数据如表 １所示。
表 1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

／ｋＷ
额定转速

／（ｒ· ｍｉｎ －１）

飞逸转速

／（ｒ· ｍｉｎ －１）
辐条数目

弹性系数

／（ｋｇｆ· ｃｍ －２ ）

材料屈服点

／（ｋｇｆ· ｃｍ －２）
额定扭矩

／ｋｇｆ· ｃｍ
短路扭矩

／ｋｇｆ· ｃｍ
４ ６８７ 0．５ ３３３ f．３ ６５０  ９ N２１０ ０００ +２ ３５０ 墘１ ３７１ ０９４ g８ ８７１ ０９４ 蝌

２．１．２　额定转速时的应力

辐条的应力σf′＝σf（
nN
nr ）

２ ＋
Mf

Wf
＝４５０．８ ｋｇｆ／ｃｍ２

磁轭的最大应力σe′＝σe （
nN
nr ）

２ ＋
１２Mf

Ae（D４ －D３ ）
＝

２８４．８ ｋｇｆ／ｃｍ２

铸钢支架的许用应力为［σ］ ＝０．６σ＝
１ ７７０ ｋｇｆ／ｃｍ２ ＞σf′＞σe′

由以上可见该支架设计值满足要求。
２．１．３　飞逸转速时的应力

辐条的拉应力σf ＝
Ff

Af
＝９８４ ｋｇｆ／ｃｍ２

磁轭的最大应力 σe ＝１
Ae

（ Fg ＋
１２Me

D４ －D３
） ＝

１ ０３９ ｋｇｆ／ｃｍ２

铸钢支架的许用应力为［σ］ ＝０．６σ＝
１ ７７０ ｋｇｆ／ｃｍ２ ＞σe ＞σf

由以上可见该支架设计值满足要求。

２．１．４　短路工况时的应力

辐条的应力σf′＝σf（
nN

nr ）
２ ＋

Mf

Wf
＝１ ４９１．２ ｋｇｆ／ｃｍ２

磁轭的最大应力 σe′＝σe （
nN
nr ）

２ ＋
１２Mr

Ae（D４ －D３ ）
＝

３４６．７ ｋｇｆ／ｃｍ２

铸钢支架的许用应力为［σ］ ＝０．６σ＝
１ ７７０ ｋｇｆ／ｃｍ２ ＞σe ＞σe′

同时［σ］ ＞σf ＞σf′
由以上可见该支架设计值满足要求（部分参数如

图 ３所示）。

2．2　有限元计算［4 －5］

采用有限元法分析支架在额定工况，飞逸工况，突
然短路下的应力分布和变形量。
２．２．１　额定工况下

如图 ４设置支架边界条件，模型整体施加旋转速
度 ３３３ ｒｐｍ， 在 磁 极 端 面 上 施 加 额 定 扭 矩
１．３７ｅ８ Ｎ· ｍｍ，约束支架轴向位移，计算结果如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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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支架截面图
图 ６所示。

图 4　额定运行工况加载效果图

图 5　额定工况应力分布图
由图 ５ 可知最大应力位于扇形孔圆角处，为

５６．７ ＭＰａ，满足设计要求，由图６ 可知支架最大变形量
为 ０．１４ ｍｍ，相对变形 ０．１４／１０ ＝１．４％ ，该变形不会
影响电机的性能。
２．２．２　飞逸工况下

如图 ７设置支架边界条件，模型整体施加旋转速
度 ６５０ ｐｍ，约束支架轴向位移，计算结果如图 ８ －图
１０所示。

图 6　额定工况变形分布图

图 7　飞逸工况加载效果图

图 8　飞逸工况应力分布图
由图 ８ 可知辐条最窄处应力为 １１４．８ ＭＰａ，图 １０

为支架剖视图， 显示筋板圆角处最大应力为
１３２．５ ＭＰａ，满足设计要求，由图 ９ 可知支架最大变形
量为 ０．２９３ ｍｍ，相对变形为 ０．２９３／１０ ＝２．９３％，该变
形不会影响电机的性能。
２．２．３　短路工况下

如图 １１设置支架边界条件，模型整体施加旋转速
４１



黎　甜，等：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优化设计分析 ２０１８年 ８月

图 9　飞逸工况变形分布图

图 10　飞逸工况局部应力分布图
度 ３３３ ｒｐｍ， 在 磁 极 端 面 上 施 加 短 路 扭 矩
８．８ｅ８ Ｎ· ｍｍ，约束支架轴向位移，计算结果如图所示
计算结果如图 １２ －图 １４ 所示 。

图 11　短路工况加载效果图

由图 １２ 可知最大应力位于扇形孔圆角处，为
１４３．２ ＭＰａ，图 １４为支架剖视图，显示辐条处最大应力
为 ４１．６ ＭＰａ，满足设计要求，由图 １３ 可知支架最大变
形量 为 ０．６０８ ｍｍ， 转 化 为 角 度 相 对 变 形 为

图 12　短路工况应力分布图

图 13　短路工况变形分布图

图 14　短路工况局部应力分布图
０．６０８／２ ８３０ ×３６０ ＝０．０７７３°，该变形不会影响电机的
性能。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经典算法和有限元分析法分别计算分析

了优化后的支架结构在不同工况下的刚强度特性，结
（下转第 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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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水布垭水电站调度控制情况分析与探讨

刘　巍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水布垭水电站是清江梯级的龙头枢纽，在华中电网中担任着重要的调峰、调频和调压任务，其调度控制情况的好
坏对公司和电网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值班调度员的角度，就清江梯调近年来对水布垭水电站的水库调度、发电调度、
机组优化运行、母线电压控制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分析，并对今后进一步做好水布垭水电站的优化调度控制工作提

出改进的建议和思路。

关键词：水库调度；发电调度；优化运行；母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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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patching Control Situation of
Shuibuya Hydropower Station in Recent Years

ＬＩＵ Ｗｅｉ
（Ｈｕｂｅｉ 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ｈｕｉｂｕｙ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ｌｏａ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ｕ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ｕｉｂｕｙ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ｂａｒ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ｎ，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ｕｉｂｕｙ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Key words：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ｂａｒ ｖｏｌｔａｇｅ

　　清江梯调是全国第一家流域性调度管理机构，是
清江梯级电站的集控中心，主要负责清江梯级 ３ 座电
站（水布垭、隔河岩、高坝洲）机组的控制、调节、监视
和经济优化运行以及梯级水库的防洪和水库的优化

调度。
水布垭水电站位于湖北恩施巴东县境内，是清江

流域梯级开发的最上一级龙头枢纽，安装 ４ 台 ４６
万 ｋＷ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 １８４ 万 ｋＷ，设计
年发电 ３９．８４ 亿 ｋＷ· ｈ，是清江干流上最大的梯级电
站，也是华中电网的骨干调峰调频电站，坝址以上流域
面积达到１０ ８６０ ｋｍ２ ，约占整个清江流域面积的６４％。
因此做好水布垭水电站机组和水库的调度控制工作对

提高清江梯级三座电站的发电经济效益以及防汛防洪

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水布垭水电站水库调度控制

1．1　清江流域及水布垭水库特征

清江流域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丰水期（４ ～９ 月）
水量约占年水量 ７６％，枯水期（１０ ～３ 月）占 ２４％，属
鄂西暴雨区，洪水多由暴雨形成，每年 ４月即有洪水出
现，６、７ 月份出现年最大洪峰机会较多，５ 月和 ９ 月
次之。
水布垭水电站正常蓄水位 ４００ ｍ，校核洪水位

４０４．０３ ｍ，汛限水位 ３９１．８ ｍ，死水位 ３５０ ｍ，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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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８亿 ｍ３ ，调节库容 ２３．８３ 亿 ｍ３ ，在 ６ －７ 月主汛期
为长江预留 ５亿 ｍ３ 防洪库容。 坝址以上流域面积达
到１０ ８６０ ｋｍ２ ，约占整个清江流域面积的６４％，且上游
小水库众多，导致库区来水及入流形势复杂。

1．2　水布垭水位控制策略

综上分析，根据清江流域的水文气象特性和水布
垭水库的特征，合理控制不同时段水布垭水库的水位，
最大限度的以发电来消纳流域降水和洪水，对提高清
江梯级电站的经济效益和安全防洪度汛异常重要。
根据表 １，综合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水布垭每月水位控

制目标分析，每年度的库水位调度控制策略如下：年初
根据起调水位的高低，合理安排水布垭的发电量，控制

库水位的消落速度，至汛前（４ 月低）将水位控制在
３７５ ｍ左右，进入汛期后会根据来水情况适度调整水
位，在主汛期（６ 月 ２１ 日 －７ 月 ３１ 日）控制在 ３７０ ～
３８０ ｍ范围内。 查询水布垭水库库容表，３７５ ｍ以上调
节库容为 １３．７７亿 ｍ３ ，经计算得出若主汛期控制水布
垭水位在 ３７５ ｍ，最大可以容纳水布垭以上流域约
１２６ ｍｍ的面雨量（假设全部产流，且不考虑机组发
电）；若配合机组发电一起控制，则可以防御更大的降
雨量和洪水。 而从 ７ 月中下旬开始，会考虑择机拦蓄
上游来水逐步抬升水位，至 ８月末控制在 ３９０ ｍ左右，
之后并尽量维持 ３９５ ｍ 及以上的高水位运行至年末，
从而利用高水头优势提高水能利用率，使发电经济效
益最大化。

表 1　2015 －2017年度水布垭每月末水位控制目标 ｍ　
年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２０１５ N３８８  ３８４ |３８０ 痧３７８ d３７５ 刎３７５ L３８５ 览３９０ 4３９３ è３９５  ３９５ 悙３９５  
２０１６ N３８８  ３８５ |３８０ 痧３７５ d３７３ 刎３７３ L３８５ 览３９０ 4３９５ è３９５  ３９５ 悙３９０  
２０１７ N３８８  ３８５ |３７８ 痧３７５ d３７５ 刎３７５ L３８５ 览３９０ 4３９５ è３９５  ３９５ 悙３９５  

1．3　近年来洪水调度情况

１）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２ 日，清江流域遭遇历年同期
７５年一遇洪水，流域面平均雨量 ７６．１ ｍｍ，其中水布
垭以上面平均雨量 １０３．５ ｍｍ，３ ｄ 洪量 ７．３ 亿 ｍ３ ，清
江梯调迅速向华中网调申请加大清江梯级电站出力，
通过发电来消纳洪水，其中水布垭水位最高达
３９８．７４ ｍ。 清江梯级各电站协调发电，最终未发生弃
水，成功化解了汛情，有效将洪水资源转化为了发电
效益。

２）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清江流域发生多轮强降雨过程，
经统计水布垭以上月降雨量达 ２２９．６ ｍｍ，较常年偏多
１倍，水布垭库水位直逼正常蓄水位。 清江梯调通过
下游（高坝洲、隔河岩）水库预泄、机组满出力发电及
利用库容调蓄洪水，尽力减少弃水，最终安全度汛，实
现年发电量首次突破百亿 ｋＷ· ｈ。
２　水布垭水电站发电调度控制

2．1　水布垭水电站机组运行特点

水布垭水电站在电网中地理位置特殊，处于鄂渝
联络线中段，在电网西电东送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特别是在长治－南阳－荆门特高压线路投运以后，三
峡近区潮流疏散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剧，水布垭水电站

作为三峡近区最大的调峰调频电厂，承担了调节特高
压联络线潮流的任务。 因此在实际运行中，水布垭水
电站负荷调整频次高，且机组会频繁穿越振动区
（１５０ ～３００ ＭＷ）；另外在夜间低谷时段，还长期维持
小出力运行承担电网调压旋备任务。

2．2　机组优化运行情况分析

综上所述，水布垭水电站机组的运行特点就是负
荷调整频繁、穿越振动区次数多以及小出力运行时间
长。 机组穿越振动区时，机组振动和导轴承摆度明显
增大，会加重机械部件的磨损，使其寿命缩短，严重时
甚至会造成厂房毁坏［１］ ；而机组小出力运行时，偏离
设计工况，会造成运行效率低、耗水率高、振摆及磨损
大、叶片气蚀等后果，长期运行会导致转轮叶片产生裂
纹。 因此优化水布垭水电站机组的运行工况是清江梯
调调度运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１）针对水布垭机组负荷调整频次高以及频繁穿
越振动区的现象，在技术手段上，清江梯调在长期的调
度运行中，不断尝试修改监控系统 ＡＧＣ（自动发电控
制）中水布垭相关调节参数，并及时监视运行效果和
总结经验，最终将设值死区（控制 ＡＧＣ 程序负荷分配
的启动）设为 ５ ＭＷ，调整死区（控制机组过振动区时
的负荷分配策略）设为 ４０ ＭＷ；在人为手段上，积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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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网调沟通协调，使其优化控制策略，并且当多台机
组参与电网负荷频繁调节时，为避免机组相互对穿振
动区的现象，值班调度员会手动干预，退出 １台机组的
闭环使其带合适的固定负荷，让剩余的机组进行调节，

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轮换。
统计 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７年度水布垭负荷调整频次及

穿越振动区次数如表 ２所示。

表 2　水布垭负荷调整频次及穿越振动区次数统计表 次　

年度
全厂有功

调节次数

穿越振动区次数

１号机组 ２号机组 ３号机组 ４号机组 全厂合计

２０１０  ６２ ４６３ 行７ １１５ 行６ ２９６ 父５ ２０９ 牋２ ５０８ 垐２１ １２８ 噰
２０１１  ３９ ２５４ 行４ ７３８ 行４ ５６１ 父３ ９６５ 牋３ １８９ 垐１６ ４５３ 噰
２０１２  ９ ５０４ 汉１ ４１５ 行９３６ 拻１ ０５１ 牋１ １４８ 垐４ ５５０ p
２０１３  ６ ３０５ 汉５８６ *５７８ 拻６８４ z６４８ b２ ４９６ p
２０１４  １０ ８３６ 行１ ００９ 行１ １６０ 父７２２ z１ ４８０ 垐４ ３７１ p
２０１５  １３ １１８ 行１ ２４９ 行１ ４１０ 父１ ６０８ 牋１ ２９０ 垐５ ５５７ p
２０１６  １６ ２９８ 行１ ６３１ 行１ ４０５ 父１ ６３７ 牋１ ５８５ 垐６ ２５８ p
２０１７  ７ ７１２ 汉８７４ *７６１ 拻６４４ z６２２ b２ ９０１ p

　　从表 ２ 中看出，长治—南阳—荆门特高压投运后
的前 ２年即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为配合特高压线路调
整，水布垭全厂有功调节次数高达数万次，单机穿越振
动区次数均在 ３ ０００以上（除 ２０１０年 ４号机以外），全
厂合计在 １６ ０００ 次以上，可见调节非常频繁，机组工
况非常恶劣；从 ２０１２ 年清江梯调加强优化调度以来，
采取上述技术和人为手段后，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水
布垭全厂有功调节次数减少到 １６ ０００ 次以内，单机穿
越振动区次数控制在 １ ７００ 次以内，甚至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年只有几百次，全厂合计能控制在 ６ ０００ 次以内
（２０１６年稍微超出），可见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２）针对水布垭机组长期小出力（１５０ ＭＷ以下）运
行的现象，清江梯调仔细研究水布垭水轮发电机组的
特性曲线和实际运行数据，发现处于 ０ ～４０ ＭＷ运行
时，机组的各部导轴承摆度较大，特别是上下机架、顶
盖的振动明显偏高，时常处于不及格的水平；当处于
４０ ～８０ ＭＷ运行时，机组的振动和摆度有所减小，但
水轮机效率仍十分低下；当处于 １００ ～１５０ ＭＷ 运行
时，性能均有所改善。 因此清江梯调将 ０ ～４０ ＭＷ 定
义为水布垭机组禁止运行区，４０ ～８０ ＭＷ定义为不宜
长期运行区，并在梯调水布垭 ＡＧＣ中将单机最小出力
值设为 ４０ ＭＷ，让系统避开运行。 同时在制定日发电
计划时，尽量避免出现单机小出力的情况，并根据近期

电网需求和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 另外，在实时发
电运行中出现小出力时，值班调度员会及时进行人为
调整，必要时向华中网调申请适当增加出力，尽量保证
单机均在 １００ ＭＷ及以上运行。
统计 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７年度水布垭机组小出力运行

时间如表 ３所示。
表 3　水布垭机组小出力运行时间统计表

年度
总运行时间

／ｈ
１５０ ＭＷ以下
时间／ｈ 比例／％

１００ ＭＷ以下
时间／ｈ 比例／％

２０１０  １７ ４２４ ＃．２９ ９ ６９６ ]．０７ ５５ 晻．６５ ６ ４８１ ⅱ．１４ ３７ 谮．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５ ５０２ ＃．３３ ８ １４９ ]．１７ ５２ 晻．５７ ５ １６３ ⅱ．０１ ３３ 谮．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５ ７５３ ＃．１３ ８ ０４１ ]．６１ ５１ 晻．０５ ５ １７６ ⅱ．２５ ３２ 谮．８６

２０１３  １１ ９６２ ＃．６８ ７ ９１８ ]．１３ ６６ 晻．１９ ５ １０４ ⅱ．５９ ４２ 谮．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３ ９９４ ＃．３３ ７ ６３７ ]．４９ ５７ 晻．５８ ３ ７９７ ⅱ．５１ ２７ 谮．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３ ６１３ ＃．４６ ６ ５４９ ]．１７ ４８ 晻．１１ ３ ０３０ ⅱ．６２ ２２ 谮．２６

２０１６  １６ ６７１ ＃．９６ ６ ０６３ ]．３３ ３６ 晻．３７ ２ ３１５ ⅱ．８５ １３ 谮．８９

２０１７  １８ １４２ ＃．２６ ５ ９２３ ]．９７ ３２ 晻．６５ ２ ４５５ ⅱ．４４ １３ 谮．５３

　　从表 ３中看出，２０１４年以前水布垭机组一半以上
的时间都在 １５０ ＭＷ以下运行，其中 １００ ＭＷ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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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占三成以上（２０１４ 年除外）；在采取上述措施
以后，近 ２年来小出力运行时间能控制在四成以内，特
别是 １００ ＭＷ以下时间能控制在 １５％以内，可见效果
也是非常明显，极大地改善了机组的运行工况。

３　水布垭水电站母线电压控制
水布垭水电站是华中电网在鄂重要的 ５００ ｋＶ 电

压支撑点，其两回出线水渔Ⅰ回、Ⅱ回线路接入到距电
站 ５ ｋｍ处的渔峡开关站，由于渔峡开关站高抗（单相
５０ Ｍｖａｒ，共三回线）容量配置不足，调压能力有限，水
布垭机组常常担任系统调压任务。
根据华中电网下达的电压曲线，通常要求将水布

垭电厂母线电压控制在 ５３２ ～５４４ ｋＶ范围内。 在电网
丰大方式下（含水电机组的电网丰水季节大负荷情况
下的运行方式，差不多每年 ４ －９ 月），西电大量东送，
系统电压趋于正常，不需要水布垭机组额外调节可以
将电压控制在 ５３７ ～５３８ ｋＶ左右；在枯小方式下（含水
电机组的电网枯水季节低负荷情况下的运行方式，每
年１０月至次年 ３月），西电东送中部通道负荷减少，系
统电压升高，尤其是在夜间低谷，水布垭母线电压明显
偏高。 为控制好电网枯小方式下的水布垭母线电压，
首先需要准确掌握其真实运行水平，为此 ２０１４年清江
梯调配合中试所进行了水布垭－渔峡开关站电压无功
试验，部分实验数据如表 ４。

表 4　水布垭－渔峡开关站电压无功试验数据
（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１４日）

水布垭机组实

发有功／ＭＷ、
无功／ＭＶａｒ
P Q

机端

电压

／ｋＶ

水布垭 ５００ ｋＶ
母线电压

／ｋＶ
Ⅰ母 Ⅱ母

渔峡开关站

母线电压

／ｋＶ
Ⅰ母 Ⅱ母

时间

５３  ．１ ０  ．３ ２０ A．３ ５４１ 潩．４ ５４１ 忖．８ ５３９ .．０２ ５３９ t．０２ ２３：０１  
４６  ．９ －０ B．２ ２０ A．４ ５４２ 潩．８ ５４３ 忖．２ ５４０ .．５５ ５４０ t．２９ ３：００ �
４８  ．１ １  ．４ ２０ A．３ ５４０ 潩．９ ５４１ 忖．８ ５３８ .．７７ ５３８ t．５２ ６：００ �
　　根据表 ４数据得出，在枯小方式下的夜间，水布垭
机组不进行任何调节时，其母线电压大致维持在
５４１ ～５４３ ｋＶ之间，最高时甚至接近要求控制的电压
上限值 ５４４ ｋＶ，而渔峡开关站电压大致维持在 ５３８ ～
５４１ ｋＶ之间，据统计近年来运行情况均是如此。 因
此，在实际调度运行中，为保证水布垭电压在控制曲线

范围内，同时为减轻渔峡开关站的调压压力（５２９ ～
５３９ ｋＶ），梯调值班员会将水布垭 ＡＶＣ（自动电压控
制）电压控制目标值设置在 ５４０ ｋＶ左右，偏高时设置
在 ５４１ ｋＶ左右。 由于将实际母线电压调低，水布垭机
组会进相运行，特别是在凌晨 １点至 ６点之间，会长时
间维持深度进相运行状态，通常还会达到最大进相深
度（ －１００ ＭＶａｒ）。
而机组深度进相运行，励磁电流大幅度减小，会导

致机组静态稳定性下降，定子端部漏磁增大，发热加
剧，定子线圈温度将持续上升；同时机端电压降低，厂
用电电压也相应降低，会影响厂用电的安全运行。 因
此在今后运行中，要进一步优化控制思路，尽量避免机
组长时间深度进相运行。

４　结　语

１）优化母线电压控制。 根据华中电网两个细则
考核，机组进相运行可以获得一定的无功补偿，通常水
布垭机组夜间低谷调压时出力一般为 １００ ＭＷ，根据
细则中相应公式计算分析得出，当水布垭母线电压超
过 ５４２ ｋＶ时，且机组进相深度超过－２５ Ｍｖａｒ，那么超
过的部分将获得补偿。 因此可以考虑将水布垭 ＡＶＣ
电压控制目标值提高到 ５４２ ｋＶ，争取能获得无功补
偿，同时在提高控制电压以后，可以使机组进相深度降
低，提高机组静态稳定性，减少定子发热。

２）考虑新监控系统的影响。 清江梯调智能对象
化水电调平台即将开发完成并投入运行，做为值班调
度员，应尽快转变调度思路和思维方式，熟悉新监控系
统的功能和业务，深入研究新 ＡＧＣ程序的分配调整策
略，制定优化水布垭及其梯级下游电站（隔河岩、高坝
洲）机组负荷分配的方案，改善机组运行工况，保证经
济优化运行。

３）考虑电网发展的影响。 随着西南电网与华中
电网之间的张恩联络线改建为背靠背直流输电换流

站，应及时分析研究电网结构改变对鄂西南地区线路
潮流的变化以及对水布垭电站发电的影响，合理调整
水布垭电站的运行方式和调度控制策略，统筹兼顾发
电经济效益和水库优化调度。
参考文献：
［１］徐玮， 何毅斌， 王春明．调整水电厂自动发电控制运行中

振动区处理策略［Ｊ］．电网技术， ２０１２， ３６（１１）： １２２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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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三相整流桥换相过程仿真
罗　腾，陈　环，刘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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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励磁系统一般采用三相整流桥来产生励磁电流，整流桥中的核心部件晶闸管在换相过程中会在阳极电压
上产生换相缺口和换相过压。 分析三相整流桥的换相过程，建立相应的数学方程，了解晶闸管在换相过程中产生换相缺
口和过电压的原因，通过对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模块库中的晶闸管模块进行修正，能很好的仿真模拟晶闸管换相过程中的换
相压降及换相过电压，封装后的晶闸管使用与参数调整均方便。 为整流桥阻容保护装置选型、参数确定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励磁；三相整流桥；晶闸管换相过电压；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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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the Commutation Process of
Three-phase Rectifier Bridge with Matlab

ＬＵＯ Ｔ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 ＬＩＵ Ｘｉｑ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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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ｒｉｓｔｏｒ，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ｃｈ ａｎｄ 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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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ｖｏｌ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ｙｒｉｓｔ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ｉ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ｃｈ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ｖｏｌｔａｇｅ．Ｔｈ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ｄ ｔｙｒｉｓｔ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Key words：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ｖｏｌｔａｇｅ；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大型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一般采用三相整流桥来
提供发电机励磁电流，基于晶闸管的特性，以及励磁变
漏感的存在，晶闸管的换相过程并不是瞬间完成的，换
相过程中会在整流桥阳极电压上产生换相缺口。 其次
由于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特性，晶闸管两端及整流桥阳
极电压上将产生很高的过电压，这对励磁变及发电机
转子回路的绝缘造成很大威胁，过大的 du／dt 也易使
晶闸管误导通，不利于励磁系统的稳定运行。 因此分
析换相缺口及过电压的原理及影响因素很有意义。

１　晶闸管换相过程分析
图 １为发电机励磁系统整流原理图，可控硅的导

通顺序为＋Ａ、 －Ｃ、 ＋Ｂ、 －Ａ、 ＋Ｃ、 －Ｂ，发电机转子回
路等效为电感 Ｌ 与电阻 RL 的串联，下面以 ＋Ａ、 －Ｃ
导通换相为－Ｃ、 ＋Ｂ导通为例，分析晶闸管换相过程。

图 1　发电机励磁系统整流原理图
如图 ２所示，在换相瞬间， ＋Ｂ相可控硅被触发脉

冲触发，转子电压由 Ｕａｃ有效部分切换为 Ｕｂｃ有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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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Ｕｂａ大于零， ＋Ｂ 相晶闸管承受正压开始导通，电
流 ib 开始增大，ia 开始减小，列写换相时的电路方程
如下：

Ea ＝
LBdia
dt ＋

Ldid
dt ＋

LBdid
dt ＋idRL ＋Ec （１）

Eb ＝
LBdib
dt ＋

Ldid
dt ＋

LBdid
dt ＋idRL ＋Ec （２）

ia ＋ib ＝id （３）
式中 Ea、Eb、Ec 为整流桥阳极 Ａ、Ｂ、Ｃ 三相相电动势；
LB 为励磁变漏感；L为转子等效电感；RL 为转子等效

电阻。
考虑到转子电感 Ｌ 较大，电流不易突变，因此认

为 id 在换相过程中保持不变，从而将上述方程合
并为：

Eb －Ea ＝２
LBdib
dt （４）

令 ib ＝ik，ik 即为换相瞬间由不同电势的 Ea、Eb 在＋Ａ
与＋Ｂ的共阴极处短路形成的环流，即：

Eba ＝２
LBdik
dt （５）

图 2　整流桥换相过程原理图

　　从式（５）可以看出换相时， ＋Ｂ相电流将以Eba

２LB的

速率上升， ＋Ａ相电流将以Eba

２LB的速率下降，假设晶闸

管电流降至零后截止，则转子两端的电压 Ud 与不考

虑励磁变漏感 LB 相比较会由于换相过程的存在而产
生降低，降低的多少用 ΔUd 来表示，换相持续的时间
用换相重叠角γ来表示。 对于三相全控桥，文献［１］

表明ΔUd ＝
３XB

π Id，ｃｏｓα－ｃｏｓ（α＋γ） ＝
２XBId
６U２

，其中 U２

为整流桥阳极相电压有效值、XB ＝ωLB 为励磁变漏抗。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Id、XB 越大，γ、ΔUd 也越大。

当α≤９０时，α越小则γ越大。

２　晶闸管的反向恢复过程
实际的晶闸管并不是电流下降为零后突然关断，

导通中的晶闸管当外加电压突然变为反向后，会按照
式（５）衰减。 当电流衰减为零后，同电力二极管的关
断过程类似，在反方向会流过反向恢复电流，经过最大
值 Irr后，再反向衰减，最终反向电流衰减至零，晶闸管
恢复其对反向电压的阻断能力。 晶闸管反向恢复电流
从最大值 Irr衰减至零的时间一般为几十微秒，由于外
电路电感的存在，过快的电流衰减速度将会在晶闸管
两端产生很高的反向过电压 Urr。 这就是晶闸管换相

过程中产生阳极过电压的原因。
晶闸管的反向恢复模型一般采用指数函数模型，

即电流过零后先按照线性方式达到反向电流最大值

Irr，再按照指数函数模型衰减至零达到截止状态。 即：

ia ＝
－di／dt×t t＜t１

－Irr e －
t－t１
τ t≥t１

（６）

图 3

对上式积分得到反向恢复电荷 Qrr：
Qrr ＝∫

＋∞
０ ia（ t）dt （７）

Qrr ＝∫
ｔ１
０ －di／dt×tdt＋∫＋∞

ｔ１ －Irr e －
t－t１
τ dt （８）

整理后得：

τ＝
Qrr

Irr －
Irr

２di／dt （９）

其中反向恢复电流峰值 Irr、反向恢复电荷 Qrr受电

流衰减速度 di／dt 影响，通过晶闸管制造商提供的手
册，只要计算出电路的 di／dt，就能查阅手册确定晶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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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反向恢复模型参数，建立与实际晶闸管物理特性
相似的模型，供计算机仿真使用。

３　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特性建模
在Ｍａｔｌａｂ模型库中包含有晶闸管模块，但晶闸管

的关断采用的是简化方式，即当电流衰减为零后，晶闸
管截止。 显然这种方式未能考虑晶闸管的反向电流恢
复特性，不能模拟出晶闸管换相过程中产生的过电压，
因此需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修正。
文献［２］提供了一种建模方法，完善了晶闸管的

反向恢复特性。 本文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 Ｓ 函数功能，提
供了一种新的建模方式，修正后的晶闸管模型框图如
图 ４所示。
首先在 Ｍａｔｌａｂ 中用 Ｍ 文件自定义（６）式的分段

函数，其中 di／dt、Irr、Qrr均能通过外部输入口输入，以

便调整仿真参数。
其次将自定义的 Ｍ文件封装为一个单输入、单输

出的 Ｓ函数，添加到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界面中，控制一个受
控电流源，在电流过零时，模拟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电
流，从而模拟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Ｓｗｉｔｃｈ条件选择模块检测晶闸管流过的电流，当
电流过零时跳变，形成一个周期性的方波，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积
分模块增加了下跳延触发功能，与 Ｓｗｉｔｃｈ条件选择模
块配合模拟晶闸管电流过零时的时间 t，时间 t 作为 S
函数的输入去计算反向恢复时的电流值 i，电流值 i输
入到受控电流源变换成电流加入到晶闸管的反向恢复

过程中。 从而模拟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子系统中重新加入了电流表、电压表，并通过 Ｍｕｘ

集成模块重新定义了晶闸管模块的测量部分，也重新
定义了晶闸管模块的 Ａ、Ｋ极。

图 4　晶闸管封装子系统模型图

４　晶闸管换相过程仿真
参照实际的励磁系统整流桥，部分晶闸管使用修

正后的晶闸管模块，搭建仿真电路图，如图 ５所示。
发电机带励磁变压器后，接入整流桥。 在不考虑

转子与定子耦合作用的前提下，用电感串联电阻的方
式模拟转子，形成励磁回路。 仿真初始参数的选择与
计算见表 １。

由式（５）可知，电流衰减速度 di／dt ＝－
Eba

２LB，当控

制角度为 ６０°时，电流的衰减速度计算为 －５．０５ Ａ／
μＳ，以 ＡＢＢ５ＳＴＰ ２８Ｌ４２００晶闸管为例，查阅用户手册，
得到反向恢复电流峰值 Irr ＝１８０ Ａ，反向恢复电荷 Qrr

＝７ ５００ μＡＳ，整流桥控制角度选择６０°，将上述参数输
入到仿真模型中，仿真采用 ｏｄｅ２３ｔｂ 算法，相对误差选
择 １ｅ－６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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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励磁系统仿真模型图
表 1　仿真初始参数的选择与计算

励磁变压

器容量

／ｋＶＡ

励磁变压器

短路电压

百分数／ｐｕ
转子绕组

电阻 RL ／Ω
转子绕组

自感 L／Ｈ
励磁变副

边额定

电压／Ｖ
５ ４００ �０ g．０８ ０ P．１４３ １ 8．５７ １ ０００ 牋

　　仿真时， ＋Ａ、 ＋Ｂ相晶闸管选用带恢复电流特性
的模块，其他晶闸管选用突然截止的模块。
图 ６、图 ７、图 ８ 为仿真的部分电压波形图。

图 6　阳极电压仿真波形
从仿真的结果可以看出，晶闸管在换相时，由于励

磁变漏感存在，会产生换相缺口，且由于晶闸管的反向
恢复特性，换相时在晶闸管的两端产生了约 ２ ５００ Ｖ
的过电压，而使用突然截止模型的晶闸管在换相时则
没有过电压，表明带反向电流恢复特性的晶闸管能很
好的模拟换相时的过电压，弥补了突然截止模型的
不足。
换相过电压叠加在阳极电压与整流桥输出电压

上，使阳极电压出现了约 ２ ５００ Ｖ的过压，整流桥输出

图 7　 ＋B相晶闸管两端承受的电压

图 8　控制角为 60°时的整流桥输出电压
电压也出现了约 １ ８００ Ｖ的过压。 该电压对励磁变压
器的绝缘、转子绝缘构成较大威胁，因此在工程实际应
用中，须在整流桥阳极侧添加过压吸收装置、在晶闸管
两端并联缓冲电路，且在发电机转子侧应配置转子过
压保护装置，保证设备的可靠运行。

（下转第 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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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域损伤识别的
单一类型信号传感器布置优化方法

裴元义，毕枫桐，朱峰林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各类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总是不断积累损伤，这将给人员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需要寻找能更准确地识别
建筑的损伤位置和程度的方法。 基于时域单一类型信号的损伤识别方法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利用较少传感器在较短
时间内识别建筑的损伤，再通过合理布置传感器的位置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识别结果。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单一类型传
感器优化布置的方法，并通过三维框架算例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时域损伤识别；单一类型传感器；传感器优化布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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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Optimization for Single Type Sensor based
on Time Domain Damag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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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ｈｕ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ｙｐ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ｕ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ｙｐ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ｅｘ-
ａｍｐｌｅ．
Key words：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ｙｐ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基于时域的损伤识别是通过时域损伤识别方程实
现的［１］ 。 由于时域损伤识别方程这一线性方程组存
在病态，即不适定性，所以损伤识别的准确度会受到很
大影响［２ －３］ 。 不适定性是动力学逆问题中常见的问
题，主要由模型误差、测量误差、所需数据的不完整等
引起［４ －５］ 。 本文所提出的传感器优化布置方法的原则
就是通过筛选最佳传感器的位置来减小损伤识别方程

的不适定性，从而提高识别精度。 本文将选用加速度
信号作为单一类型信号的代表来说明基于时域单一类

型信号损伤识别的传感器布置优化方法。

１　基于加速度信号的时域损伤识别
方法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得到建筑在荷载作用下少
部分自由度的加速度响应信号。 本节将介绍基于加速
度信号的时域损伤识别方法。 下式为多自由度线弹性
结构体系的运动方程：

M x
¨

＋C x
痹

＋Kx＝LP（ t） （１）
为减少不确定性因素，阻尼矩阵采用具有普适性

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阻尼模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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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１M＋α２K （２）

1．1　基于加速度响应的结构损伤识别方程

假设αi 为结构第 i个单元刚度变化率（ －１．０≤αi

≤０．０），Ki 为第 i个单元未损伤时的单元刚度矩阵，那
么总刚度改变矩阵为：

ΔK＝Σ
NE

i ＝１
αiKi （３）

将方程（１）两边对αi 求偏导可得：

M 矪 x
¨

矪αi
＋C 矪 x

痹

矪αi
＋K 矪 x

矪αi
＝－矪K

矪αi
x－a２

矪K
矪αi

x
痹

（４）

式（４）中的矪 x
¨

矪αi
，矪 x

痹

矪αi
和矪 x

矪αi
分别是加速度灵敏度向

量、速度灵敏度向量和位移灵敏度向量。 应用对时间
步积分的方法对方程（４）进行求解可以得到上述灵敏
度向量。 用 Sαia表示与第 i 个单元刚度变化相关的加
速度灵敏度向量，由此总加速度灵敏度矩阵可以组装
为：

Ｓαａ ＝［Ｓα１ａ　⋯　Ｓαｉａ　⋯　ＳαＮＥａ］ （５）

则可得到结构损伤识别方程：

Sαa ＋o（a２ ） ＝X
¨

m －X
¨

c （６）

式中X
¨

m 和X
¨

c 分别为损伤后实测的测量加速度响

应和无损伤时的计算加速度响应，可以忽略左侧的高
阶项。 分析该损伤识别方程式可知，如果要使刚度变
化率矢量 a更加准确，就要尽量减小灵敏度矩阵的不
适定性，这要通过合理布置传感器的位置来实现。

1．2　基于加速度响应的结构损伤识别方程求解

使用最小二乘法来求解损伤识别方程（６）可得：

ａ＝［ＳＴＳ］ －１ＳＴ（Ｘ¨ｍ －Ｘ¨ｃ） （７）
由于上式（７）方程是病态的，则通过奇异值分解

方法和阻尼最小二乘法来求解上式：

a＝（STS＋λI） －１ST（X
¨

m －X
¨

c） （８）
式中的λ为正则化阻尼系数，可以调节最小二乘

误差参与值。 将下式（９）中第二项最小化后，便可以
得到式（８）的解：

j（a，λ） ＝‖Sa －（X
¨

m －X
¨

c）‖
２ ＋λ‖a‖２ （９）

使最优正则化参数λ的值趋近 ０，那么刚度变化
率矢量 a的估值便趋近真实值。 本文中计算 λ所使
用方法为 L曲线法。
计算响应可从原始有限元模型中得到。 然后通过

式（８）和式（９）可以计算得出刚度变化率矢量。 而后
用计算得到的新刚度变化率矢量更新有限元模型，再
通过一步步地迭代计算，得到每一步的刚度变化率矢
量 ak（第 k步）。 判别迭代收敛的标准为下式：

‖ak ＋１ －ak‖
‖ak ＋１‖

＜Tolerance （１０）

本文取 Tolerance为 １ ×１０ －３。 将每一步的刚度变
化率矢量叠加便可得到最终刚度变化率矢量 a如下式
所示。 结构的损伤状态便可由此刚度变化率矢量 a
判别。

a ＝∑
k ＋１

i ＝１
Δai （１１）

２　基于加速度信号的布置指标法
上一节介绍了时域损伤识别的方法，本节将基于

此探讨优化传感器布置位置的方法。 由于响应测量过
程中的噪音是不可避免的，若损伤识别方程（６）对噪
音很敏感，便会造成刚度变化率矩阵的误差过大。 因
此需要合理布置传感器的位置来降低识别方程对噪音

的敏感性，也就是降低该方程的不适定性。 不适定性
主要是由灵敏度矩阵的病态和奇异性导致的，它体现
为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 但条件数的计算所需的计算
量十分巨大，对目前我们日常使用的计算机来说是个
巨大的挑战。 本质上来讲，不适定性是由灵敏度之间
相关性造成的。 所以能使得灵敏度之间相关性最低的
传感器布置位置便是局部最优的布置方法。

NE为结构总单元数，nt 为时间步数，可选的加速
度传感器位置共 Nc 个，若计划布置 Nm 个加速度传感

器，那么一共有 CNm
Nc种传感器位置组合布置方法。 用 j

表示加速度传感器编号，那么每种布置方法的灵敏度
矩阵如式（１２）所示，并将该式按列划分。

S＝

S１
αa１ ⋯ S１

αai ⋯ S１
αaNE

… 筹 … 筹 …

Sjαa１ ⋯ Sjαai ⋯ SjαaNE
… 筹 … 筹 …

SNmαa１ ⋯ SNmαai ⋯ SNmαaNE

＝ Sαa１ ⋯ Sαai ⋯ SαaNE （１２）

然后用式（１３）的方法求出灵敏度矩阵 S 列与列
之间的相关系数。 当 i ＝j 时，ei，j表示自相关性系数，
值一定为 １，它对相关性大小必选没有意义，所以令 ei，j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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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j ＝０ i＝j

ei，j ＝
｜Sαai （Sαaj ）

T ｜

｜Sαai （Sαai ）
T ｜ ｜Sαaj （Sαaj ）

T ｜
i≠j （１３）

将相关系数组装为的下式（１４）中的矩阵，定义其
为传感器之间的相关性矩阵。

S ＝

e１，１ ⋯ e１，i ⋯ e１，NE
… 筹 … 筹 …
ei，１ ⋯ ei，i ⋯ ei，NE
… 筹 … 筹 …
eNE，１ ⋯ eNE，i ⋯ eNE，NE NE ×NE

（１４）

定义β（e）为加速度传感器的布置指标：

β（e） ＝ ∑
NE

i ＝１，j＝１
eij （１５）

β（e）越小，说明传感器之间的相关性越小，意味
着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越小，识别方程的不适定性也
就越小，识别精度也就越高。 由此β（e）最小的那组传
感器布置便是局部最优的传感器布置。

３　数值模拟验证
为验证上述布置指标法的正确性，本节将以一个

三维框架模型说明布置指标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
对筛选结果的抗噪能力进行计算验证。

3．1　三维框架模型

三维框架的简图及有限元模型见图 １，模型包括
３７个梁单元和 １７ 个刚性节点，每个刚性节点有六个
自由度。 梁单元的长度都为 ０．５ ｍ，横截面积都为
６．５９７ ×１０ －５ ｍ２ ，杨氏模量为 ２．１ ×１０１１ Ｎ／ｍ２ ，密度为
１．２１３ ×１０４ ｋｇ／ｍ３ 。 本例中假设单元７与单元 １３发生
了损伤，刚度各降低 １０％。 计算使用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阻尼
系数为 a１ ＝１．１１６ ｓ －１和 a２ ＝２．１３１ ×１０ －５ ｓ。 模型的
前八阶固有频率为：９．２１ Ｈｚ，２８．２６ Ｈｚ，３３．７１ Ｈｚ，
４９．０１ Ｈｚ， ４９．７２ Ｈｚ， ７１．０２ Ｈｚ， ８９．８０ Ｈｚ 和
１５３．９３ Ｈｚ。

图 1　三维框架结构及有限元模型
　　在节点 ６和 １２ 分别施加如下荷载 F１ 和 F２，方向
为竖直向下。 总采样时间取 ０．２５ ｓ，采样频率为
２ ０００ Ｈｚ。
F１ ＝６５ ｓｉｎ（３０πt） ＋６０ ｓｉｎ（６０πt） ＋５５ ｓｉｎ（８０πt）
F２ ＝６０ ｓｉｎ（４０πt） ＋５５ ｓｉｎ（７０πt） ＋５０ ｓｉｎ（８０πt）（１６）

由于 x 向的加速度响应很小，故不作为加速度传
感器布置的备选位置；荷载作用点、支座处、角点也不
作为备选位置。 所以可选的加速度传感器位置共 ２２
个，即 Nc ＝２２。 本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上述模型建
模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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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布置指标法的筛选结果及其条件数

分别应用布置指标法从这 ２２ 个备选位置中筛选
出最优的布置方案，同时筛选出最不利布置方案作为
对比。 最优的布置方案即相同传感器数量下布置指标
最小的传感器布置方案，最不利布置方案反之。 本节
对计划布置的传感器个数 Nm 分别为 ２、３、４、５、６ 个的
情况做分析。
表 １为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不同 Nm 对应的最优

传感器布置位置和最不利传感器布置位置，并列举出
了其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以验证布置指标法筛选结
果是否合理。

表 1　加速度传感器数目为 Nm 时最优及

最不利传感器布置及其对应的条件数

传感器

数量 Nm
传感器位置

布置

指标β（e）
灵敏度矩阵

的条件数

最优

布置

方案

２ O１４ｚ，１６ｙ ６５５ |．８２ ２ ９７８ r．６

３ O１４ｙ，１４ｚ，１６ｙ ６４７ |．７２ ２ ６３０ r．４

４ O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４７ |．０２ ２ ３７７ r．５

５ O１１ｙ，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５１ |．３８ １ １６２ r．６

６ O５ｙ，１１ｙ，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７９ |．７５ ９５９ L．０

最不利

布置

方案

２ O２ｙ，８ｙ １ ２１２ 构．６ ８ １２６ r．２

３ O３ｙ，８ｙ，９ｙ １ ２０６ 构．８ ９ １７８ r．６

４ O２ｙ，３ｙ，８ｙ，９ｙ １ ２０６ 构．４ ８ ０２０ r．１

５ O２ｙ，３ｙ，５ｙ，８ｙ，９ｙ １ １８７ 构．７ ４ ７９７ r．７

６ O２ｙ，３ｙ，５ｙ，８ｙ，９ｙ，１１ｙ １ １７３ 构．２ ４ １４３ r．９

　　从表 １可以看出，布置指标较小的传感器布置方
案，它对应的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也较小，所以识别方
程的病态得以减小。 例如计划布置传感器数量 Nm 为

３个时，用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最优传感器布置方案
的条件数为 ２ ６３０．４，与之相比最不利传感器布置方案
的条件数达到了 ９ １７８．６。 所以可以初步证明布置指
标法是合理的。

3．3　对比分析布置指标法筛选结果的条件数

图 ２分别表示计划布置的传感器个数 Nm 分别为

２、３、４、５、６ 个的时候，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最佳传感
器布置方案对应的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与所有布置方

案条件数的对比。 图中横轴表示所有可能的传感器布
置方案按灵敏度矩阵条件数大小从小到大排列后的编

号，纵轴则表示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 图中一个个的

圆点表示每种布置方案对应灵敏度矩阵的条件数；由
于可能的布置方案很多，所以圆点较密，水平线则表示
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最优传感器布置方案对应的灵敏

度矩阵的条件数。
表 ２列出了布置指标法筛选结果的条件数在所有

组合条件数中的排名。
表 2　最优组合的条件数与所有组合条件数对比

传感器

数量 Nm

最优组合

条件数

最优组合

条件数排名

总组

合数

最优组合条件数

排名百分比／％

２ 蝌２ ９７８ 汉．６ ３３ ǐ２２５ 亮１４ 摀．７

３ 蝌２ ６３０ 汉．４ ２６６ 亮１ ５３８ 珑１７ 摀．３

４ 蝌２ ３７７ 汉．５ １ １２６ 珑７ ３１５ 珑１５ 摀．４

５ 蝌１ １６２ 汉．６ １６１ 亮２６ ３３４ �０ P．６１１

６ 蝌９５９ 敂．０ ３６ ǐ７４ ６１３ �０ P．０４８

　　从图 ２和表 ２ 中可以总结得出，布置指标法筛选
得到的最优布置方案的条件数是比较小的，这也就说
明了布置指标法可以筛选得到局部最优的传感器布置

方案，从而降低损伤识别方程的病态，提高损伤识别的
准确性。

3．4　布置指标法筛选结果的抗噪能力校核

为验证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传感器布置方案能否

抵抗噪音的影响，本节以计划布置的传感器个数 Nm ＝
５为例，分析在添加 １０％噪音时以布置指标法得到的
传感器布置方案能否准确识别损伤。
表 ３是 Nm ＝５ 时用布置指标法得到前六组最优

的布置方案，并列举出了它们对应的灵敏度矩阵的条
件数。

表 3　前六种最优加速度传感器组合

前六种

布置组合
传感器位置 布置指标 条件数

布置一 １１ｙ，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５１  ．３８ １ １６２ �．６

布置二 ５ｙ，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５１  ．８２ １ １８３ �．４

布置三 ２ｚ，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７３  ．６７ １ ２１５ �．１

布置四 ５ｙ，１１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８４  ．７４ ９８４ 刎．３

布置五 ４ｚ， １４ｙ，１４ｚ，１５ｙ，１６ｙ ６９０  ．０５ ３ ９２８ �．６

布置六 ５ｙ，１１ｙ，１４ｙ，１４ｚ，１６ｙ ６９０  ．５８ １ ０９２ �．４

　　对测量响应施加 １０％的白噪音，然后用本文中基
于时域的损伤识别方法来得到每种布置方案的损伤情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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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速度传感器为 Nm 时最佳传感器组合与所有传感器组合条件数对比

况。 图 ３给出了用这六种加速度传感器布置方案识别
得到的结构单元损伤识别结果。
从图 ３可以看出，布置指标法得到的前六种传感

器布置方案都能很好的识别出单元 ７ 和 １３ 的刚度降
低了 １０％左右，证明了布置指标法筛选出的最优布置
方案能够较好的抵抗噪音影响，具备工程实用前景。

４　结　语

１）本文介绍了基于时域的损伤识别方程，给出了
损伤方程的求解方法，以数值迭代计算的方法近似得

到结构单元刚度变化率。
２）以识别方程为基础，分析了产生识别误差的根

本原因，即识别方程的不适定性，并将减小该不适定性
作为提高识别精度的方法。

３）为了减小计算机的计算量以满足工程实用，引
入了布置指标这一参数，作为评判识别方程不适定性
的指标，并从理论上推导了布置指标的计算方法。

４）通过一个三维算例成功验证了布置指标法筛
选出的传感器组合所对应的灵敏度矩阵条件数是比较

低的，也就意味着其识别方程的不适定性也是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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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10％噪音下的结构单元损伤识别结果

的，证明布置指标法可以筛选出局部最优的布置方案。
最后验证了所选布置方案具备较好的抗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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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１０ ｋＶ系统中，提高备自投可靠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研究，提出一种提高１０ ｋＶ备自投可靠性的方法，可在现
场维护过程中，不会因运行方式变化致使母线电压衰减缓慢造成备自投动作失败；通过一种新的备自投就绪条件判断方
法，优化逻辑程序，在拥有第三备应急电源的备自投系统中，采用新的逻辑时间配合方式可有效避免非同期合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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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１０ ｋＶ厂用电系统中，为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和

不间断性，通常采用备自投装置实现。 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备自投的动作容易受到运行方式的影响，时而误

动、时而拒动，备自投正确动作对于供电的可靠性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发电企业和一些带重要负

荷的 １０ ｋＶ系统中，一旦备自投失败则会使重要设备

失电，造成严重的后果。

为此，本文提供一种提高 １０ ｋＶ备自投可靠性的
方法，主要解决现场维护过程中因为运行方式变化造

成母线电压衰减缓慢造成备自投动作失败的问题；提

供一种新的备自投就绪条件判断方法，优化逻辑程序；

在拥有第三备应急电源的备自投系统中，采用新的逻

辑时间配合方式有效避免非同期合闸。

１　备自投的使用原则

1．1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应保证只动作一次
备用电源自投装置（简称备自投）是电力系统中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而装设的一种自动切换装置，当某
侧电源因上级故障导致失压后，能够迅速断开该侧电
源并通过母联断路器将备用电源投入运行，从而保证
供配电系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１］ 。
如果系统发生故障，却没有及时的切除故障部位，

就会使得母线的电压显著下降。 第一次将备用电源投
入系统之中使用时，如果故障没有排除，备用电源或备
用设施上的继电保护就会非常迅速地将备用电源或是

备用的设施断开，在这个时候，如果再投入备用电源或
是备用设施，不但会失败，还会促使备用电源或备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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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系统再次遭到故障重创，使设施被摧毁，造成
事故破坏更严重［２］ 。

1．2　工作电源被断开后再启动备用电源
当工作的电源失去电压之后，备用电源就会自动

的介入装置之中并延缓时间，之后先跳工作电源进线
断路器，再对该断路器进行确认，备用电源自动投入逻
辑才能够继续工作［３］ 。

２　现状分析
现有的一些 １０ ｋＶ备自投装置通常采用电压从有

压到无压衰减辅以上升沿延时作为备自投启动和开放

条件，此时如果在 １０ ｋＶ电压从有压到无压衰减过程
中时间过长，则可能因为衰减时间增加而造成备自投
拒动。 同时 １０ ｋＶ从有压到无压衰减时间会随运行方
式而变化，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造成备自投拒动。
如图 １ 所示，图 １ 为 １０ ｋＶ母线失压时电压衰减

图。 录波图中，模拟量通道 ６“Ａｎａｌｏｇ ｃｈ６ ｉｎｐｕｔ”、通道
７“Ａｎａｌｏｇ ｃｈ７ ｉｎｐｕｔ”、通道 ８“Ａｎａｌｏｇ ｃｈ８ ｉｎｐｕｔ”分别为
母线 Ａ、Ｂ、Ｃ相电压，图 １（ａ）中的开关量通道 ９“Ｖ Ｍ＿

ＶＯＬ ＦＡＵＬＴ”为５Ｍ母线失压信号、通道１２“Ｖ ＩＮＣＯＭ-
ＥＲ ＣＢ ＯＰＥＮ ＰＯＳ”为 ５ Ｍ主进线开关分闸位置信号。
图 １（ｂ）中的开关量通道９“ＩＩ Ｍ＿ＶＯＬ ＦＡＵＬＴ”１２ Ｍ母
线失压信号、通道 １２“ ＩＩ ＩＮＣＯＭＥＲ ＣＢ ＯＰＥＮ ＰＯＳ”为
１２ Ｍ主进线开关分闸位置信号。

图 １（ａ）的 ５ Ｍ主进线开关断开（Ｖ ＩＮＣＯＭＥＲ ＣＢ
ＯＰＥＮ ＰＯＳ）至 ５ Ｍ失压（Ｖ Ｍ＿ＶＯＬ ＦＡＵＬＴ）电压衰减
时间约为 １．１９ ｓ，而图 １（ｂ）的 １２ Ｍ在水泵停运，母线
不带空载长电缆的情况下，１２ Ｍ 主进线开关断开（ ＩＩ
ＩＮＣＯＭＥＲ ＣＢ ＯＰＥＮ ＰＯＳ）至 １２ Ｍ 失压（ ＩＩ Ｍ＿ＶＯＬ
ＦＡＵＬＴ）电压衰减时间仅为 ６５ ｍｓ，两种负荷下电压衰
减时间大相径庭，导致在相同的备自投总开放时间内，
５ Ｍ备自投拒动，而 １２ Ｍ的备自投正确动作。 而图 １
（ａ）中 ５ Ｍ电压衰减缓慢的原因是 ５ Ｍ 至 １２ Ｍ联络
电缆的为长达数千米的超长电缆，该电缆对地对地电
容很大，母线失压后电压衰减相对较长。 传统的备自
投未考虑长电缆对地电容导致电压衰减缓慢的影响，
造成备自投在总开放时间内拒动。

图 1　母线失压时电压衰减图
　　传统的备自投逻辑，是根据 １０ ｋＶ母线可能存在
的运行方式进行编程，当备自投启动时，其对应的运行
方式下的断路器位置就作为备自投就绪的条件，只有
备自投启动时对应的运行方式下的断路器处于分闸位

置，备自投就绪条件才满足。 这种判断备自投就绪条
件的方法编程逻辑非常繁琐，不便于备自投动作行为

分析和研究。
在电力系统中为了防止参与备自投的供电母线全

部失电造成严重后果，此时会增加应急电源作为备自
投的第三备电源，而应急备用电源参数大多都与常用
电源参数存在差异，此种设计方式中避免非同期合闸
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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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解决方法

3．1　一种电压自适应启动方法
此种启动方法通过取 １０ ｋＶ母线有压和 １０ ｋＶ母

线电压低于电压低定值 Ｕｌｏｗ（如 ２５％Ｕｅ）两个输入信
号同时配合自保持回路作为备自投启动条件，在母线

电压正常和母线电压由正常下降为不正常的过程中，
备自投可靠不启动，在母线电压继续下降至不正常电
压以下时，备自投立即启动，辅以开关位置等其他判
据，立即动作，解决因为母线带大负荷运行时备自投动
作而母线电压衰减缓慢造成备自投拒动的问题，启动
方法逻辑如图 ２ 所示。

图 2　一种电压自适应式备自投的启动方法逻辑图
　　如图 ２所示，上升沿延时 ｔ１和下降沿延时 ｔ２采用
定时器实现，上升沿延时 ｔ１ 的作用：输入从 ０ 到 １，输
出延时 ｔ１ｓ 再判输入为 １ 后，输出才从 ０ 到 １；下降沿
延时 ｔ２的作用：输入从 １到 ０，输出保持 １状态 ｔ２ ｓ后
才从 １到 ０。 为防止故障电源断路器和备用电源断路
器的多次分合给断路器本身带来损害，防止用电负荷
多次从失电到得电从而损坏负荷设备的事件发生，同
时满足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应保证动作一次的使用

原则，此种启动方法在母线电压失压时备自投装置只
动作一次，在设定的时间内瞬间开放启动条件，在设定
的时间之后即使电压仍继续下降为 Ｕｌｏｗ以下，甚至为
０，备自投也立即关闭。 一方面能有效解决母线电压衰
减缓慢造成备自投拒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备
自投动作的可靠性。

3．2　备自投就绪条件判别方法
本文提供的备自投就绪条件判别方法，其设计思

路来源于备自投动作时其母线上所有开关必然有处于

分闸位置这一状态，如果采取备自投母线开关分位和
工作位作为备自投动作时的就绪条件，就不必采用传
统程序中必须考虑各种运行方式下的断路器位置来作

为备自投就绪条件，从而优化了备自投逻辑程序的篇
幅，提高了前期工作的效率，也有助于后期分析研究，
其备自投就绪条件判别方法逻辑图如图 ３所示。

图 3　备自投就绪条件判别方法逻辑图

3．3　开放备自投时间整定方法

在电力系统中为了防止参与备自投的供电母线全

部失电造成严重后果，此时会增加应急电源作为备自
投的第三备电源，而应急备用电源参数大多都与常用

电源参数存在差异，此种设计方式中避免非同期合闸
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避免非同期合闸风险，通过采用优化第三备

电源的开放时间，在时间配合上充分考虑备自投一、二

备动作时间，在第三备启动条件后增加上升沿延时，保

证第三备电源启动时其他备用电源已无动作的可能，
有效避免了非同期合闸的风险，开放备自投时间整定
方法逻辑图如图 ４所示。

图 4　开放备自投时间整定方法逻辑图 （下转第 ５１页）

２３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８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４
作者简介：董思奇，男，助理工程师，从事水电站水工建筑物施工管理及运行维护工作。

浅谈溪洛渡电站泄洪洞混凝土过流面维护

董思奇，汪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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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电站泄洪洞运行安全，溪洛渡电厂针对泄洪洞运行后存在的各种缺陷，研究制订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维
护、修复方法，并进行了精心实施；截止 ２０１６年１２日，泄洪洞累计泄洪超过 １ ０００ ｈ，最高流速接近 ４０ ｍ／ｓ，过流后经各方
联合检查，未发现流道有明显破坏，情况好于各方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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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of the Concrete Overflow Surface in
Flood Discharge Tunnel in Xiluodu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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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ｗｅｌｌ．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００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４０ ｍ／ｓ．
Key words：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溪洛渡水电站左、右岸各布置有 ２ 条泄洪洞，泄洪
洞均采用有压弯洞后接无压洞，洞内龙落尾的布置形
式，进口置于厂房进水口与大坝之间，为各自独立的岸
塔式进水口，出口位于厂房尾水洞下游，采用挑流消能
形式与下游河道衔接。 其进口与出口落差超过
１００ ｍ，单洞设计流量约为 ４ ０００ ｍ３ ／ｓ，洞内最大设计
流速达 ５０ ｍ／ｓ［１］ ，具备高水头、大流量、高流速的特点。
泄洪洞采用全断面钢筋混凝土衬砌，其中有压隧

洞及无压上平段使用 Ｃ４０ 抗冲磨混凝土，龙落尾及出
口明渠、挑坎等部位过流面使用 Ｃ６０ 抗冲磨混凝土。
高速水流及高标号混凝土的运用对混凝土过流面维护

提出了较高要求。

１　泄洪洞维护检修策略

1．1　运行接管前排查并消除隐患
泄洪洞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运行接管前，运行管理

方与参建各方对混凝土外观及内部质量进行了详细排

查，并针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混凝土施工缺陷进
行处理，在源头上治理缺陷，缺陷全部处理完成，达到
验收标准后方可运行接收。

1．2　初期运行维护策略
泄洪洞过流结束后，及时组织过流面检查，在单孔

泄流量小于 ２ ０００ ｍ３ ／ｓ（约为设计流量的 ５０％）时，按
过流不超过 ４８ ｈ检查一次；单孔流量大于 ２ ０００ ｍ３ ／ｓ
时，按持续过流时间不超过 ２４ ｈ检查一次。 检查后及
时汇总缺陷情况，总结规律。 并根据检修规程并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处理方案；对于影响过流面安
全或有扩大趋势的缺陷，利用泄洪设施运用间隙组织
修复，坚持“随坏随修、不等岁修”的原则。
尽早启动泄洪洞过流面检修项目，提前与具备施

工资质的单位沟通联系，了解各单位的技术力量配置
与施工管理水平；提前策划泄洪洞过流面检修期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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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风、水、电布置。 首次年度检修外协施工方在承担
过溪洛渡电站过流面修补工作的单位中选择，所用材
料根据溪洛渡工程或类似工程修补材料应用情况择优

选用，后续经过论证后，可引进新型修补材料与外协施
工单位。

２　泄洪洞过流面混凝土缺陷修补方案
泄洪洞过流面修补的主要思路是尽可能多的保留

质量达到要求的母体混凝土，防止修补过程中对结构
造成二次破坏；针对缺陷部位进行打磨、凿除等处理，
并以环氧类材料覆盖或填充，最终确保泄洪洞过流面
体型及平整度达到设计要求，混凝土内部密实、表面光
滑，修补材料与母体混凝土结合紧密。

2．1　气泡
针对单个气泡要求采用点补工艺，针对气泡密集

区，可采用面刮修补，面刮修补时要求采用薄刮工艺，
在混凝土表面反复刮涂，确保气泡内部填充饱满密实
的同时不得在混凝土表面留下刮痕，并使无气泡混凝
土表面尽量薄的附着一层修补材料，在刮补前按照下
述要求对混凝土基面进行处理。

１）对选定修补气泡区混凝土表面采用冲毛机进
行清扫，扫除混凝土表面附着物及气泡内部污垢、粉
尘等；

２）采用喷灯烤干或自然风干后按材料修补工艺
进行涂补。

2．2　麻面
针对混凝土表面麻面，使用角磨机对混凝土表面

乳皮进行轻微打磨，若打磨后混凝土表面平整、光滑、
密实，则无需处理；若打磨后外露气泡或表面粗糙，则
参照 ２．１中气泡密集区处理工艺进行面刮处理。

2．3　表面孔洞
１）基面处理。 孔口周边原则上不需要进行切割，

首先采用角磨机扫除孔口周边混凝土上附着物保证周

边平整即可，然后采用高压冲毛机将孔内残渣清洗干
净，再采用高压风或喷灯烤干孔内积水。

２）孔洞填补。 基面处理到达标准后，按照比例拌
制好修补材料后人工直接进行填补，对于孔深、孔径较
大的孔洞则按照修补材料操作工艺分次（层）进行填
补，填补过程中应采用钢筋或钢钎进行捣实，最后进行
抹刀压平抹光等。

３）针对孔口周边混凝土破损、缺角或孔洞填充后
表面粗糙的情况，按照上述填补材料、填补工艺填补后
采用环氧胶泥进行表面刮涂［２］ 。

2．4　混凝土表面破损、划痕

１）混凝土表面破损处理。 对于因意外原因造成
的混凝土表面破损，采用冲毛枪将其周边松散部分清
除，电动钢刷将内部污垢清理干净后，喷灯烤干或吹风
吹干，以环氧砂浆填充修补破损部位，表面压实抹光。

２）混凝土表面划痕处理。 对于混凝土表面划痕，
采用冲毛枪将划痕内污垢、乳皮和粉尘等清洗干净，喷
灯烤干后采用环氧胶泥进行填充和刮涂。

2．5　混凝土温度裂缝
２．５．１　裂缝的处理原则

按照设计要求，混凝土裂缝应根据缝宽和缝深进
行分类，因此，依据缝宽分四个等级，依次为 Ｉ 类裂缝
（缝宽 δ ＜０．１ ｍｍ）、Ⅱ类裂缝（缝宽 ０．１ ｍｍ≤δ ＜
０．２ ｍｍ）、Ⅲ类裂缝（缝宽 ０．２ ｍｍ≤δ＜０．５ ｍｍ）及Ⅳ
类裂缝（缝宽 δ≥０．５ ｍｍ），为便于组织实施及现场操
作，裂缝处理制定如下的原则：

１）缝宽＜０．２ ｍｍ（不含 ０．２ ｍｍ）的干缝进行表面
封闭、盖缝处理，对于缝内有钙析物溢出、渗水等则进
行化学灌浆处理；

２）缝宽＞０．２ ｍｍ（含 ０．２ ｍｍ）的缝均进行化学灌
浆处理。
２．５．２　表面封闭、盖缝处理

处理方法：采用高压水将缝面冲洗干净并烘干，然
后采用环氧胶泥对裂缝表面进行封闭，封闭宽度２０ ｃｍ
（缝两侧各 １０ ｃｍ），厚度 ２ ｍｍ左右。
２．５．３　裂缝化灌方法

根据“尽量保留母体混凝土，减少二次破坏的原
则”，泄洪洞过流面混凝土裂缝化灌工艺宜选用“贴嘴
无损灌浆工艺”，其流程依次为：裂缝表面处理→粘贴
注浆嘴→封缝→压风检查→灌浆→缝面处理。

１）裂缝表面处理。 沿裂缝两侧使用冲毛枪冲洗
或角磨机轻微磨光处理，清除混凝土表粘结的杂物，处
理宽度为裂缝两侧各 １０ ｃｍ 左右，处理完成后用抹布
将缝面周边粉尘清理干净并晾干。

２）粘贴注浆嘴。 注浆嘴采用环氧胶泥进行粘贴，
粘贴时为保证注浆嘴对准裂缝，采用引导针辅助进行，
同时，为避免粘贴材料打底基液不堵塞缝口，注浆嘴粘
贴位置要求不涂刷底油。

３）封缝。 注浆嘴粘贴完成、且有一定强度后即采
用环氧胶泥对缝面进行封闭。

４）压风检查。 封缝完成 ４８ ｈ 后采用 ０．１ ｍ３ ／ｍｉｎ
小型空压机逐个注浆孔压风检查其裂缝密封性，若密
封性合格则进行下一步施工，若不合格则要求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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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缝。
５）灌浆。 灌浆采用注浆机或自动注浆器（自动注

浆器最大注浆压力值可达 ０．５ ＭＰａ）进行灌浆，采用逐
嘴灌注、由下而上、由深到浅的灌浆方式，注浆起始压
力值为 ０．２ ＭＰａ、最大压力值不超过 ０．６ ＭＰａ（底拱／
板为 ０．６ ＭＰａ、边顶拱／边墙为 ０．４ ＭＰａ）。 在灌浆时
若如出现渗漏浆液情况，先停止灌浆，渗漏出采用堵漏
剂封闭后再在进行灌浆，直至达到灌浆结束标准。

６）缝面处理。 待浆液凝固后除去注浆嘴，并对缝
面进行打磨，打磨平整即可。

2．6　施工缝
２．６．１　施工缝的处理原则

施工缝处理主要目的为防止在止水失效情况下，
水流脉动压力传递到混凝土衬砌与基岩界面造成的抬

动破坏以及施工缝周边体型突变引起流态紊乱而造成

的空蚀破坏。 因此，施工缝的处理重点在于渗水施工
缝化灌、施工缝错台打磨、破损施工缝盖缝等，施工缝
处理主要内容及原则如下。

１）渗水施工缝的处理。 对于泄洪洞过流面所有
渗水施工缝均采用聚氨酯类材料进行化灌处理。 圆形
隧洞环向渗水施工缝按照边顶拱 ２６０°＋纵向施工缝
上下游２．０ ｍ进行灌浆，纵向施工缝对于有渗水仓位，
按照单仓 ９．０ ｍ＋单仓上、下游环向 ２．０ ｍ（纵向缝与
环向缝相交点两侧各 ２．０ ｍ）浆［３］ ，整体灌注为工字
型，以防渗水点移动，城门洞型隧洞边墙渗水施工缝按
照边墙过流面以下控制灌注范围；具体灌注原则及范
围可结合现场实际适当进行调整。

２）施工缝缝面打磨、盖缝处理。 对于泄洪洞过流
面所有施工缝、层间缝存在错台的均要求按照设计坡
比进行打磨平顺，打磨后的缝面如出现表面破损、参差
不齐、接缝不均匀等缺陷则需进行盖缝处理。
２．６．２　渗水施工缝化灌

根据建设部“尽量保留母体混凝土，减少二次破
坏”的原则，泄洪洞过流面渗水施工缝化灌工艺首选
“贴嘴无损灌浆工艺”，当现场不能满足止水要求时再
打骑缝孔进行灌浆。

“贴嘴无损灌浆工艺”主要操作流程依次为：表面
处理→粘贴注浆嘴→封缝→缝内清洗→压风检查→灌
浆→缝面处理。

１）表面处理。 沿施工缝两侧使用角磨机进行磨
光处理，清除混凝土表面弱粘接质，处理宽度为２０ ｃｍ，
处理完成后采用高压水沿施工缝冲洗，以保证缝口敞
开无杂物。

２）粘贴注浆嘴。 注浆嘴采用环氧胶泥进行粘贴，

粘贴间距根据缝宽进行粘贴，缝宽＜０．３ ｍｍ 时，注浆
嘴间距 ２０ ｃｍ，缝宽≥０．３ ｍｍ时，注浆嘴间距 ３０ ｃｍ，
粘贴时为保证注浆嘴对准缝口，采用引导针辅助进行，
同时，为避免粘贴材料底基液堵塞缝口，注浆嘴粘贴位
置要求不涂刷底油。

３）封缝。 注浆嘴粘贴完成、且有一定强度后即采
用环氧胶泥对缝面进行封闭。 若施工缝表面有严重渗
水，应先沿施工缝从上至下进行堵截渗水，堵截采用导
引或围堵的方式，封住后让缝内的水全从灌浆嘴流出，
再采用环氧胶泥或直接在其施工缝面采用堵漏剂对其

进行封缝。
４）缝内清洗。 封缝完成 ４８ ｈ 后对施工缝内灌注

裂缝清洗剂进行清洗，对缝内青苔、钙化物等污染物有
效进行清洗。

５）压风检查。 缝内清洗完成后采用小型空压机
逐个注浆孔压风检查其裂缝密封性，若密封性合格则
进行下一步施工，若不合格则要求重新封缝。

６）灌浆。 采用注浆机进行灌浆，采用逐孔灌注、
由下而上、由宽至窄、逐步推进的灌浆方式，灌浆压力
一般采用 ０．３ ～０．５ ＭＰａ，根据进浆速度逐级缓慢提
升，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提高压力，以保证浆材更好
的渗透到细微裂缝，当进行最后的灌浆嘴进浆时，注浆
设备的显示器停止进浆或在稳定压力下 １５ ｍｉｎ 内连
续吸浆率小于 １０ ｍＬ／ｍｉｎ，且压力不下降，即可结束
灌浆。

７）缝面处理。 待浆液凝固后除去注浆嘴，并对缝
面进行打磨，打磨平整即可。
２．６．３　施工缝盖缝

对于泄洪洞过流面施工缝、层间缝需盖缝的情况，
其处理措施为，采用高压水或风将缝面冲洗干净并烘
干，然后采用环氧胶泥对其裂缝表面进行封闭，封闭宽
度 ２０ ｃｍ（缝两侧各 １０ ｃｍ），厚度 ２ ｍｍ左右。

３　修补材料的选择及技术指标
泄洪洞混凝土外观缺陷修补中使用的环氧材料主

要考察两个重要指标：环氧砂浆抗压强度≥６０ ＭＰａ，
与混凝土粘结强度大于≥２．０ ＭＰａ；环氧胶泥抗压强
度≥４５ ＭＰａ，与混凝土粘结强度大于≥２．５ ＭＰａ［４］ 。
环氧类浆材应选择改性原料配制的抗拉强度、抗

压强度、粘结强度高，化学性质稳定，但粘度低、潮湿或
水中固化，弹性变形大的改性环氧浆材。
环氧类材料宜选用改性环氧树脂、新型固化剂及

特征添加料等为基料而制成的高强度、抗冲蚀耐磨损
的新型修补材料，且其稀释材料应选用无毒或低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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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应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抗冲磨性能，与混凝土
粘结牢固，并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混凝土修补中宜选用的环氧砂浆及环氧胶泥类材

料应具有以下特点。
１）良好的触变性能。 静置状态下材料呈不易流

动的凝胶态，即使在顶拱或侧墙的孔洞及表面使用也
不易出现变形、流挂等现象；而在搅拌、刮涂等施工过
程中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易于施工操作。 既要确保施
工后修补材料表面达到平整光滑的质量要求，又要具
有良好的施工性能。

２）良好的填充和自流平性能。 填补孔洞、破损、
气泡等缺陷时，能够较容易地充填饱满、密实，同时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缩孔、刮痕等缺陷在固化过程中能够
自行愈合，易于保证施工质量。

３）良好的匹配性能。 修补材料与母体混凝土能
够良好的匹配和结合，具备与混凝土材料相近的热膨
胀系数，同时具有良好柔韧性和较低的弹性模量，提高
修补后混凝土同修补材料结合体系的抗冲击性能，在
外界冲击、基础沉降、温度应变引起的外力作用下，具
备良好的变形能力，不易脆性破坏。

４）良好的环保性能。 修补材料的各个组分，特别
是固化剂和稀释剂，所含成分均无毒或毒性较低，主要
毒性成分的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值，对于通
风较差的长隧洞施工，其检测方法应参考室内装修材
料测试方法，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同时防止造
成环境污染。

５）良好的适应性。 修补材料可在干燥、潮湿、强
紫外线、大风、低温等不利外界条件下施工，并在上述
恶劣环境下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同时，多组分材料的
配合比应具备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而不大幅影响施工性

能和修补质量的能力，以适应大规模施工过程中引起
的质量波动。

６）良好的力学性能。 修补材料自身各项力学指
标良好，其力学性能不应低于母体混凝土，且与母体混
凝土粘结牢固，不易在接触面发生开裂和剥落。

４　修补材料施工工艺标准及流程

4．1　填充及刮涂类施工
环氧类材料用于刮涂和修补时，主要分为四个流

程：基面处理→材料配制→填充刮涂→养护。
１）基面清理。 对原混凝土表面、孔洞内壁及周

边、缝面两侧等混凝土与修补材料的结合部位，将附着
杂物清理干净后，采用高压水将基面上的污垢、乳皮、

浮浆或破损松动颗粒等冲洗干净，直至表面无灰尘杂
物，高压水枪喷嘴宜选用 １５°型，冲洗压力以不破坏母
体混凝土的最大压力为宜。 冲洗采用烘烤、吹风或自
然风干等方式使界面干燥，干燥过程中应注意对接触
面的保护，防止二次污染，影响修补效果。

２）材料配制。 根据现场实际用量，适量拌制修补
材料，拌制过程应严格按照材料配比投放，施工现场必
须配置电子称等计量器具，对于出厂时将 Ａ、Ｂ组分按
比例分别灌装于不同大小容器中的材料，实际使用过
程中若未一次性整桶使用的，亦应称量后严格按比例
配置；材料拌合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拌合后的材料
应及时使用，拌合物超过产品标称的可施工时间或出
现凝固现象时，不得继续使用。

３）填充和刮涂。 首先用毛刷在基面上涂刷配置
好的基液，涂刷过程中尽量做到薄而均匀，既无漏刷部
位，又无基液流淌，待基液达到材料要求时，方可填充
或刮涂，时间间隔可按材料性能说明及使用环境适当
调整，不同种类和品牌的环氧材料对基液状态的要求
有较大差异，如基液呈拉丝状或基液全干失去粘性等
不同描述，施工过程中应按其要求，严格控制，确保粘
结牢固。 对施工孔洞、较大表面破损等缺陷，应采用环
氧砂浆逐层充填并人工夯实，为避免一次填充过多难
以夯实，应控制单次填充量，每次填充 ３０ ～４０ ｍｍ 厚
为宜；对于混凝土气泡、麻面、划痕等深度较浅的轻微
破损，以及环氧砂浆填充后造成的表面粗糙等缺陷，应
采用环氧胶泥进行表面薄层刮涂，刮涂时除明显孤立
气泡采用点刮法外，气泡密集区、麻面等均宜采用面刮
法，刮涂过程中使用三角铲或小型抹刀在缺陷部位周
边反复用力刮涂，每次刮涂后及时铲掉无缺陷混凝土
面上附着的胶泥痕迹，直至缺陷部位填充饱满，而无缺
陷部位刮涂后表面光滑平整，无棱角、突起、搭缝、划痕
等，与原混凝土面过渡平顺，刮涂，厚度均匀且薄至半
透明状。 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对原混凝土面的保护，防
止修补材料掉落或附着于混凝土表面，施工完成后应
对场地及时进行清理。

４）养护。 环氧类材料宜干燥养护不少于 ３ ｄ，其
间应注意防护，防止水浸、踩踏、碾压等外力冲击或划
擦，同时对于恶劣天气状况下的室外施工，应采取防
雨、防晒、防风等措施，确保修补质量。

4．2　裂缝灌浆施工
贴嘴法灌浆施工主要分为六个流程：裂缝表面处

理→粘贴注浆嘴→封缝→压风检查→灌浆→缝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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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１）裂缝表面处理。 裂缝两侧 １０ ｃｍ范围内应充分

清理，不得残留油污、乳皮、杂物等，对裂缝及周边存在
局部松散或破损的，亦应彻底清除。 冲洗后应充分晾
干，并防止二次污染，若进行下一步工作前，发现缝面
周边存在粉尘等污染，应用抹布擦拭干净。

２）粘贴注浆嘴。 注浆嘴粘贴距离不宜大于
０．５ ｍ，裂缝交叉点、尖灭点应粘贴注浆嘴。 粘贴前应
检查注浆嘴的完整性，防止注浆过程中注浆嘴发生破
坏或铲除注浆嘴时，注浆嘴破损造成异物残留；同时应
严格控制间距，并使注浆嘴对准裂缝部位。

３）封缝。 裂缝封缝要求可参照 ４．１ 中环氧胶泥
刮涂之标准，封闭宽度 ２０ ｃｍ、封闭厚度 ２ ～３ ｍｍ、
１０ ｍｍ（注浆嘴 １０ ｃｍ ×１０ ｃｍ 范围内要求封闭厚度
１０ ｍｍ、其余位置封闭厚度不超过 ３ ｍｍ），封缝时要求
缝中高、两边低，同时要求缝面刮涂平整光滑，以减少
后期缝面打磨工程。

４）压风检查。 压风检查应采用洁净压缩空气检
验裂缝与贴嘴之间的畅通性和封缝的密封性以及管路

安装的牢固性、可靠性等，压风检查风压不得超过最大
灌浆压力的 ３０％。

５）灌浆。 灌浆过程中严格控制注浆压力和注浆
顺序，注浆压力逐步提升，直至设计压力，灌浆设计应
配备量程较小的灵敏压力计；所灌浆液应严格按产品
说明中规定的比例配置，并在其有效时间内使用完成。

６）缝面处理。 清除灌浆嘴应注意对缝面的保护，
防止对混凝土表面的破坏和灌浆嘴破损残留；若铲除
灌浆嘴后应对盖缝材料进行局部打磨，不得留有错台、
突起、划痕等，与混凝土面平顺过渡。

５　施工质量检测

5．1　修补材料控制
修补材料强度、粘结性等自身力学性能是成功修

补的基础，应根据设计要求及 ＤＬ／Ｔ５１９３ －２００４枟环氧
树脂砂浆技术规程枠之要求，对拟用于修补的材料的
力学性能进行试验检测，对于承受高水头、高流速等特
殊要求的高标号混凝土，其修补材料的选择应组织专
门的生产性试验或原型观测试验，无法开展原型观测
的，可以高压水模拟高速水流，对局部材料进行冲刷试
验，生产试验过程中应做好材料性能及施工工艺的记
录，注重考核其施工过程中的简易型和可推广性；试验
后以现场拉拔、钻芯取样等方式检验材料新能。

5．2　修补过程控制
混凝土缺陷修补工作同大规模浇筑工作存在显著

差异，缺陷修补通常处于整体施工的尾工部分，且水工
建筑物施工受天然来水影响较大，泄水建筑物有汛前
投运的要求，因此，缺陷修补工期往往比较紧张，且修
补作业过程中点多面广，施工设备及施工条件相对浇
筑阶段较为不利，施工组织及质量控制难度较大，更应
建立健全的混凝土缺陷处的组织机构，分区明确责任
人和责任范围，监督操作人员严格执行修补材料产品
说明中要求的成分配比、时间等，并及时高效处理现场
验收环节和现场问题，确保施工过程顺利，施工质量良
好；修补施工开始前，应制定规范细致的施工方案和工
艺标准，以指导现场施工，同时对现场技术人员及操作
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并及时组织统一考核；建立质
量追踪制度，在修补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考察效果，在循环中不断提升，确保缺陷修补后到达良
好的使用效果。

5．3　修补后检测
对于表面刮涂及填充类修补，修补完成后应观测

其外观是否均匀、平整、光滑，有无粗糙、棱角、凸起、划
痕等质量缺陷，观察或以小锤敲击的方法检验修补材
料填充是否密实，有无脱空现象，对存在修补质量达不
到标准的部位，应将修补材料清除后重新施工；对于化
学灌浆灌注裂缝等内部缺陷修补方式， 除按
ＤＬ／Ｔ５４０６ －２０１０枟水工建筑物化学灌浆枠中规定的项
目进行检测外，应注意对重要混凝土表面，特别是过流
面的保护，检测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混凝土的破坏，可根
据施工过程记录，选取可能灌注质量较差的部位，做钻
孔取芯检测，若其质量良好，可类推其他部位，或以声
波、雷达等非破坏性手段检测，以保护原有混凝土结构
的整体性。

６　缺陷修补小结
水工建筑物的施工通常受天然来水及枢纽投运的

限制，其节点工期要求严格，整体施工工期的压缩及混
凝土施工工期滞后都会压缩消缺工作的有效时间，因
此，消缺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尽早启动、精心组织、严格
控制。
混凝土缺陷处理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和完成，意识

是根本。 应从混凝土浇筑期间树立严谨的质量意识，
并将其持续到消缺工作来，管理人员应做到“基本概
念清楚，基本情况了解，基本方法掌握，基本职责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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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要求，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控制质量，以坚决处
理的决心消除质量隐患，才能在管理过程中及时决策，
正确指导，特别面对可能存在的混凝土内部缺陷时，即
便付出一定代价，也毫不犹豫地要将其彻底消除，不留
隐患；混凝土消缺工作应尽早开展，并确定修补的基本
材料和方法，在浇筑过程中利用有利的施工条件，可对
气泡、麻面、施工孔洞、外露拉条等常规缺陷及早开展
修补工作，且浇筑阶段混凝土尚未完全达到龄期，其强
度处于发展阶段，更有利于修补材料同混凝土的良好
结合，取得更好的修补效果，避免了大量资源的重复投
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施工工期的压力。
混凝土消缺能否达到补强加固的目的，材料是基

础。 目前，国内树脂类修补材料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
齐，但发展十分迅速，其成熟性及规范性均有待提高，
材料选择除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外，宜组织针对待选
修补材料的室内试验及生产试验，考察的重点在于修
补材料与混凝土的粘结性能与其自身的抗冲磨性能

上，同时，试验过程中也应重点关注修补材料的施工工
艺，对混凝土破坏大、施工工艺复杂、施工要求过高的
修补工法应予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开展混凝土
消缺工作后，由于施工环境恶劣、施工队伍复杂等因
素，很难确保施工工艺毫无遗落的落实到每一处缺陷
上，因此，材料配比、施工工法要求等方面有较大的可
调整空间的材料，更易于大规模推广，也有利于施工质
量的保障，避免出现生产试验中表现优异的材料，在实
际运用后未取得良好效果的现象。
混凝土消缺能否达到目的，管理是关键。 混凝土

消缺工作过程中，特别是施工前期，易出现新问题、特

殊问题等开工前未考虑周全或现场不易操作的现象，
且在施工过程中，对部分工艺工法的调整比较频繁，这
就要求必须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且机构层级清晰，管
理跨度合理，对新增及变更的工法，应及时整理成文字
材料，并逐级快速准确传达，对基层作业人员，利用好
班前会、技术交底等时机，宣贯操作方法和质量要求，
避免出现口头指令、多头管理，甚至口径不同等现象。
良好的组织管理和施工记录，不仅是确保施工质量的
关键，也为后期的验收、结算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７　结　语
截止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日，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累计过

流时间超过 １ ０００ ｈ，最高流速接近 ４０ ｍ／ｓ，过流后经
各方联合检查，未发现明显破坏，过流后流道情况好于
各方预期。 因此，本文所述的高速水流泄洪洞运行维
护方式和缺陷处理过程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可为类似
工程的维护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１］聂庆华， 陈庄明， 许传稳．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工程技术
创新与创新管理［ Ｊ］．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４， ３３（ ｓ２）： １００
－１０４

［２］杜关， 陶益民．环氧类材料在毛尔盖电站引水隧洞混凝土
缺陷修补中的应用［ Ｊ］．水电站设计， ２０１２， ２８（ｂ１）： １１４
－１１７

［３］王瑞， 黄浩钦．溪洛渡水电站右岸泄洪洞过流面混凝土缺
陷处理程序及方法［Ｊ］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４， ３３（ｓ１）： ２４
－２８

［４］鲁振国．混凝土缺陷修补技术研究及实践［ Ｊ］．技术与市
场， ２０１５， ２２（１０）： １５ －１６， １８

（上接第 ４页）
４）从政府角度看，水电开发项目主要属于经营性

项目，不属于政府投资范围，政府部门不宜对具体开发
方案介入过细，要加快职能转变，负责水能资源的宏观
管理。
当前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政府部门要
加快职能转变，负责水能资源的宏观监控、管理和服
务，负责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环境
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５）从规划设计研究单位角度看，编制水电开发方
案应严格遵循有关规程规范，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权衡
各方利益，制定合理的最优开发方案。

水力发电规划等前期工作是水电工程建设的基础

条件，是工程立项的依据，是保证工程安全、发挥工程
效益的基础。
规划设计研究单位应做好建设项目各项前期工

作，保证工作成果符合有关规程规范要求的勘察设计
深度，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要求，并应特别注意加深
对水能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研究破解生
态文明新问题，实现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
参考文献：

［１］ＳＬ２０１ －２０１５， 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程［Ｓ］
［２］．２０１８年中国水电发展趋势探讨［Ｊ］．中国水能及电气化，

２０１８（３）： １ －３
［３］张超．新形势下水力发电企业提质增效的探讨与思考［ Ｊ］．
水力发电， ２０１７， ４３（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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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气源热泵的热水机组
在水布垭电厂生活基地的应用

孙　伟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根据电厂燃煤锅炉的现状，结合环保新要求、电厂实际情况和市场主流技术应用状况，从结构原理、投资、能耗、施
工各个方面对比了房间加装电热水器和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两套供热置换方案，选出了较佳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方
案。 并对空气源热泵系统投运后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后续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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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Air-source Heat Pump Water Heater
in Living Base of Shuibuya Hydro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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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ｗｏ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ｉｒ-ｓｏｕｒｃ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湖北清江水布垭电厂是清江流域开发的龙头电
站，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总
装机容量 １ ８６０ ＭＷ，具有多年调节能力，在华中电网
中作为骨干调峰调压调频电厂，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独
特，无论电厂四台机组还是电网系统重要的事故备用
机组和国调的紧急调度设备，都需要进行精细管理。
故为电厂人员提供良好稳定、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
让员工住的舒心省心，可有效保障人员队伍的战斗力，
间接为安全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因为水布垭生活基地距离宜昌 １６８ ｋｍ，公司总部

和家属又都在宜昌，两地之间往返较远耗时较长，加上
设备检修、接待等工作的需要，所以水布垭生活基地配
备有住房 ３４２间（套），可容纳入住人数 ３５０ ～４００人。

水布垭电厂生活区原有 ２ 台 ＤＺＬ２ －１．２５ 燃煤锅
炉热水供应系统，主要供给基地生活区职工宿舍（１７９
间）、接待中心（９７间及洗衣房）、工勤楼（６３间）、专家
楼（３栋）、职工食堂蒸汽煮食及洗碗用热水。 这 ３４２
间房供热取暖、洗漱用热水均采取燃煤锅炉集中供热
的方式，有效保障了广大员工生活的需要。

２台 ＤＺＬ２ －１．２５ 燃煤锅炉热水供应系统位于生
活基地锅炉房，占地面积 ９００ ｍ２ ，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４１３．５ ｍ２ ，为四类建筑 ７ 级抗震设计，房屋结构正常安
全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作为特种设备有专门的锅炉房、
化验室、值班室、水泵房、换热站、烟囱间、卫生间以及
存煤区、煤渣区，还有 ４名锅炉工 ２４ ｈ 倒班，以保证燃
煤锅炉的正常运行。 该套燃煤锅炉热水供应系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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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投入使用，至今已 １５ 年。 而燃煤锅炉的环保
性差，不符合当今节能减排环保的新要求。 并且锅炉
房鼓风机和引风机噪声高达 ７０ ～８５ ｄＢ，锅炉运行中
蒸汽压力释放阀还定期排气，排气噪声功率级常常高
达 ８０ ｄＢ以上，污染范围方圆几百平米，对员工生活影
响较大［１］ 。
根据湖北清江水布垭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专

项验收会议及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巴东县质监局送达的
枟加快推进全县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工作方案枠的通知
及清江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８月生产例会会议纪要的要求，要
尽快采用清洁能源替换燃煤锅炉，有效促进节能减排，
切实改善区域空气质量。

１　燃煤锅炉的替代方案分析
水布垭电厂作为典型的水力发电厂，可以使用水

力发出的电能完美地给生活基地提供清洁能源，故以
电能为输入的供热方案可以有效地替代基地的燃煤锅

炉。 电厂也提出了两套以电能驱动提供热源的解决方
案，具体如下。

1．1　房间加装电热水器的方案
电热水器是指以电作为能源对冷水进行加热的热

水器，是与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相并列的三大热
水器之一。 电热水器按加热功率大小可分为储水式
（又称容积式或储热式）、即热式、速热式（又称半储水
式）三种。
可对生活基地的 ３４２ 间房屋采取分布式供热方

案，主要以单个房间加装电热水器来满足员工的生活
用热水需要，具体如下：

１）电厂生活区宿舍楼 １７９ 间，安装海尔 ＥＳ８０Ｈ －
Ｅ７（Ｅ）新 ＴＴ半隐藏３Ｄ速热 ８０ Ｌ电热水器１７９台（宽
４８０ ｍｍ ×高 ５６８ ｍｍ ×长 ８８１ ｍｍ， 加热功率
３ ０００ Ｗ）；

２）水布垭接待中心 ９７ 间（含公共洗手间 １ 间），
安装海尔 ＥＳ８０Ｈ －Ｅ７（Ｅ）新 ＴＴ 半隐藏 ３Ｄ 速热 ８０ Ｌ
电热水器 ９７台（宽 ４８０ ｍｍ×高 ５６８ ｍｍ×长 ８８１ ｍｍ，
加热功率 ３ ０００ Ｗ）；

３）工勤楼 ６３ 间，安装海尔 ＥＳ８０Ｈ －Ｅ７（Ｅ）新 ＴＴ
半隐藏 ３Ｄ速热 ８０ Ｌ电热水器 ６３ 台（宽 ４８０ ｍｍ×高
５６８ ｍｍ×长 ８８１ ｍｍ，加热功率 ３ ０００ Ｗ）；

４）别墅 ３ 栋，安装 ３ 台格力（ＧＲＥＥ）ＳＸ３５０ＬＣ／Ｂ１
（ＫＦＲＳ －７．２／Ａ３）３５０ Ｌ 泉之恋空气能热水器，参数
１９２３ ×７９０ ×７２５，制热量 ７ ２００ Ｗ；推荐赛特奥 ５００ Ｌ
ＫＦＲＳ－７．２；

５）洗衣房安装 １台诺贝思 １０８ ｋＷ电加热蒸汽发

生器 ＮＢＳＡＨ１０８ＫＷ， ５０ ×３ ＋１ ×２５ 带铠装电缆
３００ ｍ。

６）职工洗碗池区域安装海尔 ＥＳ８０Ｈ－Ｅ７ 电热水
器 ２台。
采用该套供热方案，总投资预算为 ２０３万元，施工

总工期为 ６０ ｄ。 缺点是所有房间的水管要重新开槽、
布线，每个房间要拆除天花板、重新计算电能负荷，更
换进户电源开关，要加装符合热水器负荷要求的电线。
且电热水器投入运行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维护保养，
检查接地、更换热水器内胆镁棒等工作，３４２ 间房维护
起来工作量大、耗时耗工、保养费用较高，且需要所有
员工配合安装、维保等工作，给员工正常生活作息带来
不便。

1．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分区集中供热方案
水布垭水电站自然气象条件如下：
多年平均气温：１６．４℃；
极端最高气温：４２℃；
极端最低气温： －１５℃；
多年平均风速：１．２ ｍ／ｓ；
年平均相对湿度：８４％；
多年平均降水量：１ ００７ ｍｍ。
分区集中供热方案考虑到职工值班楼、接待中心、

工勤楼、专家楼、食堂等各处需要供热的区域散布在水
布垭生活基地，可以采用分布式集中供热方案，对各个
供热点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集中供热的方式，减
少了各个区域联在一起集中供热的管道布置和传输过

程中的热能损耗，各个区域按照用热水需要由空气源
热泵热水机组供应热水，实现节能环保的目的。
依据枟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枠ＧＢ 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０

第五章第一节枟热水用水定额、水温和水质枠中的热水
用水定额国家标准为依据，结合水布垭生活基地的实
际状况，建议空气能热水器方案如下。

１）１号职工值班楼（１７９ 间）供热。 在 １ 号职工值
班楼屋顶安装 １０匹热泵热水机组 ２ 台套、５ 匹热泵热
水机组 １ 台套，在旁边基础柱上安装 １８ ｔ ３０４ 不锈钢
保温水箱，热水进水管在屋顶与原热水管道相连，回水
主管从屋顶通过 １号宿舍楼检查井接至地面与原回水
管对接，同时对管道及水箱进行保温处理。

２）接待中心区域供热。 在接待中心屋顶楼面安
装 ５匹热泵热水机组 ３ 台套，同时在旁边基础柱上安
装 １６ ｔ ３０４不锈钢保温水箱。 热水进、回水主管从屋
面通过楼梯间换步台（构造柱旁）开孔接至接待中心
大门旁地沟与原进回水管道对接，同时对管道及水箱
进行保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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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工勤楼（６３ 间）区域供热。 在工勤楼洗衣机房
门口左侧空地安装 ５ 匹热泵热水机组 ２ 台套及配套设
备，在机组旁边安装 １０ ｔ ３０４ 不锈钢保温水箱一个。
在管沟铺设冷水进水管与原锅炉房冷水管相连，热水
进水、回水管接原锅炉热水管网，同时对管道及水箱进
行保温处理。

４）专家楼（３栋）供热。 在每栋专家楼下架空层各
安装 １ 台不小于 ３８０ Ｌ 分体式热泵热水器和配套水
箱，冷水进水管接原冷水管，出水接原进房间供热水管
网上，供水方式由下至上。

５）食堂供热。 在职工洗碗池左边 １．５ ｍ 处平行
安装 ２ 台 ８０ Ｌ 电热水器，在食堂洗碗池旁安装 １ 台
８０ Ｌ电热水器，进水（冷水）接新管，出水（热水）接入
原热水管进入混合阀，电源采用 ４ 平方多股铜芯线重
新布线。
采用该方案，整个改造项目总计投资预算为 １３４

万元，总工期 ６０ ｄ。
1．3　两种方案比较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作为一种高效节能和清洁的

供热方式，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南等地区得到广泛
应用［２］ 。 结合上面介绍的水布垭区域自然气象条件
来看，冬季室外温度较高，加上整个水布垭基地供热负
荷不大，况且目前空气源热泵已经可以应用到－２０℃
以上地区，低温运行区域大大拓宽，更加适合应用于水
布垭基地。
相比于每个房间单独使用电热水器的方案，空气

源热泵热水机组的方案整体上节约了 ７０ 万元左右。
同时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运行成本低，节能效果突出，
投资回报期短，空气源热泵可节省 ７０％的电能，与电
热水器相比，全年费用为电热水器的 １／４ 左右（见图
１），短期可收回投资。 每耗电 １ ｋＷ 平均可以产生
４ ｋＷ的热能，同等耗电量比电热水器多制热水 ３倍左
右，经济性上全面超越电热水器。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各
种类型的热水器比较中，空气能热水机组性价比上全
面超过了电、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及太阳能热水
机组。
施工安装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对员工住宿、生活

影响小，仅需要更改外部部分水电管路即可，且后期的
维护、保养均在公共区域进行，不会入户，对员工工作
生活影响小。 并且，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方案由工控
机控制运行且与生活区监控系统可联网，无需专人值
守；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适用范围广，一年四季全天候

图 1　不同类型热水器能耗性价比分析
使用，不受阴、雨、雪等恶劣天气和冬季夜晚的影响，可
保证全天候供应热水。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方案可以做到在加热热水的

过程中彻底水电分离，从根本上杜绝漏电触电事故，并
且在使用过程中无需任何燃料输送管道，没有燃料泄
露等引起火灾、爆炸、中毒等的危险。 且空气源热水机
组方案在工作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毒气体、温室气体和
酸雨气体排放，更无废热污染。
综上所述分析可见，采用分布式集中供热的空气

能热水器的方案更合适。

２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在生活基地的
应用

2．1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详解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以消耗一部分电能为补偿，
以室外空气作为热源侧载能介质［３］ ，其利用热泵原
理，首先制冷剂（空调中的称法）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蒸
发，经过压缩机，汽化后的制冷剂温度上升，能量提高，
之后，经过水箱，把热量传递给水，制冷剂自己冷却后
冷凝，再经过膨胀阀通过小孔膨胀进一步降低温度，再
次与空气热交换开始下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体系主要
是通过制冷剂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再利用压缩机对制冷

剂做功，对其进行加热，再将热量用于水的加热，如此
反复循环工作，空气中的热能被不断“泵”送到水中，
使保温水箱里的水温逐渐升高。

2．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在生活基地的应用

２．２．１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实施完成
２０１６年底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份，水布垭电厂通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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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方式，按照上文 ２．２．２ 部分所述的设计方案在生
活基地实施了应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分区集中供

热方案。 ２０１７年 ３ 月 ２ 日完成全部安装工程进入调
试阶段，３ 月 ８ 日进行供水试运行，经过 ４８ ｈ 的试运
行，供水供热正常，通过了验收。
在生活基地的职工值班楼、接待中心、工勤楼、专

家楼、食堂等处分别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分布式
集中供热的方式，具体构成如本文 ２．２．２ 空气源热泵
热水机组分区集中供热方案所述。 所用的设备选型如
表 １所示。

表 1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设备选型一览

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１０匹热泵热水机组 ＤＫＦＹＲＳ－３０Ⅱ 天舒

５匹热泵热水机组 ＤＫＦＹＲＳ－１５Ⅱ 天舒

分体式热泵热水器 ＫＦ１０８／４００ 鲻天舒

冷水变频增压泵 ＰＷ－２５１ＥＨ、ＰＨ－１０１ＥＨ 德国威乐
热水循环泵 ＰＷ－２５１ＥＨ、ＰＨ－１０１ＥＨ 德国威乐
热水变频增压泵 ＭＨＩ１６０４、ＰＨ－１０１ＥＨ 德国威乐

硅磷晶罐阻垢装置 现场制作

管道式电辅加热器 ＤＦ－１２ 吵远大

配套控制系统 ＴＹ－Ｆ１１ 屯施耐德

８０Ｌ电热水器 ＥＳ８０Ｈ－Ｅ７（Ｅ） 海尔

铜芯电缆 上海远东

铜芯多股电线 红旗双益

单相电子表 德力西

１Ｐ空气开关 ３２Ａ１Ｐ 德力西

保温水箱
３０４不锈钢内胆，
厚度≥２ ｍｍ

双层不锈

钢成型

２．２．２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运行状况
２０１７年 ３ 月 １８ 日，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投入运

行以来，总体上来说，较好的解决了 １ 号职工值班宿舍
楼、接待中心、工勤楼、专家楼的供热问题，圆满、及时
地完成了燃煤锅炉的替换任务。

１）投运以来发生的故障。 但是投运以来该热水
机组系统发生的故障是偏多的。 根据基地热水机组的
巡视维修检修记录，一年以来，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共
发生故障四十余次，见表 ２。

表 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故障分类汇总

故障现象 次数

机组冷水压力小导致停运

（故障代码 ０２７、１２７、２２７）
１７ 亮

机组停运，故障代码 ０２１、０１９  ９ *
管路漏水 ３ *

压力开关、压力表坏 ３ *
水泵冻坏 ２ *
水泵烧坏 ２ *

电源断电后再来电无法正常运行 ２ *
供水泵停止运行 ２ *
水泵电源故障 １ *

机组停运，０２０故障 １ *
水泵电源开关故障 １ *
人为停机 １ *

　　虽然热水机组系统整体上设备数量不多，但是相
对来讲投产仅仅一年就发生如此之多的缺陷是值得我

们反思的。 从空气源热水机组硬件组成配置表表 １上
可以看到，除了控制柜部分部件使用了施耐德产品和
水泵为ＷＩＬＯ品牌外，其他核心部件和主要机组均为
国产品牌（如天舒），在质量上与一线品牌有较大差
距，加上施工方技术水平不高，导致全套系统运行质量
不够稳定，虽然在人为投入大量精力、资源、时间维护
该系统，基本保障了整个基地的供热需求，但是无法满
足电厂对热水机组全年免维护的使用要求。

２）应对措施及影响。 为了解决水布垭基地水压
不稳且偏低，导致主机频繁报水流量不足的故障代码
问题，将空气源热泵的运行模式由直热模式（即刻加
热，被加热水在冷凝换热器入口进入，仅仅经过一次换
热在出口处即达到预设温度，加热过程中冷凝换热器
的进出口水温保持不变，冷凝压力也保持不变，运行工
况稳定）改为循环模式（循环加热，被加热水在水箱与
冷凝换热器之间循环加热，水温逐渐升高，冷凝压力随
着循环水温上升而不断升高，整个加热过程中热泵系
统处于动态运行工况，压缩机无法长期稳定工作）。
这样处理，虽然空气源热泵报故障率短时间内大

幅度降低，但是对比研究表明：直热模式平均 ＣＯＰ 比
循环模式高出 ２４％，同时冷凝加热功率也提高了约
２０％，并且循环模式下压缩机平均耗电功率和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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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直热模式。 同时，即热模式下冷凝压力、压缩
比、压缩机最高出口温度等重要参数都要优于循环模
式，节约了电能消耗，缩短了加热时间，这些保证了机
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显示出空气源热泵
热水系统在直热模式下具有更优越的热泵性能［４］ 。
如此处置，会给设备寿命带来多大影响尚需时间检验。

３　结　语
通过此次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替换燃煤锅炉的更

新改造，还对 １号职工值班楼、工勤楼的 ２５１ 块老式机
械电度表（已经使用 １８ 年）更换为上海人民 ＤＤＥ-
ＳＹ１９６８型单相电子表（２２０ Ｖ，４０ Ａ），同时更换 １Ｐ３２Ａ
的空气开关 ３２０个。 此举不仅提高了员工宿舍的电路
安全水平和计量准确度，而且为数字化管理基地宿舍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改造还为公司节省了人力成本，四名锅炉工

和一名管理人员不再聘用。 并且燃煤采购、招标、验
货、入库，煤渣处理等环节及特种设备年检、特种作业
人员的取证、复审环节均可省掉，提高了企业的运营
效率。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近年来作为崛起的新型节能

热水机组，性价比全面超越其他类型的热水器，作为新
型的热水解决方案优势明显，并且空气源热泵技术已
于 ２００９年被欧盟确定为可再生能源技术［５］ 。 可以预

测随着环保节能减排要求的普及，热泵补贴的政策出
台的可能性相当大。 但是市场上各种品牌的空气源热
水机组型号众多，产品质量上良莠不齐［６］ ，选择质量
过硬、品牌形象好、技术力量强的厂家来做改造就显得
尤其重要。 尤其是选择空气源产品不光要考虑初始投
资，更要重点考虑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整套设备在全
生命周期内运行维护成本，应该择优选择那些全生命
周期内投资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参考文献：
［１］王天宁， 丁巍．空气源热泵在铁路行业中的应用［Ｊ］．水电
与新能源， ２０１０（５）： ７４ －７６

［２］张群力， 李印龙， 刘宝山， 等．低温空气源热泵供热方式

在北方供暖地区的适宜性研究［ Ｊ］．建筑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１
（２）： １４０ －１４４

［３］艾淞卉， 吴成斌， 石文星， 等．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机
组在北京冬季运行的性能［ Ｊ］．暖通空调， ２０１５， ４５（３）：
５２ －５８

［４］裴刚， 李桂强， 季杰， 等．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即刻加热

模式和循环加热模式的对比［ Ｊ］．化工学报， ２００９， ６０

（１１）： ２ ６９４ －２ ６９８

［５］张行星， 赵旭东， 谭军毅， 等．欧洲低温空气源热泵技术
发展现状［Ｊ］．暖通空调， ２０１５， ４５（７）： ４８ －５２

［６］张新芬， 巫雪．空气源热泵在江苏油田的应用可行性［ Ｊ］．
油气储运， ２０１１， ３０（８）： ６７７ －６７９

（上接第 ７页）

３　结　语
防洪工程是维护民生之本，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在防洪工程设计中应充分
认识河道具有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双重特性并统筹其

平衡性；核心内容一方面是采用现代绿色、环保和高新
技术和材质建筑人工提防，另一方面是运用生态功能
区划进行景观生态设计，将二者融入流域生态全局，从
而构建一个具有结构性、稳定性、空间异质性、多样性
的流域生态系统，最终从保蓄水土、涵养水源与人工拦
截等方面有效降低洪灾危险系数。
参考文献：
［１］徐乃璋， 白婉如．水旱灾害对我国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Ｊ］．灾害学， ２００２， １７（１）： ９１ －９６

［２］杨红芬．水利工程防洪堤生态治理探讨［ Ｊ］．水利科技与
经济， ２００９， １５（９）： ７９８ －７９９

［３］王娣．水利防洪生态工程对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影响［ Ｊ］．
水科学与工程技术， ２０１５（１）： １２ －１５

［４］赖勇， 施林祥， 郑旭明．山区河道生态防洪堤关键问题及

对策［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１１（９）： １４２ －１４４

［５］许继军， 陈进．鄱阳湖口生态水利工程方案探讨［Ｊ］．人民
长江， ２００９， ４０（３）： １７ －１９

［６］徐阳， 张景波， 焦建雄，等．土工加筋带在滦河迁安市段生

态防洪工程的应用 ［ 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２０１１

（ａ０２）： １７０ －１７１

［７］曾旭， 陈芳清， 许文年， 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扰动区植

被的生态恢复———以向家坝水电工程为例［ Ｊ］．长江流域
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９， １８（１１）： １０７４ －１０７９

［８］江辉， 刘青， 黄宝强， 等．农村小河流生态固岸新模式探

讨［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１４（１２）： ５６ －５９

［９］朱永涛， 高青春， 赵洪亮， 等．滦河生态防洪综合治理措

施与效果分析评价 ［ 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２０１１

（ａ０２）： １５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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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及二次安防系统建设

吴　凡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隔河岩电厂于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７年间完成了计算机监控系统改造，同步完成了二次安全防护、时钟同步、不间断电
源以及调度自动化数据网的系统建设。 在系统工程改造与建设中，尽力使新旧系统的并列兼容运行、改造设备和运行设
备的顺利过渡与合理衔接、对新系统软硬件优化设计和技术创新，通过精心组织保障了系统改造建设实施的顺利进行，
确保了运行设备的发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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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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河岩水利枢纽控制流域面积
１４ ４３０ ｋｍ２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３８０ ｍｍ，多年平均流量
３８３ ｍ３ ／ｓ，多年平均径流量１２０．７６亿 ｍ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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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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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电厂经过近 ２０ 年的运行，计算机监控系统出现不
同程度老化，设备可靠性下降，考虑二次设备的生命周
期，电厂于 ２０１３年全面启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更新改

造工作，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
上位机及下位机现地控制单元改造全部完成，电厂在
二次设备集中改造周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安全生产记

录，连续 ７年实现零非停、零障碍的双零目标。

１　改造实施
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主要用于电厂水轮发

电机组、开关站、厂用电、公用设备、大坝廊道排水及进
水口闸门的数据采集和监视控制，同时用于与华中网
调、湖北省调，以及清江梯调的网络通讯和远动数据传
输。 因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复杂，涉及面广，要求兼顾
改造施工和发电运行，需要精心组织安排旧系统的分
批次退出和新系统的分步骤投运。 上位机改造采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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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一次性退出，新设备一次性投运并将旧下位机全
部接入新上位机的方式，以实现新上位机和旧下位机
的监视控制功能。 下位机改造采用已改造 ＬＣＵ 设备
直接接入新上位机网络，暂未改造的旧 ＬＣＵ设备通过

交换机级联接入新上位机网络的方式，以实现全厂主
辅设备发电运行和监视控制功能的无缝对接。 改造实
施、调试试验，以及新旧系统混合运行等过渡过程的网
络结构图如 １所示。

图 1　隔河岩电厂监控系统改造过渡期间网络结构图

1．1　初期改造工作
隔河岩电厂监控系统上位机改造初期，新、旧上位

机系统并存，两系统分开独立运行，新上位机系统仅用
于旧下位机设备接入试验，全厂监视与控制任务仍由
旧上位机系统承担。 这一阶段改造主要为中期阶段旧
下位机系统一次性接入新上位机系统做准备，工作具
体内容为将旧下位机 ＬＣＵ 逐个接入新上位机系统进
行调试试验，试验成功后再将其退回到旧上位机系统
运行。 以 １ 号机组 ＬＣＵ１ 接入新监控系统上位机为
例，主要完成下述工作：

１）断开旧 ＬＣＵ１同旧监控系统上位机的网络通信
连线，将旧 ＬＣＵ１ 与运行中的旧监控系统上位机完全
脱离开。

２）通过新旧上位机网络交换机级联，将旧 ＬＣＵ１
接入新监控系统 Ａ、Ｂ 网交换机，组成调试专用网络，
调试新上位机数据采集服务器节点 １、２ 与旧 ＬＣＵ１ 网
络链接及数据传输。

３）进行 ＬＣＵ１ 开关量点、ＳＯＥ 量点、模拟量点、温
度量点的调试，用硬接线短接、试验仪器加量等方式强
制改变 ＰＬＣ采集点状态，核对新上位机报文与下位机
测点定义相同，共完成 ３８４个开入点，６４个 ＳＯＥ点，４８
个模拟量输入点，以及 ６４ 个温度量采集点，确认上位
机可正确读取下位机测点状态。

４）进行单点设备控制调试，在上位机的单点设备
控制画面逐个操作，核对下位机 ＬＣＵ能正确收到上位
机下发的指令，下位机有相应开出并有相应的继电器
动作，确认上位机的单点设备控制功能正常。

５）进行开停机流程调试，在上位机测点索引的控
制量窗口中，下发开机步数和停机步数指令，下位机
ＬＣＵ能准确收到开停机指令并能正确解析，自动执行
相应开停机流程，流程逻辑正确，继电器开出正常，确
认上位机的开停机控制功能正常。

1．2　中期改造工作
在完成旧下位机 ＬＣＵ 逐台接入新上位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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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试验后，利用机组全停间隙，一次性将旧 ＬＣＵ 全
部接入新监控系统上位机，旧监控系统上位机同时退
出运行。 全部旧 ＬＣＵ接入新上位机之后，立即恢复与
网省调及梯调中心的通讯，此阶段主要完成与网省调
以及梯调中心的接入调试工作，完成 ＡＧＣ 控制调试，
完成控制权调节权逻辑判断及切换，远程数据采集，运
行监视，控制调节等各种功能调试。

1．3　后期改造工作
在完成前述工作后，测试监控系统主站控制调节

功能正常，数据采集正常，通信正常，并对监控系统上
位机控制画面进行完善，逐台次完成新下位机 ＬＣＵ的
更新改造并接入新监控系统上位机，完成相关调试工
作。 此阶段新旧下位机 ＬＣＵ 兼容运行，新 ＬＣＵ 设备
投运 １ 台，旧 ＬＣＵ 设备退出 １ 套，根据检修计划及调
度安排，结合设备实际运行状态，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１ －ＬＣＵ９的改造实施分年度逐台次进行，此阶段
工作持续时间较长，具体完成时间节点如表 １。

表 1　隔河岩电厂监控系统改造时间节点

序号 实施时间 项目名称

１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监控系统华中调度数据网接入网设备改造

２  ２０１３年 ４月 监控系统上位机主站及核心交换机网络设备改造

３  ２０１３年 ３月 监控系统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系统改造
４  ２０１３年 ３月 监控系统 １号机组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１改造
５  ２０１３年 ９月 监控系统 ２号机组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２改造
６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监控系统 ３号机组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３改造
７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监控系统 ４号机组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４改造
８  ２０１３年 ３月 监控系统开关站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５改造
９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监控系统厂用电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６改造
１０ !２０１５年 １月 监控系统公用设备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７改造
１１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监控系统大坝廊道排水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８改造
１２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监控系统进水口快速闸门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９改造

２　系统结构
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设

计，共分三层配置，第一层为下位机系统，即现地层设
备，包括 １４套现地控制单元 ＬＣＵ，第二层为上位机系
统，即厂站层设备，包括 １３个服务器节点，第三层为数
据网系统，即调度通信设备，包括 ４ 路网络路由通道。
其中一、二层设备之间通过两套赫斯曼核心交换机完
成数据交换，二三层设备之间通过调度数据网完成数
据通信，系统结构如图 ２所示。

2．1　上位机系统
隔河岩电厂新监控系统上位机为南瑞 ＮＣ３．０ 系

统，采用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体系结构，支持不同的硬
件、操作系统以及关系型数据库［２］ 。 为便于系统维
护，除 ２台数据采集服务器和 ２ 台历史数据服务器采
用 ＳＵＮ公司的 Ｓｏｌａｒｉｓ ９操作系统外，其余上位机节点
全部采用通用版 Ｌｉｎｕｘ Ｒｅｄ Ｈａｔ ５．５ 操作系统。 应用

软件和服务可以配置在上位机的任意节点上［３］ ，然后
根据不同的授权和配置，实现不同的功能和服务。 所
有上位机服务器节点及网络交换机均采用双电源模块

配置，由 ＵＰＳ系统两段独立母线分别供电，确保上位
机服务器及网络设备供电可靠。

2．2　下位机系统
新下位机系统既可作为分布系统的现地智能终

端，又可作为独立装置单独运行［４］ ，主要设备包括：施
耐德 ＰＬＣ 系统、Ｉ／Ｏ 控制器［５］ 、西门子自动准同期装
置、现地控制平板电脑终端、交流采样装置、变送器等。
系统采用双 ＣＰＵ、双总线结构，以 １００Ｍ工业级以太网
交换机和光缆构成双星型网络结构，实现设备的实时
数据采集处理、设定值执行、设备工况调节转换、事故
处理等［６］ 。 系统的两套 ＣＰＵ采用在线热备方式，ＬＣＵ
屏内的交流和直流电源模块互为冗余配置，重要控制
回路采用双开出设计，ＬＣＵ设置了顺控使能继电器闭
锁以增加可靠性，系统还具有设备调试选择功能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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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隔河岩电厂监控系统结构图
于检修维护。 系统设计了常规停机回路以实现水机保
护冗余功能，使得机组电气及机械事故不经过 ＰＬＣ 控
制器直接安全停机及制动。 系统通过交流采样装置及
各种变送器冗余采集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三相电压、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机组频率、功率因数、机组累计有
功及无功电量等状态信息。
施耐德 ＰＬＣ 核心为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Ｕｎｉｔｙ ＣＰＵ，单系统

ＣＰＵ型号为 １４０ －ＣＰＵ６５１５０，冗余系统 ＣＰＵ 型号为
１４０ － ＣＰＵ６７１６０。 ＣＰＵ６５１５０ 包 含 １ 个 Ｍｏｄｂｕｓ
（ＲＳ２３２）端口，１ 个 ＭｏｄｂｕｓＰｌｕｓ （ＲＳ４８５）端口，１ 个
ＵＳＢ端口和 １个以太网端口，只需配置 １ 块网络模件
ＮＯＥ７７１０１ 就可以构成单 ＣＰＵ 双网结构。 ＣＰＵ６７１６０
包含 １ 个 Ｍｏｄｂｕｓ （ ＲＳ２３２ ） 端口， １ 个 ＭｏｄｂｕｓＰｌｕｓ
（ＲＳ４８５）端口，１ 个 ＵＳＢ 端口和 １ 个热备光纤通信端
口，需要配置 ２ 块网络模件 ＮＯＥ７７１０１ 以构成双 ＣＰＵ
双网系统，两套 ＣＰＵ分主备运行，主 ＣＰＵ完成数据采
集与处理，接收上位机控制命令和设置指令，备 ＣＰＵ
处于备用状态，当主 ＣＰＵ 离线或者故障时，自动无扰
切换为主 ＣＰＵ完成控制功能。 ＬＣＵ 配置的现地控制
平板电脑终端具备上位机服务器节点同样的功能，通
过ＭＯＸＡ串口卡直采交采装置数据，通过 Ａ、Ｂ网交换

机上送至上位机数据采集服务器，机组 ＬＣＵ硬件配置
及网络连接如图 ３。

2．3　二次安全防护体系
隔河岩电厂二次系统按照分区设置、专网专用的

要求进行建设［７］ ，各安全分区边界安全装置部署完
善，各调度应用系统部署方案符合枟电力二次系统安
全防护总体方案枠要求［８］ ，系统结构如图 ４ 所示。 一
区设备主要包括监控系统、稳控装置、励磁系统、调速
系统、同步向量测量系统 ＰＭＵ，二区设备主要包括保
护信息子站、故障录波信息子站、状态监测系统数据采
集服务器、电能计量系统，三区设备主要包括状态监测
系统ＷＥＢ发布服务器。
调度数据网配置有北京科东 ＰＳＴｕｎｎｅｌ －２０００ 电

力专用纵向加密认证装置（用于保护信息子站、故障
录波信息子站及电能计量系统的纵向认证），南京南
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 －２０００ 纵向加密认证装置（用于远动信
息及 ＰＵＭ采集系统的纵向认证）。 监控系统配置有
北京 Ｌｅａｄｓｅｃ网御 Ｖ３．０横向隔离防火墙系统（用于状
态监测系统），南京南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 纵向加密装
置（用于清江梯调的纵向认证）。 保护信息子站与线
路保护之间配置有华为 ＳｅｃｏｗａｙＵＳＧ２０００ 防火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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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线路保护数据通信的隔离）。 状态监测系统配置有
南京南瑞 ｓｙｓ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正反向安全隔离装置（用于

ｗｅｂ数据发布的隔离）。 主要安全防护产品清单如表
２所示。

图 3　隔河岩电厂监控系统现地控制单元结构图

表 2　隔河岩电厂二次安全防护产品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用途

１ �北京科东 ＰＳＴｕｎｎｅｌ－２０００电力专用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省调接入网非实时业务

２ �北京科东 ＰＳＴｕｎｎｅｌ－２００１电力专用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网调接入网非实时业务

３ �南京南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省调接入网实时业务

４ �南京南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网调接入网实时业务

５ �北京 Ｌｅａｄｓｅｃ网御 Ｖ３ 寣．０横向隔离防火墙 １ M厂内其他业务接入监控系统

６ �南京南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梯调 Ａ网业务
７ �南京南瑞 ｎｅｔ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纵向加密认证装置 １ M梯调 Ｂ网业务
８ �华为 ＳｅｃｏｗａｙＵＳＧ２０００防火墙 ２ M线路保护信息接入保护信息子站

９ �南京南瑞 ｓｙｓｋ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０正反向安全隔离装置 ２ M状态监测信息ＷＥＢ发布系统

2．4　调度数据网

华中电力调度专网由骨干网和接入网组成，骨干
网主要用于数据的传输和交换，接入网用于各发电厂
的接入［９］ 。 其中骨干网由双平面构成，各接入网分别
通过省调汇聚节点和网调汇聚节点接入骨干网双平

面［１０］ 。 隔河岩电厂配置 ２ 套接入网设备，即省调接入

网机柜和网调接入网机柜，其中的路由器分别上联至
网省调接入网，下联至计算机监控系统实时交换机和
非实时交换机。 隔河岩电厂配置 ２ 套网省调通信机，
每台网省调通信机通过双网卡分别接入省调接入网实

时交换机和网调接入网实时交换机。
隔河岩电厂网省调接入网设备通过清江专用光传

输系统接入调度数据网以实现与武汉调度侧的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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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隔河岩电厂二次安全防护结构图
输，清江专用光传输系统经过下述几次设计建设，运行
稳定。 １９９８年，清江公司建设第一套 １５５ Ｍ光传输系
统，２００３年，清江公司建设第一套 ２．５ Ｇ光传输系统，
实现与 １５５ Ｍ 系统在重要业务的互备，２００８ 年，清江
公司建设一套 ６２２ Ｍ 光传输系统，替换使用 １０ 年的
１５５ Ｍ系统，２０１４年，清江公司建设一套 １０ Ｇ 光传输
系统，替换使用 １１年的 ２．５ Ｇ系统。 目前在用的清江
６２２ Ｍ光传输系统是采用两纤通道保护技术组建的
ＭＳＴＰ光传输网，传输带宽为 ６２２ ＭＢ／ｓ，在水布垭 ３１５
机房、隔河岩载波室、高坝洲管理楼、清江大厦以及宜
昌供电局之间形成环网结构。 清江 ２．５ Ｇ光传输系统
是基于 ＳＤＨ 的 ＭＳＴＰ（多业务传输平台），在水布垭
３１５机房、隔河岩载波室、高坝洲管理楼、清江大厦之

间形成环网结构。

2．5　时钟同步系统
依据国家电网调自［２０１３］８２号枟国调中心关于加

强电力系统时间同步运行管理改造的通知枠文件要
求，厂站各自动化系统共用一套时间同步装置，时间同
步装置应与卫星可靠对时，应至少包括 １套北斗系统，
同时各授时和被授时设备应将自身时间同步状态信息

上传至厂内监控系统和调度主站时间管理系统。
隔河岩电厂在计算机监控系统改造的同时配置了

功能完善的时钟同步系统，包括双模主时钟 ＳＫ －２ＵＡ
和扩展装置 ＳＫ －ＢＭ，系统主机能同时接收北斗和
ＧＰＳ时钟信号，另外还可以接收清江梯调通过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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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Ｈ光传输网络统一下发的 ＰＴＰ时钟信号，系统扩展
装置兼容多种对时方式，包括直流 Ｂ码、ＲＳ２３２／４８５ 串
口、多模 ＳＴ光纤、ＰＰＳ／ＰＰＭ／ＰＰＨ脉冲、ＩＲＩＧ－Ｂ直流、
ＩＲＩＧ－Ｂ交流等，实现了电厂监控系统上位机、现地控

制单元 ＬＣＵ、保护系统、励磁系统、调速系统，以及状
态监测系统等的统一对时，时钟同步装置结构布置如
图 ５所示。

图 5　隔河岩电厂时钟同步系统结构图

2．6　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系统
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 ＵＰＳ电源于 ２０１３ 年

完成升级改造，新系统 ＵＰＳ 主机由两套 ＭＧＥＴＭ Ｇａｌ-
ａｘｙＴＭ ３５００ ２０ ｋＶＡ（３∶１） ３８０ Ｖ组成，系统具有远程监
控接口，可以监测过压、过流、同步状态、电池电压、温
度、放电剩余时间、市电故障、整流器故障、逆变器故
障、旁路故障等告警信息，系统具有报警信号的输出干
接点，已将 ＵＰＳ主机的综合故障信息通过硬接线送至
监控系统 ＬＣＵ，现地控制单元可实时采集 ＵＰＳ系统的
各种报警信息。 系统还具有通用网络接口，已将 ＵＰＳ
主机的运行状态信息通过网络送至监控系统上位机厂

内通信机节点，主站可直采 ＵＰＳ 主机输入输出电压、
输入输出电流、负载率、频率等运行数据。 新系统分两
段母线独立运行，在监控系统稳定负载状况下，ＵＰＳ１
的输出电流为 ９ Ａ，负载率为 １０％，ＵＰＳ２ 的输出电流
为 １０ Ａ，负载率为 １２％，ＵＰＳ系统结构如图 ６ 所示。

图 6　隔河岩电厂 UPS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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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隔河岩电厂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年间完成了计算机

监控、二次安全防护、时钟同步、不间断电源以及调度
自动化数据网系统的优化设计和改造实施，通过管理
手段和技术手段精心组织旧系统分阶段退出和新系统

分步骤投运，最终实现全厂主辅设备发电运行和远程
集中控制功能的无缝对接，创新项目实施过程中新旧
系统的并列兼容运行以及改造设备与运行设备的过渡

衔接，保障了改造实施的顺利进行和运行设备的安全
生产，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和二次安全防护体
系的建设实施成果对同类型水电站的技术改造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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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４所示，备自投启动条件满足时输入状态为

１。 下降沿延时 １．２ ｓ定时器，其作用是当输入状态从
１到 ０，输出保持 １状态 １．２ ｓ后才从 １到 ０，同理下降
沿延时 ２ ｓ定时器作用为当输入状态从 １到 ０，输出保
持 １状态 ２ ｓ后才从 １ 到 ０。 此时间是开放备自投的
总时间，可根据现场实际要求整定。 上升沿延时 ０．２ ｓ
定时器，其作用是当输入状态从０到１，输出延时０．２ ｓ
再判输入为 １ 后，输出才从 ０ 到 １；上升沿延时 １．３ ｓ
定时器，其作用是当输入状态从 ０ 到 １，输出延时
１．３ ｓ，再判输入为 １后，输出才从 ０到 １。 此上升沿定
时器模块的使用，在开放三备电源备自投时（即上升
沿延时 １．３ ｓ后），此时间已经大于一、二备电源备自
投最长动作时间，一、二备电源备自投已无动作的可
能，有效避免了非同期合闸的风险。

４　结　语
１０ ｋＶ备自投装置作为安全自动装置，可以有效

提高电力系统供电的可靠性。 本文针对实际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电压自适应启动方法，有效解决电压衰

减时间长造成的备自投拒动问题。 备自投就绪条件判

别方法，优化了备自投逻辑程序的篇幅，提高了前期工

作的效率，也有助于后期分析研究。 开放备自投时间

整定方法，通过时间配合的方式，有效避免了非同期合

闸的风险。 以上提高 １０ ｋＶ 备自投可靠性的方法，可

供同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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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行风险管控的
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接线设计分析

李　伟１，徐长福１，杨新志２，杨　鹏１

（１．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１３３；
２．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通过对某电厂公用直流一次接线图研究，发现其存在母线失压较大风险，为此重新设计了新的一次接线图。 新增
的 ３号充电机出线直接与Ⅰ段、Ⅱ段馈线母线连接，实现了任一充电装置退出运行时，可手动投入第三台充电装置；同时
通过编制现场操作规程，最大限度降低了蓄电池短时并联运行机会，提高了蓄电池寿命，进而符合了电力系统二十五项
反措的要求，应用效果良好。

关键词：水力发电厂；直流系统；接线图；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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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Wiring Scheme for Common DC System in
a Hydropower Plant based on the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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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系统为发电厂保护、控制、信号、事故照明等
负荷提供电源，需要具备较高的可靠性［１］ 。 某电厂只
有 １ 套公用直流系统，其主要为公用设备操作、厂用电
系统保护控制、事故照明等提供直流电源。 公用直流
系统升级前，采用 １ 台绝缘监测装置、１ 台直流系统监
控器、两台充电机、两组蓄电池、两段直流母线的接线
方式。 其中充电机为高频开关直流电源装置，蓄电池
采用阀控式铅酸密封蓄电池，放电装置采用电阻型放
电器。 电压分为 ２２０ Ｖ直流电源系统和 ４８ Ｖ 直流电

源系统。 目前，左岸电站公用直流系统已运行 １３ 年，
电池已到设计寿命，部分电池容量不足，设备故障率逐
年增加，ＡＴＣＩ（ＩＩ）系列高频充电模块，集中监控器、绝
缘监测装置、电池巡检仪等主要元器件已停产，库存已
无法满足公用直流系统可靠运行。
公用直流负荷包含应急电源，供电方式应采用 ３

套均电、浮充电装置及 ２组蓄电池方式，每组蓄电池和
充电机应分别接于一段直流母线上，第三台充电装置
作为备用充电装置可在两段母线之间切换，任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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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装置退出运行时，可手动投入第三台充电装置，运
行中两段母线切换时不能中断供电（任何时刻不能失
去蓄电池组供电），切换过程中允许两组蓄电池短时
并联运行，原公用直流系统不满足以上要求，所以需要
整体换型，提高公用直流稳定性、可靠性。

１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接线图设
计分析

1．1　某电厂原公用直流电源系统一次接线图分析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原一次接线图（如图 １

所示）正常运行方式，１ＬＺＫ、２ＬＺＫ为三位开关，当 １ 号
充电机及 １组蓄电池检修时，工作母线由分段倒换至
联络运行过程中，三位开关 １ＬＺＫ先切换至断开位（即
Ｑ１６断开）再切换至联络位（即 Ｑ１７ 合闸），Ｑ１６ 断开，
而 Ｑ１７ 尚未合闸时，Ｉ 段工作母线已经脱离 １ 组蓄电
池，只带 １号充电机运行，当充电机故障时，Ｉ 段工作
母线将失电，同样工作母线由联络倒换至分段运行过
程中也存在此问题，这不符合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
十五项重点要求。

图 1　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原一次接线图（填充代表合闸）

1．2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一次接线图（方案 1）
分析

　　鉴于安装空间和位置限制，并为保证改造后盘柜
与已有盘柜整体协调一致，故需保留充电装置柜柜体
（改为第 ３台充电装置柜，充电模块个数设置为 ５ 个，
满足 Ｎ －１ 方式［２］ ，充电模块采用可靠性高操作调试
简单的高频开关电源［３］ ）、馈线柜柜体及负荷开关，另
增加一台移动式放电柜，依据以上要求厂家提供的三
峡左岸电站公用直流电源系统一次接线图（如图 ２ 所
示），该方案 １优点是保留了原放电柜及一次接线，节
约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加装 ３ 号充电机时，两段母线
可以联络运行，缩短整个改造过程中母线失电时间，降
低改造对重要负荷的影响，并且解决了两端直流母线
在分段与联络之间倒换过程中，蓄电池短时脱离母线
的问题；但是利用原有一次接线，却潜伏了另一种风

险，如果 １号充电机检修退出运行而馈线母线需正常
运行，需投入 ３号充电机时，则 ３号充电机和Ⅰ组蓄电
池都需要经过 １３ＺＫ（如图 ２ 所示）向Ⅰ段馈线母线供
电。 这种运行方式下，当 １３ＺＫ 发生故障不在正常合
闸状态时，Ⅰ段馈线母线将没有电源而失电，存在供电
可靠性不足的风险。 同样，３ 号充电机向Ⅱ段馈线母
线供电时也存在相同风险。

1．3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一次接线图（方案 2）
分析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一次接线图（如图 ３ 所
示），将第三台充电装置一次出线直接接至直流母线
上，这样不仅满足枟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
点要求枠，而且克服了方案 １中，１３ＺＫ发生故障不在正
常合闸状态时母线失电风险；缺点是增加了出线成本
（３ 号充电柜与直流母线距离较近，增加的成本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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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母线改造过程中，重要负荷跨接时间有所延长，但 优化工序后可控。

图 2　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接线图（方案 １）

２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改造前风
险管控分析

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供电负荷公用设备操作、厂用电
系统保护控制、事故照明等。

2．1　某电厂厂用电系统保护控制直流电源风险管控
分析

　　如表 １、表 ２所示，当某电厂公用直流Ⅰ段母线技
改停运时，将使 １０ ｋＶ厂用电 １ Ｍ、２ Ｍ、８ Ｍ母线第一
个盘柜失去直流电源，而１０ ｋＶ系统１Ｇ保护直流电源
则取自每条母线第一个盘柜，同样，左岸公用直流Ⅱ段
母线技改停运时，将导致 １０ ｋＶ厂用电 ３ Ｍ、６ Ｍ、７ Ｍ
母线失去直流电源，为了保证左岸公用直流改造期间
不对厂用电产生影响，在 １ Ｍ与 ２ Ｍ、２ Ｍ与 ３ Ｍ，６ Ｍ
与 ７ Ｍ、７ Ｍ与 ８ Ｍ之间增设两路直流联络断路器，以
便在 ＤＣＰ＋ＰＳ２改造期间为１ Ｍ、２ Ｍ直流由８ Ｍ直流
供电，在 ＤＣＰ＋ＰＳ３ 改造期间为 ６ Ｍ、７ Ｍ直流由 ３ Ｍ

直流供电（如图 ４、图 ５所示）。

表 1　某电厂 10 kV厂用电系统直流控制电源

某电厂直流 １号
馈线柜开关编号

负荷终端名称
１０ ｋＶ系统
直流负荷

Ｑ１０３  １０ ｋＶ１Ｇ１号开关柜（１Ｇ＋Ｃ１） １ Ｍ
Ｑ１０４  １０ ｋＶ３Ｇ３７号开关柜（３Ｇ＋Ｃ３７） ８ Ｍ
Ｑ１０５  １０ ｋＶ１Ｇ１８号开关柜（１Ｇ＋Ｃ１８） ２ Ｍ

表 2　某电厂 10 kV厂用电系统直流控制电源

某电厂直流 ２号
馈线柜开关编号

负荷终端名称
１０ ｋＶ系统
直流负荷

Ｑ２０３  １０ ｋＶ ３Ｇ１号开关柜（３Ｇ＋Ｃ１） ６ Ｍ
Ｑ２０４  １０ ｋＶ １Ｇ３７号开关柜（１Ｇ＋Ｃ３７） ３ Ｍ
Ｑ２０５  １０ ｋＶ ３Ｇ１８号开关柜（３Ｇ＋Ｃ１８） ７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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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接线图（方案 ２）

图 4　某电厂 10 kV厂用电系统 1G供电点技改后直流电源

图 5　某电厂 10 kV厂用电系统 3G供电点技改后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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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某电厂电站反送电风险管控分析
当公用直流Ⅰ段母线技改停运后，１０ ｋＶ 厂用电

１ Ｍ、２ Ｍ直流电源倒换至 ３ Ｍ直流供电后，需断开图
４所示 １ Ｍ、２ Ｍ主供直流电源开关 Ｋ３，同样，当左厂
公用直流Ⅱ段母线技改停运后，１０ ｋＶ厂用电６ Ｍ、７ Ｍ
直流电源倒换至 ８ Ｍ直流供电后，需断开 ６ Ｍ、７ Ｍ主
供直流电源开关 Ｋ３，防止反送电。

３号公用供电点控制电源开关 Ｑ１０７ 从开关下端
接线（其它负荷从端子排接线），存在反送电风险。 技
改前需将 Ｑ１０７开关上端接线拆除并将开关裸露部分
进行包扎。
公用直流 １ 号馈线柜左厂检修排水电源开关

Ｑ１１５断开，为防止检修排水控制柜反送电，需先断开
左厂检修排水控制柜内直流电源 ＱＦ０２。 （双路电源，
不会影响检修排水的正常运行）；公用直流 １ 号馈线
柜左厂渗漏排水电源开关 Ｑ１１６ 断开，为防止渗漏排
水控制柜反送电，需先断开左厂渗漏排水控制柜内直
流控制电源 ＱＦ７ 及渗漏排水远程 Ｉ／Ｏ 单元控制电源
ＱＦ９（双路电源，不会影响渗漏排水的正常运行）；公用
直流 １号馈线柜左厂抽排廊道排水 Ｑ１１７ 断开，为防
止抽排廊道排水控制柜反送电，需先断开左厂抽排廊
道排水控制柜内左厂抽排廊道直流电源开关 ＱＦ４ 及
左厂抽排廊道远程 Ｉ／Ｏ单元控制电源 ＱＦ６（双路电源，
不影响抽排水的正常运行）。

2．3　某电厂重要负荷跨接分析
由于某电厂公用直流技改原则上，逐段进行，只有

一段改造完成送电正常后才允许进行另一段改造，所
以其他重要负荷如 ＬＣＵ１６Ａ、ＬＣＵ１７Ａ，在左岸公用直
流Ⅰ段技改时，ＬＣＵ１６Ａ 采用跨接由 ＬＣＵ１６Ｂ 供电，
ＬＣＵ１７Ａ跨接由 ＬＣＵ１８ 供电，公用直流Ⅱ段技改时，
ＬＣＵ１６Ｂ、ＬＣＵ１８，分别跨接由 ＬＣＵ１６Ａ、ＬＣＵ１７Ａ 供电，
从而保证了不间断供电负荷在改造期间仍可以正常

运行。
其他负荷如公用直流 １ 号馈线盘 Ｑ１１０（５２２１ＤＫ

风机控制柜）、Ｑ１１２（５２１３ＤＫ 风机控制柜）电源，改造
时临时在 ２号馈线盘备用开关处取电。

2．4　某电厂改造过程突然来电风险预控分析
公用直流Ⅰ段母线进线开关 １ＬＺＫ 为 ３ 位开关，

其两个触点分别连接至公用直流Ⅱ段母线、事故照明
母线，将 １ＬＺＫ 开关切至断开位（公用直 Ｉ 段退出运
行），公用直流，同样公用直流Ⅰ段母线进线开关
１ＬＺＫ在也存在此问题，为了防止公用直流Ⅰ、Ⅱ段技
改时突然来电风险需挂警示牌。

2．5　某电厂改造现场蓄电池环境温度及摆放分析
公用直流Ⅰ、Ⅱ段蓄电池室分别安置在两个不同

的房间，空间的限制造成Ⅰ段蓄电池在设计时采用了
上下安置的方式，此种方式首先不利于下方单个蓄电
池的检查、检修或更换工作，其次当上方蓄电池发生漏
液等故障时，会造成下方蓄电池的短路，从而引起更大
的损失，因此需要将蓄电池并行单层放置。 蓄电池在
基准温度 ２５℃时，使用寿命最长，蓄电池室需安装恒
温设备，室温控制在 １５℃～２７℃为宜［４］ 。

３　某电厂公用直流电源系统改造后现
场操作分析

　　某电厂公用直流最终采用了本文设计的 ３号充电
机出线接线图，如图 １．３ 所示。 当公用直流 Ｉ、ＩＩ 段直
流母线分段倒联络运行、第 Ｉ（ ＩＩ）组蓄电池及 １ 号（２
号）充电机退出时，应首先断开公用直流 Ｉ（ ＩＩ）段母线
１ＭＤ事故照明 １ 号（２ 号）装置电源开关 Ｑ１３（Ｑ２３），
断开公用直流 Ｉ（ＩＩ）段母线 ２ＭＤ事故照明 １ 号（２ 号）
装置电源开关 Ｑ１５（Ｑ２５），其次再合上联络开关 ＭＬＫ，
因为一组蓄电池是按照带一段是故障照明来设计的，
接着应尽快断开公用直流系统第 Ｉ（ ＩＩ）组蓄电池进线
开关 １３ＺＫ（２３ＺＫ），这样做是为了缩短两组蓄电池并
列运行时间，防止损坏蓄电池，然后应断开公用直流系
统第 Ｉ（ＩＩ）组蓄电池进线开关 １３ＺＫ（２３ＺＫ），最后断开
公用直流系统 １ 号（２ 号）充电机直流输出开关 １１ＺＫ
（２１ＺＫ），这样做是因为 １３ＺＫ（２３ＺＫ）的灭弧能力强于
１１ＺＫ（２１ＺＫ）。

公用直流系统第 Ｉ（ ＩＩ）组蓄电池及 １ 号（２ 号）充
电机投入，Ｉ、ＩＩ段直流母线联络倒分段运行时，首先将
充电机投入运行（先上 １２ＺＫ或 ２２ＺＫ，再合上 １１ＺＫ或
２１ＺＫ），然后再合上公用直流系统第 Ｉ（ＩＩ）组蓄电池进
线开关 １３ＺＫ（２３ＺＫ），接着再断开再断开联络开关
ＭＬＫ，最后合上公用直流 Ｉ（ＩＩ）段母线１ＭＤ事故照明 １
号（２号）装置电源开关 Ｑ１３（Ｑ２３）及公用直流 Ｉ（ ＩＩ）
段母线 ２ＭＤ 事故照明 １ 号（２ 号）装置电源开关 Ｑ１５
（Ｑ２５），这样操作的原因与母线联络运行相同。

３号充电是 １ 号或 ２ 号充电机的备用，正常情况
下，是 １号或 ２ 号充电机投入运行。 当公用直流系统
第 Ｉ（ＩＩ）组蓄电池正常而 １ 号或 ２ 号充电机故障需退
出时，应优先投入 ３号充电机来替换故障充电机，而不
是选择公用直流联络运行。 只有蓄电池故障时才需两
段母线联络运行。 （下转第 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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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气象信息在水库精准防洪调度上的应用

严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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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能源集团与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专业气象服务平台，已成功利用精细化降雨量预报和降雨实况
信息，对高坝洲“４．２２暴雨”进行了精细化预报，为其精准防洪调度赢得了时间，为大坝、厂区灾情预判、防灾减灾提供了
指导。 该平台也为集团所辖各水库提供专业气象服务。 实践证明，精细化降雨量预报和降雨实况信息具有针对性、科学
性、时效性及准确性，可为防洪调度提供精准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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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n Precise Flood Control Disp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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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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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Ｉｔ ｂｏｕｇｈｔ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Key words： ｆｉｎ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目前，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源集团）共有８家水电单位，已建成水库９座：水布垭、
隔河岩、高坝洲、洞坪、芭蕉河一级与二级、锁金山龚家
坪、三里坪、银隆白水峪；在建 ２座：江坪河、峡口塘；拟
建 １座：淋溪河。
水库主要分布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溇水流域、郁

江流域，鄂西北的南河流域。 中小水库较多，库容较
小，汛期洪水具有很强的山洪特征，应对洪水的响应速
度一直是防汛的重点和难点。 为此，加强利用天气预
报特别是精细化降雨量预报与降雨实况信息对能源集

团的汛期精准防汛，防漫坝垮坝、水淹厂房，人员伤亡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１　精细化气象预报的内容
能源集团与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合作开发了专业

气象服务平台，为集团各部门、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专业气象服务。 气象预报信息具有针对性、科学性、
时效性，准确性，为防洪度汛提供指导。 具体情况
如下。

１）次年天气预报。 每年 ８ 月 １０ 日前提供次年年
度趋势预报。

２）季度天气预报。 每年 ２ 月底提供春季气候趋
势预报；３月 ３１日前提供 ４ ～１０ 月汛期趋势预报；６月
上旬提供梅雨期专题预报；７ 月中旬提供盛夏期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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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报；８月 １０日前提供 ９ ～１１ 月秋季气候趋势预
报；１１月底提供冬季气候趋势预报。

３）月度天气预报。 每月 ２０ 日前提供下月天气
预报。

４）短期（１ ～３ ｄ）天气预报。 每日 ９ 时提供未来
１ ～３ ｄ降水预报。

５）中期（４ ～１０ ｄ）逐日降水量预报。 每日 ９ 时提
供未来 ４ ～１０ ｄ逐日降水预报，见图 １。

图 1　精细化逐日降水量预报
　　６）灾害性天气预报。 遇突发性、灾害性天气，提
前发布预警信息。

７）强降水预报。 遇强降水天气过程提前发布预
警信息。

８）实况预警。 依据能源集团各水库流域及周边
气象监测资料，设定降水量报警阈值，超过阈值实时报
警；或其他生产单位所在地区实际降水量超过报警阈
值实时报警。

９）专题预报。 对能源集团各水库所在流域发生
特殊天气过程及时发布专题预报。

１０）气候分析。 每年元月中旬提供上一年度天气
分析总结，对湖北省全省及能源集团各水库所在流域
上一年度天气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每季度初提供上一
季度天气分析总结，对湖北省全省及能源集团各水库
所在流域上一季度天气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每月初提
供上一月天气分析总结，对湖北省全省及能源集团各
水库所在流域上一月天气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２　精细化气象应用案例分析

2．1　高坝洲水库背景
高坝洲水库位于湖北省宜都市境内，上距隔河岩

大坝 ５０ ｋｍ，下距清江与长江交汇口 １２ ｋｍ，坝址以上
流域面积 １５ ６５０ ｋｍ２ 。 枢纽工程由混凝土重力坝、河

床式电站厂房和通航建筑物组成。 大坝全长
４３９．５ ｍ，坝顶高程 ８３ ｍ，防浪墙顶高程 ８４．５ ｍ，最大
坝高 ５７ ｍ，正常蓄水位 ８０ ｍ，死水位 ７８ ｍ，总库容
４．８９亿 ｍ３。 水库库容系数 ０．００４，具有日调节能力。
高坝洲水电站泄洪设施由 ６ 个溢流表孔（１４ ｍ ×
１８ ｍ）、３个深孔（９．０ ｍ×９．４ ｍ）组成，其中表孔堰顶
高程 ６２ ｍ，深孔进口底板高程 ４５ ｍ。
设计洪水重现期 １００ 年，坝址洪水洪峰流量

１８ ８００ ｍ３ ／ｓ，设计洪水位 ８０ ｍ，相应库容 ４．０３亿 ｍ３ 。
校核洪水重现期 １ ０００ 年，坝址洪水洪峰流量

２４ ３００ ｍ３ ／ｓ，校核洪水位 ８２．９０ ｍ，相应库容 ４．８９
亿 ｍ３ 。

2．2　专报预警
２０１８ －０４ －１９ 日 １５ 时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给

湖北能源气象专报，预计：４ 月 ２０ ～２２ 日，湖北省将有
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发生，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其中 ２０ ～２１日，全省小到中雨、中东部有分
散性大雨或暴雨；２２日降雨增强，南部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或大暴雨。 过程累计雨量北部 １０ ～３０ ｍｍ，南部
３０ ～５０ ｍｍ、局部可达 ８０ ～１５０ ｍｍ。 受冷空气南下影
响，湖北省气温下降，２３ 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
１７ ～２０℃，降幅达 １０ ～１２℃。 另外，降雨期风力较大，
湖北省中东部风力一般 ４ ～５级、阵风 ６ ～８级。

８５



严敬川，等：精细化气象信息在水库精准防洪调度上的应用 ２０１８年 ８月

2．3　响应与预控

能源集团迅速启动响应程序，将专报信息发送给
各单位，要求各单位根据防洪度汛工作方案做好准备
与防范工作，实时监测天气变化。 高坝洲电厂根据预
报预控水位，提前开展站间负荷转移。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２
日 １１时许，调度台结合近期气象预报，向上级调度网
调申请高坝洲电厂 ３ 台机组满负荷运行，雨后分析本
次为高坝洲多腾出约 ３ ０２８ 万 ｍ３ 库容。

2．4　降雨实况分析与现场处置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２日 １４时许，高坝洲单站 ６ ｈ降雨量

６９ ｍｍ、隔河岩单站 ６ ｈ降雨量 ９３ ｍｍ，隔河岩至高坝
洲区间平均降雨量 ６１．８ ｍｍ。
根据水雨情，隔河岩负荷继续向上游水布垭转移，

为高坝洲滕库。 清江梯级 ２２ 日实际发电 １ ９９６．５３
万 ｋＷ· ｈ，其中水布垭 １ １７９．２４ 万 ｋＷ· ｈ、隔河岩
３９０．０７万 ｋＷ· ｈ、高坝洲 ４２７．２２万 ｋＷ· ｈ。

２２日 １７时，高坝洲入库流量为 ２ ７３６ ｍ３ ／ｓ，达该
次洪水过程峰值。
至 ２２ 日 ２３ 时，清江流域水布垭以上平均降水

２０．９ ｍｍ，水隔区间平均降水 ４２．１ ｍｍ，隔高区间平均
降水 １４０．６ ｍｍ，如图 ２所示。

图 2　4 月 21日 23 时至 22日 23 时精细化实况雨量
　　２２ 日 ２１ 时降雨实况显示流域降雨明显减弱，至
２３日早上流域已无降雨。 该次洪水高坝洲最高水位
达 ７９．６７ ｍ（２３日 ０２时），２２日 ２２ 时高坝洲入库流量
已减至 １ ２３５ ｍ３ ／ｓ。 高坝洲正常蓄水位 ８０ ｍ，该次过
程最高涨至 ７９．６７ ｍ，避免了开闸弃水。

２３日，隔河岩负荷继续向水布垭转移，同时加大
高坝洲满负荷运行时间，至 ２４ 日 ０ 时，清江梯级实发

日电量 ２ ００２．２３ 万 ｋＷ· ｈ，其中水布垭 １ １９８．７１
万 ｋＷ· ｈ、隔河岩 １９９．０４ 万 ｋＷ· ｈ、高坝洲 ６０４．４６
万 ｋＷ· ｈ。
2．5　响应结束

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报 ２３日无大的降水过程，
２４至 ２７日能源集团所属各流域无大的降雨过程，如
图 ３所示，应急结束。

图 3　4 月 24至 27 日湖北能源所属各流域精细化预报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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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２４ 日 ０７ 时，清江梯级实发日电量 ２６１．４８
万 ｋＷ· ｈ，其中水布垭 ７９．００ 万 ｋＷ · ｈ，上游水位
３７０．３８ ｍ， 去年同期 ３８０．４５ ｍ； 隔河岩 ２９．５９
万 ｋＷ· ｈ，上游水位１９２．５４ ｍ，去年同期１９１．５４ ｍ；高
坝洲 １５２．８９万 ｋＷ· ｈ，上游水位 ７７．７７ ｍ，去年同期
７８．６９ ｍ。
３　结　语

高坝洲“４．２２暴雨”的精细化预报，为其精准防洪
调度赢得了时间，为大坝、厂区灾情预判、防灾减灾提

供了实际指导。 与气象部门合作，利用精细化降雨量

预报与降雨实况信息进行汛期精准防洪调度，确保大

坝安全，防灾减灾，且创经济效益这种模式值得进一步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王浔， 王业斌．电力行业的气象服务效用评估分析［Ｊ］．安
徽电力， ２００７， ２４（２）： ６８ －７２

［２］马士钦， 马志强， 程海霞．精细化气象服务———未来气象

服务的发展方向［Ｊ］．山西科技， ２０１８， ３３（２）： １０８ －１０９

（上接第 １１页）

２）１号倒垂线的浮子处于倾斜状态，影响浮力的

均匀性；２号倒垂线的浮子存在变形（凹陷），影响浮力

大小和浮力的均匀性；１ 号倒垂线和 ２ 号倒垂线复位

差较大，自稳定性较差。 建议对 １ 号倒垂线和 ２ 号倒

垂线浮力系统进行改造。

３）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挂重偏轻，该引张线大部

分测点人工观测值与理论值的差值大于规范控制值，

线性度较差；建议增大 ５０７．５ ｍ廊道引张线的挂重。

参考文献：
［１］何金平．大坝安全监测理论与应用［Ｍ］．北京： 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邓邦龙， 贡建兵．浅谈清江流域大坝安全监测运行管理

［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２（５）： ２６ －２９

［３］何金平， 施玉群， 李强．垂线观测精度对引张线观测精度

的影响分析［Ｊ］．水电能源科学， ２０１０， ２８（６）： ５３ －５５

［４］何金平， 施玉群， 吴雯娴．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４）： １７５ －１８０

［５］周建波， 王玉洁．运行期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评级方

法及应用［Ｊ］．大坝与安全， ２０１７（２）： １４ －１７

（上接第 ２３页）

５　结　语

１）由于整流电路中电感的存在，晶闸管的换相并

不是瞬间完成，换相持续的时间用换相重叠角γ来表

示，因此换相时会在阳极电压、整流输出电压上产生缺

口与压降，造成电压波形的畸变。

２）由于晶闸管的反向恢复特性，在反向恢复时电

流衰减的速度很大，加之电路外电感的存在，电流在电

感上的突变使晶闸管两端在换相时承受了很大的过电

压，严重威胁励磁变、转子等设备的绝缘，过大的 du／dt
也易使晶闸管误导通，不利于设备的稳定运行。

３）对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模块库中的晶闸管模块进
行修正后，能很好的仿真模拟晶闸管换相过程中的换

相压降及换相过电压，封装后的晶闸管使用方便，参数

调整方便。 能为其他的课题研究，如阻容保护的配置

等提供帮助。

４）当然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能预先计算电

路中的电流衰减速度，确定相应的反向恢复电流 Irr、
反向恢复电荷 Qrr，不能实时检测电路中的电流衰减速

度，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１］王兆安， 黄俊．电力电子技术［Ｍ］．４版．北京： 机械工业

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郝勇，许其品，曾继伦，等．晶闸管换相过电压的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Ｊ］．水电厂自动化， ２００７（４）： １９５ －１９８

［３］查烽炜．晶闸管换相过电压仿真研究［Ｊ］．安徽工业大学
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３１（３）： ２９５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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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思洪，男，工程师，从事水利水电安装管理方面的工作。

液压抓斗在龚嘴水电站的应用

张思洪
１，冯德强２，胡　强２

（１．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７；
２．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７）

摘要：龚嘴水电站采用液压抓斗进行清淤，取代传统的水下人工清淤方式，解决了机组进水口前水下清淤困难的问题。
相对于传统的水下人工清淤，采用液压机械式的清淤，作业人员可以在坝面进行操作，保证了作业人员安全和清淤效率，
并根据实际经验，提出操作注意事项。

关键词：进水口；清淤；液压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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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ydraulic Grab in Gongzui Hydropower Station
ＺＨＡＮＧ Ｓｉｈｏｎｇ１ ， ＦＥＮＧ Ｄｅｑｉａｎｇ２ ， ＨＵ Ｑｉａｎｇ２

（１．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Ｄａｄｕ Ｒｉｖ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７，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Ｄａｄｕ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７，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Ｇｏｎｇｚｕ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ｉｓ ｄｏｎ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ｂｙ ｍａｎ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ｓ ｎｏ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ｇｒａｂ．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ｇｒａｂ 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ｃａｎ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ｂ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Key words：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ｇｒａｂ

　　龚嘴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具防洪、排沙、漂木等
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纽枢工程。 该电站地处四川省乐山
市龚嘴镇境内，距乐山市直线距离 ４０ ｋｍ。 龚嘴水电
站于１９６６年３月开工建设，１９７１年 １２月 ２６日第一台
机组发电，１９７８年底 ７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龚嘴水
库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７６ １３０ ｋｍ２ ，占全流域面积
的 ９８．４％，总库容 ３．７３７ ×１０８ ｍ３ ，淹没耕地 ４ ２２９ 亩，
移民 ３ ５４１ 人。 电站总装机容量 ７００ ＭＷ，保证出力
１７９ ＭＷ，年平均发电量 ３４．１７８亿 ｋＷ· ｈ，年利用小时
数 ４ ９００ ｈ，电站所发电量通过 ７ 回 ２２０ ｋＶ 线路分别
送往宜宾、自贡、乐山等地。 水库总库容为 ３．７３７
亿 ｍ３ ，属河道型日周调节水库，正常蓄水位５２８．００ ｍ，
设计洪水位 ５２８．３０ ｍ，校核洪水位 ５３０．４ ｍ，水库从
１９７０年底蓄水，至今已运行 ３９ 年，创造了很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龚嘴电站枢纽工程主要由拦河坝、地面厂房、地下
厂房、漂木道等部分组成。 发电厂房分设三台机组的
地下式厂房和四台机组的地面厂房，每台机组引用流
量 ２４１ ｍ３ ／ｓ。 机组进水口拦污栅共 ２１０ 节（扇），其中
地面厂房机组进水口潜入式拦污栅 １２０ 节，地下厂房
机组进水口露顶式拦污栅共 ９０ 节。 每台机组进水口
平均 ６槽拦污栅，每槽由 ５ 节拦污栅串联而成。 每节
拦污栅跨度 ３．３ ｍ，高 ４．５ ｍ，重约 ２．７ ｔ，拦污栅框架
和栅片为装配式连接，栅片间距 ０．１２ ｍ，平均过栅流
速 １ ｍ／ｓ，设计水头 ４ ｍ。 每槽拦污栅均设有工作栅和
备用栅。
龚嘴水电站处于大渡河下游，为流域控制性水电

站，地处山区，上游有十几个县城、集镇。 由于龚嘴水
电站水库库容较小且运行多年，泥沙淤积严重，水电站
已演变为泾流式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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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进水口作用及要求

1．1　进水建筑物功用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为了从天然河道或水库中取

水而修建的专门水工建筑物，称为进水建筑物。 为发
电目的专门修建的进水建筑物，称为水电站进水口。
水电站进水口位于引水系统的首部。 其功用是按照发
电要求将水引入水电站的引水道。

1．2　水电站进水口的基本要求
１）要有足够的进水能力，水头损失要小，在任何

工作水位下，进水口都能引进必须的流量。 因此在枢
纽布置中必须合理安排进水口的位置和高程；进水口
应力求水流平顺并有足够的断面尺寸，一般按水电站
的最大引用流量 Qｍａｘ设计。 且进水口的轮廓应平顺，
流速要小，以尽可能减小水头损失。

２）水质要符合要求。 不允许有害泥沙和各种有
害污物进入引水道和水轮机。 因此进水口要设置拦
污、防冰、拦沙、沉沙及冲沙等设备。

３）进水口须设置闸门，以便控制流量，并在事故
时紧急关闭，截断水流，避免事故扩大，也为引水系统
的检修创造条件。 对于无压引水式电站，引用流量的
大小也由进口闸门控。

２　目前现状

2．1　坝前取水口现状

由于龚嘴水电站机组进水口地理位置原因，造成
其水下淤堵严重，经测量，临近拦污栅处已达 ５ ｍ 深，
给机组拦污栅造成了严重安全隐患，并严重影响机组
发电取水。 而对其水下处理传统方式为水下 ２５ ｍ 抽
砂、潜水员手刨人搬，该方式存在影响相邻机组发电、
清淤效率低且安全风险极大的弊端。
针对电站进水口坝前清淤地下厂房三台机停机，

而且需要潜水员水下配合，坝前进水口清淤成为最现
实且亟待解决的难题。

2．2　传统清淤存在问题
１）清污效率低、劳动强度大。 对电站下厂机组进

水口坝前清淤为水下２５ ｍ抽砂、潜水员手刨人搬。 同
时需要相邻机组停机配合，一般为晚低峰机组才能停
下，造成潜水人员疲劳作业，工作效率低。 而大渡河近
年来沉木很多聚集在坝前拦污栅处，给清淤工作带来
极大劳动强度。

２）安全性差。 水下清淤时，潜水员在水下 ２５ ｍ
进行作业，抽沙时还要汽车起重机进行配合，由潜水员
在水下抱住抽纱管进行抽沙，在加上水下清淤一般为
晚上进行，作业人员容易疲劳，给清淤工作带来很大
风险。

３）清污效果和可靠性差。 由于淤积情况严重，对
坝前拦污栅的处理往往是对拦污栅门槽附近进行处

理，而坝前淤积情况未能得到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
运行后，门槽处又会淤积泥沙、沉木。

４）经济损失大。 为保证安全，通常需要地下厂房
相邻 ３ 台机组停机，清淤一次耗时 ３ ｄ，发电损失
１５８．４万（估算）。

针对以上问题，龚嘴水电站引进液压抓斗，进行水
下清淤，经实践证明，清淤效果良好。

图 1　坝前淤积

图 2　坝前淤积

３　液压抓斗的应用

为解决困扰多年的坝前淤堵水下清淤情况，我们
超前谋划、充分论证，组织专人进行了调研，提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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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满足龚嘴水电站机组正常发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我公司成功将液压抓斗清淤装置安装并应用于龚
嘴水电站 ７号水轮发电机组机组进水口清淤工作中，
作业过程中验证了该装置的功能。 试验验证该装置进
行机组进水口水下清淤工作，不仅可以清理睡眠漂浮
垃圾，还可以清理水下２５ ｍ以下淤积泥沙、垃圾，并且
具有风险小，费用低，可靠性稳定、操作方便、清淤量
大、效率高等特点。

3．1　液压抓斗性能参数

液压抓斗性能参数见表 １。
表 1　液压抓斗性能参数表

额定起重量／ｔ ５ d
斗容／ｍ３ 6２ d
抓斗斗瓣 ６ d

电动机额定功率／ｋＷ １８ M．５

供电电压 ３８０ Ｖ，５０ Ｈｚ
环境温度／℃ －１０ ～５５  
使用环境 水下

图 3　液压抓斗总图

3．2　液压抓斗启闭

液压抓斗通过４５０ ｔ门机３２ ｔ钩进行启闭，而抓斗
的开合利用无线遥控器控制，这样操作人员可以站在
进水口处对抓斗进行开合操作，使得抓斗下水抓取河
沙等垃圾更有准确性，大大提高清淤效率。

3．3　液压抓斗安装

液压抓斗电源控制箱和卷筒安装在 ３２ ｔ 钩机房

处，抓斗电源取自 ４５０ ｔ门机。

3．4　液压抓斗使用

连接好电源线，在坝面做抓斗开合试验成功后，检
查抓斗正常后，入水在水面做开合试验检查无异常后，
便可进行水下清淤工作。 工作时，起重司机进行落钩
操作，抓斗深水电缆随抓斗和 ３２ ｔ钩起升机构同步深
入水下。 操作人员利用遥控器对抓斗进行闭合操作，
使抓斗抓满泥沙。 起重司机进行起钩操作，起至坝面
时，操作人员对抓斗进行开启操作，使抓斗抓取泥沙等
垃圾下放到坝面。
经实践证明，抓斗不仅可以清理水下 ２５ ｍ以下垃

圾，还可以抓取水面上的漂浮污物。

图 4　抓斗水下清淤

3．5　液压抓斗特点

１）液压系统驱动抓斗开闭，使抓斗具有足够的插
入力、良好的抓取效果。

２）电气系统、液压系统具有可靠的密封，使该抓
斗能在水下数十米深可靠的工作。

３）抓斗斗瓣可以同步开闭，使其具有很高的清污
效率。

４）可以离用遥控器对抓斗电机进行操作，使得操
作人员操作，提高清淤效率，同时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４　运行中注意事项
经过长期使用，总结出抓斗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
１）深水电缆插头必须插紧，以保证插针接触良

好，不得带电插、拔深水电缆插头。
２）深水电缆插座密封盖必须拧紧，以防深水电缆

插座进水。
３）抓斗在下水前，可在坝面上试操作开闭几次，

且开闭正常，检查液压泵站及管路无渗漏时，再进行水
下操作。 （下转第 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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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智能巡检机器人
推动水电企业智慧检修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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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轮发电机组智慧检修是建立在当前大数据处理、智能化计算及互联网运用的基础上，对机组设备的健康度和运
行状态进行全面的监测。 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搭载的智能化系统对机组设备进行智能状态分析、预警和应急处置，代替
人工日常巡检，稳步推动水电企业智慧检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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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一大批新兴技术层出不
穷，让人目不暇接。 自 ２００８ 年“智慧地球”的概念被
提出来以后，“智慧城市”、“智慧工厂”、“智慧物流”
等智慧产业相继诞生。 顿时，智慧的浪潮风起云涌。
水电站作为中国水电企业发展的核心，要在如此

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屹立向前，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
和机遇。 由传统的机组检修向智慧检修转型便成了必
然的发展趋势，水轮发电机组智慧检修建设也将迎来
黄金时期。
在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大力发展智慧企业的

浪潮中，智慧检修作为其中业务单元脑之一，在推动整

个流域的智慧建设中担当重任。 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诞
生，加速了智慧检修发展的步伐，为机组检修更好的提
供了可靠支撑。
智能巡检机器人主要是通过对水电站机组设备的

自动巡检、采集数据并分析预警，判断出设备的健康状
态和对故障分析，实现对水电站设备的动态监测，从而
为我们的智慧检修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１　智能巡检机器人的研究

1．1　智能巡检机器人体系构架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数字化网络、计算机云平台及
机器人集群系统一体化的智能系统，它是以特种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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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融合大数据交互引擎技术构建的综合运维管理

平台，这个平台就类似于一个物联网，它主要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为智慧管网－应用网络网关，另一部分是智
慧管网－传感器网络。
机器人的前端主要由管廊轨道路基通讯单元、机

器人单元、防火门管理单元、自适应充电单元组成，可
根据管廊区域分布进行配置，实现机器人的集群化管
理。 车体由动力仓和搭载仓构成，实时和轨道路基通
讯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可通过平台设置多种巡检模
式，快速对水电站运行设备进行实时的自主巡检、动态
监测、数据采集分析和灾害预警。
对比传统的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人的优势在于：

它不仅可以对地面的设备进行巡检，还可以凭借自身
搭载的机械臂伸长至高空对人工不能达到的死角区域

（比如大岗山电站 ５００ ｋＶ 出线场、高压电缆竖井）进
行巡检监测，彰显了智慧检修的精准水平。
通过大数据分析，科学判断设备性能裂化状况以

及发展趋势，确保在故障发生前提前治理，通过优化管
理，也避免对健康设备进行重复检修造成资源浪费。

图 1　智能巡检机器人

1．2　智能巡检机器人三大核心优势

１）安全性。 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的设计具有可
靠的安全性，能够适应现场高温、潮湿等各种恶劣环
境。 在水电站内应用智能巡检机器人进行日常监测和
维护，可以对运行设备的状态提前预判和预防，机器人
车体上搭载的防火器材可以及时的对现场突发火情进

行应急处理，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意外发生。
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的云技术处理，能够不断提

高探测精度，降低误差，进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２）实用性。 通过对智能巡检机器人的巡检模式

操控，系统可执行命令开始设定的巡检任务，在地面建
立的充电坞站能够及时的对机器人进行充电管理维

护，更加便捷。 当在巡检过程中遇到突发事故时，系统
将会自动启动应急处理方案。
巡检机器人的引入是智慧检修大数据的基础，为

检修决策提供了数据来源。
３）准确性。 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机体运动控制精

度高达 １‰，自主研发的核心运动控制算法，结合了华
为 ＤＳＰ芯片技术，控制核心采用 ＡＲＭ及 ＬＩＮＵＸ系统
作为底层架构，能完成 ８ ０００ 个以上的智能动作，预置
多达 ５００组以上的动作包，具备复杂环境下工作的应
对策略。
其中车体机械臂上高清摄像头的使用，能够全方

位扫描，实现 ３６０°覆盖无死角监测。 ＰＩＤ 控制模式和
高精度闭环控制管理，采用进口大功率直流无刷空心
杯马达电机，所有核心部件均采用工业级标准，智能定
点扫描，定点检测，从而提高了巡检时的准确性。

２　推广实施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思考
探索

　　通过将本系统引入进水电站，实施范围优先锁定
日常人工巡检易引发高职业健康风险区域，以及周期
巡检、维护检修、应急工作所不能够实现的死角区域。
利用定位等技术为工作人员提供中央控制式可视化的

资源巡检系统，实现电站内部资源远方智能化管理，构
建智慧检修、安全运维管理平台。
智能巡检系统将涉及的设施资源全部数字化，管

理者能够精确的了解整体设施的布局、建设、维护，巡
检机器人通过机身携带的多传感器终端对资源的地理

位置及相关属性进行信息采集。 节省了大量人力资源
及宝贵的时间，大大减轻了管理层的工作量，极大地提
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自动化水平。

３　智能巡检机器人的应用实例
当前，智能巡检机器人被推广应用在大渡河公司

大岗山水电站 ５００ ｋＶ 出线场，通过在人行通道的下
方，架设巡检机器人轨道，在轨道上布置巡检机器人，
机器人上搭载高清摄像机、高精度陀螺仪、红外热成像
仪、紫外光谱仪等监测仪器可对 ５００ ｋＶ出线场区域获
取高清视频、温度场分布、电晕分布、地质沉降数据监
测、分析，及时作出趋势预警，实现风险自动识别。
机器人上搭载的机械臂可进而扩展各种监测仪器

所能覆盖的范围，从而实现智能机器人的自动巡检，动
态管理出现场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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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大岗山水电站的 ５００ ｋＶ出线场首次应用
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对出线场套管、ＣＶＴ、避雷器的
局部温度、电晕进行 ３６０°无死角实时状态监测和对地
质沉降进行监测、分析、预警。 动态监测运行设备的健
康状态，进行数据分析和储存，有效的保证了水电站对
外的安全输送电，为电站的智慧检修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支撑。

图 2　大岗山水电站 500 kV出线场

４　结　语
智慧检修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优化、主动演进的过

程，它的建设有利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快速改变水

电行业机组检修的传统模式。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当代

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结晶，是人类发展史迈向

新征程的体现，更是推动水电企业机组智慧检修发展

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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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满足设计要求，并实现了减重 ６．５ｔ，节约了成本，同
时改善了转子的通风结构。 可在后续类似机组上推广
此经验。
参考文献：
［１］衣然， 兰波．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应力分析［Ｃ］．第
十九次中国水电设备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２０１３

［２］柳兴勇， 谭恢村．水轮发电机推力支架结构优化分析［Ｊ］．

东方电机， １９９４（４）： ６７ －７１
［３］白延年．水轮发电机设计与计算［Ｍ］．北京： 机械工业出

版社， １９８２

［４］王国强．实用工程数值模拟技术及其在 ＡＮＳＹＳ上的实践
［Ｍ］．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５］张磊．惯流水轮发电机组转子支架结构设计及有限元分析

［Ｄ］．天津： 天津大学， ２０１１

（上接第 ５６页）

４　结　论

通过对某电厂公用直流一次接线图方案 １ 研究，
发现方案 １存在母线失压较大风险，重新设计了 ３ 号
充电机一次出线接线图，如方案 ２所示，并通过与方案
１对比分析，验证了方案 ２ 不仅能实现 ３ 号充电装置
设计定位（备用充电机）而且还可以避免方案 １ 中母
线失压风险，达到了设计要求。
结合设备实际，分析了公用直流改造期间风险点

及应采取的措施，为技改方案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
障。 同时结合设备改造后特点，分析了新设备最优的
操作步骤，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从设计方案分析，提出新方案，危险源分析，现场
操作规范编制等为设备技改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重

大设备技改项目管理规范，对以后的技改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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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型水电站发电机两起定子一点接地故障分析

肖启露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２１）

摘要：发电机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故障，是发电机常见的一种电气故障。 针对某大型水电站 ６ 号发电机两起定子一点接
地故障保护动作，导致该发电机跳闸停运事故，通过对比分析故障前后发电机机端电压、主变低压侧电压、零序电压、零
序电流的变化情况，以及故障后的绝缘耐压试验，找出故障原因，并以此判断故障位置，为事故处置及设备检修提供依
据，缩短了机组从故障到恢复运行的时间。

关键词：发电机；定子一点接地；保护原理；基波零序电压；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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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wo One-point Grounding Faults of Generator Stator
in a Large-scale Hydropower Station

ＸＩＡＯ Ｑｉｌｕ
（Ｙａ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ｏｒ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ｒｉｐｐｉｎｇ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６＃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ｌ-
ｓｏ，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Key words：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ｚｅｒ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是发电机最常见的故障之一，
会导致非接地相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危及对地绝
缘。 如果非接地相绝缘较弱，则可能造成非接地相也
发生接地故障，从而发展成相间接地短路［１］ 。 另外，
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流过故障点的电容电流还会产生电

弧，可能烧毁定子铁芯，进一步造成匝间短路或相间短
路，使发电机遭受更严重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取决于
短路电流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２ －３］ 。 大型发电机在电
力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结构复杂，损坏后修复困
难，因此大型发电机安装定子接地保护装置显得尤为
重要。 我国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设计技术规
程枠（ＧＢ／Ｔ１４２５８ －２００６）规定，容量为 １００ ＭＷ及以上

的发电机应装设 １００％定子接地保护装置。

１　机组概况
某大型水电站 ６００ ＭＷ机组发电机为某电机厂产

品，额定容量 ６４９ ＭＶＡ，机端额定电压为 ２０ ｋＶ，采用
双路径向无风扇密闭自循环全空冷冷却方式。 发电机
励磁系统采用某公司生产的自并励数字式静止可控硅

励磁系统，由机端励磁变压器降压，经静止可控硅整流
励磁。 发电机与主变压器采用单元接线方式，发电机
出口经离相封闭母线直接与发电机出口电压互感器

（ＰＴ）、励磁变压器、发电机出口开关（ＧＣＢ）、主变低压
侧电压互感器（ＰＴ）、厂用变压器、主变压器、主变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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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避雷器相连，升压后经 ５００ ｋＶ母线向系统供电，发
电机中性点经接地变压器进行接地。 某大型水电站
６００ ＭＷ水轮发电机采用由“基波零序＋三次谐波”定
子接地保护和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构成双重化 １００％
定子接地保护。
某大型水电站发变组故障录波为武汉某公司制

造，每个发变组单元配置 １ 台故障录波装置。 故障录
波器用于电力系统，可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自动、准确
地记录故障前、后过程的各种电气量的变化情况，通过
对这些电气量的分析、比较，对分析处理事故、判断保
护是否正确动作、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水平有着重
要作用。

２　两起定子一点接地故障保护动作情况
１）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０ 日某大型水电站 ６ 号机定子一

点接地保护动作过程。
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０ 日 １６：１１，某大型水电站监控系统

报“６号机组事故跳发电机断路器 １（水机开出信号）
动作、６号机组 ６１ＹＨ端子箱消谐装置接地报警、机组
６ＢＹＨ端子箱消谐装置接地报警、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Ａ
屏定子接地跳闸动作、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Ｂ 屏定子接地
跳闸动作、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Ａ 屏频率保护跳闸动作、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Ｂ屏频率保护跳闸动作”等信号，６号机
电气事故停机流程启动，发电机出口开关 ＧＣＢ、灭磁
开关 ＦＣＢ跳闸，机组解列，甩负荷 ５００ ＭＷ。 通过对 ６
号发电机保护装置和故障录波装置的数据分析（见表
１、表 ２），可判断故障为发电机定子 Ｂ相连接的一次回
路发生故障。 通过进一步分析故障录波数据，故障持
续时间 ０．５ ｓ，在发电机保护动作断开 ６ 号 ＧＣＢ 的同
时机端故障量消失，发电机出口电压三相恢复平衡。

表 1　故障时发电机保护屏所测电气量

动作值 动作定值

零序电流（二次值）／ｍＡ ９２３ ┅４５０ z
定子接地电阻／ｋΩ ５ 8．７８ －

动作时间／ｍｓ ５６７ ┅５００ z
中性点零序电压／Ｖ ２２ N．７８ －

机端零序电压／Ｖ ２４ e．９ －

表 2　故障时发电机出口 PT所测电气量单位 Ｖ　
Ua Ub Uc ３U０

７２ 排．５１ ４６ !．５７ ５８ ~．５３ ３７  
　　２）２０１４ －０２ －１２ 日某大型水电站 ６ 号机定子一
点接地保护动作过程。

２０１４ －０２ －１２ 日 ０４：３９，某大型水电站监控系统
报“６ 号机组 ６１ＹＨ端子箱消谐装置接地报警、６ 号机
组 ６ＢＹＨ端子箱消谐装置接地报警、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Ａ屏定子接地跳闸动作、６ 号发电机保护 Ｂ 屏定子接
地跳闸动作”等信号。 ６ 号发电机在开机并网发出同
期合闸令后，ＧＣＢ合闸前定子一点接地保护动作，６号
机电气事故停机流程启动，灭磁开关 ＦＣＢ 跳闸。 ６ 号
机组定子接地故障发生在机组空载态，通过对 ６ 号发
电机保护装置和故障录波装置的数据分析（见表 ３、表
４），据此判断故障点在发电机 Ｂ相机端至 ＧＣＢ内侧连
接的一次回路发生金属性接地故障。 在 ６号发电机保
护动作断开 ６号灭磁开关 ＦＣＢ后 ２．６ ｓ发电机出口电
压三相恢复平衡，Ua：１５．８２ Ｖ、Ub：１５．８４５ Ｖ、Uc：１５．
０５５ Ｖ，机端零序电压消失。

表 3　故障时发电机保护屏所测电气量

动作值 动作定值

零序电流（二次值）／ｍＡ ４ ０１４ [４５０  
定子接地电阻／ｋΩ ２４ 谮．１５ －

动作时间／ｍｓ ４９８ 5５００  
中性点零序电压／Ｖ ９１ 谮．４７ －

机端零序电压／Ｖ ９９ 谮．７６ －

表 4　故障时发电机出口 PT所测电气量 Ｖ　
Ua Ub Uc ３U０

１００ g．１２ ０ �．２３５ １００  ．０６ ９８ P．７４４

３　故障点分析查找与处理
3．1　2013 －10 －10 日某大型水电站 6 号机定子一

点接地故障点分析查找

　　１）故障录波波形分析。 通过查看故障录波波形
图（见图 １），６号发电机 Ａ、Ｂ 套保护装置定子接地保
护正确动作，机组顺利解列停机。 从故障录波波形图
可以看出，机端零序电压突变为 ３６ Ｖ，经过 ０．５ ｓ延时
正常跳闸。 故障发生后，发电机 Ａ 相电压升高至
７８ Ｖ，发电机 Ｂ相电压降低至 ４２ Ｖ，发电机 Ｃ 相电压
升高至 ６０ Ｖ，发电机定子绕组采用三相 ６分支 Ｙ形接
线，此接线方式下发生接地故障后，明显特征是故障相
电压降低，非故障相电压升高，由于 Ｂ 相电压并未降
至接近 ０ Ｖ，由此可以判断：故障类型为 Ｂ 相非金属性
单相接地。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Ｔ１时刻（即０ ｍｓ）为接
地故障开始时刻，经过 ５００ ｍｓ 延时，在 Ｔ２ 时刻（即
５００ ｍｓ）保护出口跳开发电机出口开关，之后发电机 Ｂ
相电压明显升高至与 Ａ、Ｃ相一致，且零序电压 ３Ｕ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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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失，且其零序电压接近 ０ Ｖ，说明在发电机ＧＣＢ跳
开的瞬间从发电机中性点至 ＧＣＢ内侧的故障消失，从
而判断故障位置有两种可能：①在 ＧＣＢ 内侧，ＧＣＢ 跳
开过程中，瞬时故障正好消失；②在 ＧＣＢ 外侧至主变
低压侧或至厂高变高压侧或 ＩＰＢ封闭母线，不在 ＧＣＢ
到发电机范围内。

图 1　6 号机定子接地机端电压波形图
分析图 ２可以得出，发生故障后（即 ０ ｍｓ），主变

低压侧 Ａ相电压升高至 ７８ Ｖ，主变低压侧 Ｂ相电压降
低至 ４３ Ｖ，主变低压侧 Ｃ相电压升高至 ６０ Ｖ，主变低
压侧零序电压变为 ３６ Ｖ。 直到 Ｔ１时刻（即 ５００ ｍｓ）保
护动作跳开发电机出口开关，在发电机出口开关 ＧＣＢ
跳开后，主变低压侧三相电压及零序电压在 １ ７００ ｍｓ
内仍保持接地故障的波形，故障仍然存在，在 １ ７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ｓ时间段由于发生分频铁磁谐振，主变低压侧
三相电压周期性轮流上升。 发生铁磁谐振时，消谐装
置投入，在 Ｔ２时刻（即２ ０００ ｍｓ）后主变低压侧三相电
压及零序电压恢复正常。 据此判断故障点发生在
ＧＣＢ至主变低压侧范围内，包含主变低压侧、ＩＰＢ，与
ＩＰＢ直连的厂高变高压侧、主变低压侧 ＰＴ 一次侧，发
生瞬时性非金属接地一次故障。

图 2　6号机定子接地主变低压侧电压波形图

２）试验检查分析。 ６号发电机 ２０ ｋＶ系统转检修
后，通过对发电机本体、ＧＣＢ 至发电机侧一次设备、
ＧＣＢ至发电机侧离相封闭母线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及
耐压试验，均未发现明显异常，相应设备绝缘电阻、吸
收比及极化指数均合格，进入 ＩＰＢ 筒内检查支柱绝缘
子、导体及 ＣＴ，无放电痕迹。 ６ 号机组开机带 ＧＣＢ 进
行零起升压，电压分别升至 １０％Ｕｅ 、２５％Ｕｅ、５０％Ｕｅ、
７５％Ｕｅ，每阶段持续 １０ ｍｉｎ，升至 １０５％Ｕｅ 时，持续时
间 ４０ ｍｉｎ。 零起升压过程中，发电机出口三相电压平
衡，无零序电压，机组其他运行数据正常，发电机、ＩＰＢ、
励磁变、ＰＴ柜等一次设备运行正常。 于是 ６ 号机组于
１０月 １１日 １１：０８申请并网带 ５００ ＭＷ有功运行。

１０月 ２９日利用线路停电计划，申请调度同意对 ６
号机 ＩＰＢ进行全面检查、试验。 对主变低压侧至 ＧＣＢ
段 ＩＰＢ Ｂ相进行两次交流耐压试验，耐压至 ４２．４ ｋＶ
时，均出现击穿现象，伴有放电声音。 通过声音判断故
障点位于主变低压侧 ＰＴ 柜 Ｂ 相上方分支母线区域。
进入 ＩＰＢ筒内检查，发现主变低压侧 ＰＴ 柜 Ｂ 相上方
第一组支柱绝缘子中的 １ 支绝缘子（每组 ３ 个支柱绝
缘子）已碎裂成多块，其中上面一块从根部斜挂在筒
体和母线导体之间，其余几块掉落（见图 ３）。

图 3　主变低压侧 PT柜上方故障支柱绝缘子破裂掉落
3．2　2014 －02 －12 日某大型水电站 6 号机定子一

点接地故障点分析查找

　　１）故障录波波形分析。 通过查看故障录波波形
图，６号发电机 Ａ、Ｂ 套保护装置定子接地保护正确动
作，灭磁开关 ＦＣＢ跳闸，机组顺利灭磁停机，成功将故
障点隔离。 故障发生后，发电机 Ａ 相电压升高至
１００．１２ Ｖ，发电机 Ｂ相电压降低至 ０．２３５ Ｖ，发电机 Ｃ
相电压升高至 １００．０６ Ｖ，机端零序电压突变为
９８．７４４ Ｖ，由于 Ｂ 相电压降至接近 ０ Ｖ，由此可以判
断：故障类型为 Ｂ相金属性单相接地。 从图 ４ 中可以
看出，Ｔ１ 时刻（即 ０ ｍｓ）为接地故障开始时刻，经过
５００ ｍｓ延时，在 Ｔ２ 时刻（即 ５００ ｍｓ）保护出口跳开灭
磁开关，转子绕组通过非线性电阻灭磁后，发电机出口
电压三相恢复平衡，机端零序电压 ３Ｕｏ 立即消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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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说明在灭磁开关 ＦＣＢ 跳开灭磁后从发电机中
性点至 ＧＣＢ内侧的故障电气量消失，从而断定故障位
置在 ＧＣＢ到发电机范围内。

图 4　6 号机定子接地机端电压波形图
２）试验检查分析。 故障发生后，通过对发电机本

体、ＧＣＢ至发电机侧一次设备、ＧＣＢ 至发电机侧离相
封闭母线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均未发现明显异常，相
应设备绝缘电阻、吸收比及极化指数均合格，经过两次
交流耐压试验确定放电点位置，检查发现由于安装质
量问题，离相封闭母线 ＣＴ（ＧＣＢ 靠发电机侧）的等电
位线未整理固定，因现场环境及设备振动，出现松动脱
落，最后与 ＩＰＢ 外壳绝缘距离不够（约 ２ ｃｍ），导致运
行中母线对地放电，等电位线及外壳出现明显的放电
痕迹（见图５），经过专业班组对 ＣＴ的等电位线进行整
理固定，保证足够的绝缘距离后，再次对发电机至
ＧＣＢ 间的 ＩＰＢ 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及交流耐压试验
（４７ ｋＶ，１ ｍｉｎ），试验通过，故障消除。

图 5　6号机离相封闭母线 CT（GCB靠发电机侧）
的等电位线与 IPB外壳绝缘距离不够

４　６号机两起定子一点接地故障对比

从某大型水电站 ６ 号机两起定子一点接地机端电
压波形图可以看出：在故障发生后，故障相电压均降
低，非故障相电压均升高。 在 ６ 号机第一次定子接地

故障 ＧＣＢ跳闸后，机端零序电压立即消失，故障相机
端电压恢复至与非故障相一致，且其变化趋势也一致，
另外结合定子接地主变低压侧电压波形图，ＧＣＢ 跳闸
后，主变低压侧故障相电压未恢复至与非故障相一致，
且零序电压一直存在，而在 ６ 号机第二次定子接地故
障中，由于机组在空载态发生的定子接地，灭磁开关
ＦＣＢ跳闸前，机端电压三相不平衡，当灭磁开关 ＦＣＢ
跳闸灭磁过程中，故障相机端电压逐步恢复至与非故
障相一致，直至机端电压三相消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发电机定子发生接地故

障时， ＧＣＢ跳开后，ＦＣＢ跳闸前，若故障相机端电压与
非故障相机端电压仍保持与 ＧＣＢ跳闸前一致，且机端
零序电压一直存在，同时故障相的主变低压侧电压与
非故障相电压恢复至三相电压平衡，其变化趋势一致，
则可判定接地故障发生在 ＧＣＢ内侧；当发电机定子发
生接地故障时，ＧＣＢ 跳开后，若故障相机端电压与非
故障相机端电压恢复至三相电压平衡，其变化趋势一
致，且故障相的主变低压侧电压与非故障相电压三相
仍不平衡，同时零序电压一直存在，则接地故障发生在
ＧＣＢ外侧。

５　结　语
在发生发电机定子接地故障后，判断故障点的位

置区间是现场检查的第一步［４］ ，以求高效、合理、经济
地处理事故。 注入式发电机定子 １００％一点接地保护
和基波零序电压＋三次谐波电压型发电机定子 １００％
一点接地保护有机结合，形成定子保护双重化配置，综
合提高了保护在机端和中性点附近的灵敏度［５］ 。 在
外加电源故障或断线时仍然有基波零序保护，不存在
无保护状态。 定子接地多判据保护同时也提高了保护
的可靠性，可以缩短保护延时，及时切除故障。 保护动
作后通过保护装置及故障录波提供的数据可以快速判
断故障位置，分析故障原因和故障类型，有助于故障的
快速处理，同时保证发电量和机组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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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垃圾电站燃料的特殊性导致燃料储存池会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和可燃性气体。 若垃圾卸料门选型不合理，会造成
恶臭气体泄露，恶化运行条件，污染周围环境。 本文从技术性和经济性两方面，分析三种常见型式的卸料门的优缺点，为
垃圾电站卸料门的设计选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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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ｅ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ｇ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ｔｏ-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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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的“电力发展’十
三五’规划”，明确了“电源结构清洁化” ［１］的发展原

则。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鼓励建设区域性垃圾电
站［２］ 。 垃圾电站以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作为燃料，其
燃料的特殊性导致燃料储存池会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和

可燃性气体。 若垃圾卸料门选型不合理，会造成恶臭
气体泄露，恶化运行条件，污染周围环境。 本文从技术
性和经济性两方面，分析三种常见型式的卸料门的优
缺点，为垃圾电站卸料门的设计选型提供参考。

１　垃圾卸料门的类型

1．1　提升式卸料门

提升式卸料门（见图 １）的门板采用彩涂铝合金
板，二层板之间充填硬质聚氨酯发泡料，有良好的抗腐
蚀性能。 门体底部设置三元乙丙橡胶安全气囊及密封
条，当门体碰到障碍物就会迅速反弹，确保人身安全。

门板顶部及二侧均设置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 保证门
体与门框间良好的密闭性。 轨道、五金件采用热镀锌
铁板，表面喷涂聚酯，确保良好的抗锈蚀性能。

图 1　提升式卸料门
提升门采用配重平衡，在门体一侧设有配重导向

支架，轨道安装支架及顶部滑轮系统，在另一侧设有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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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装支架及顶部滑轮系统。 门板通过钢丝绳及滑轮
系统与配重架连接，驱动电机通过链条链轮及钢丝绳
等传动装置，驱动配重架作上下运动，从而带动门板
上、下运动。 配重块外包防腐蚀的 ＰＶＣ套管。 钢丝绳
采用不锈钢钢丝绳，并设有防断裂安全装置。 驱动系
统采用直流驱动电机，能缓启动缓停止，整机运行平
稳，惯性小，无冲击；配备用电源，当停电时还可使用
５０次以上［３］ 。 提升速度在 ０．１ ～０．３ ｍ／ｓ，开启时间
２０ ～６０ ｓ（门高按 ６ ｍ）。

控制方式采用就地＋集控（从中央控制室来实现
对门的开启关闭）。

1．2　对开式卸料门
对开式卸料门（见图 ２）为水平两扇开启式，门体

有框架、内部加强构件、两侧厚钢板和通长铰链组成，
四周采用密封条密封。 门体采用钢结构制作，内部和
外部均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保证不因刚性不足产生
振动；外部采用防腐材料制作，稳定并抗轻微的汽车撞
击。 门体刚度可抵抗正风压和负风压，保证大门正常
运行和密封。 门体开关运行平稳、无震动；门叶开启角
速度 ４．５ ～７°／ｓ；开启时间 １３ ～２０ ｓ［４］ （开启角度按
９０°）。

图 2　对开式卸料门

驱动系统设一个液压站，控制若干个垃圾卸料门。
每个垃圾卸料门的两翼门由一个液动推拉杆控制，通
过连杆传动至门体实现启闭，开启灵活，可改变开闭速
度，控制系统保证门在开启或闭合时无冲击。 液动推
拉杆设置在垃圾池内部，进行防腐出离。 液压站设置
两台油泵，一运一备。
控制方式采用就地控制、卸料大厅集中控制、垃圾

吊控制室远程显示，并具备手动、自动转换功能。

1．3　翻板式卸料门
翻板式卸料门（见图 ３）的门板以一定角度扣在卸

料口上。 门体采用钢结构制作，内部和外部均采取有
效的加强措施；外部采用防腐材料制作，稳定并抗轻微
的汽车撞击。 门体开启时，向上抬起；关闭时，向下闭
合，启闭时不会将垃圾池内部臭气带出。 门体开关运
行平稳、无震动［５］ 。 门叶开启角速度 ４．５ ～７°／ｓ；开启
时间 １３ ～２０ ｓ（开启角度按 ９０°）。

图 3　翻板式卸料门
驱动系统设一个液压站，控制若干个垃圾卸料门。

每个垃圾卸料门由两个液动推拉杆控制，通过连杆传
动至门体实现启闭，开启灵活，可改变开闭速度，控制
系统保证门在开启或闭合时无冲击。 另外由于液动推
拉杆设置在垃圾池外部，相关设备所受腐蚀程度降低。
液压站设置两台油泵，一运一备。
卸料门由垃圾吊车控制室控制其开启，并在卸料

门附近设就地启停按钮。 垃圾卸料口处设置车挡、事
故报警、红绿灯及其它安全设施，垃圾卸料门开启应与
垃圾抓斗上料相协调，垃圾抓斗上料时附近的卸料门
应关闭。

２　各类型卸料们的对比分析

2．1　经济性对比
三种型式的卸料门经济性对比见表 １。

表 1　经济性对比表

序号 费用（元／套）
提升式

卸料门

对开式

卸料门

翻板式

卸料门

１ 圹主要设备及材料费 ４４ ８５５ 牋６８ ４５８ q５９ ８２９ B
２ 圹设备安装费 １ ２８０ 妸１ １７０ [１ ０４６ ,
３ 圹建筑工程费 ０ 7１ ３４５ [２ ５８３ ,
４ 圹合计 ４６ １３５ 牋７０ ９７３ q６３ ４５８ B

　　以上对比可见，提升式卸料门由于其材质为铝合
金板及硬质聚氨酯发泡料，因此初始投资费最低，对开
式及翻板式卸料门材质都为钢结构，其总投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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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2．2　技术性对比
三种型式的卸料门在技术性能方面相比，各有优

缺点，下面从各方面具体比较：
１）启闭时间。 对开式和翻板式卸料门的启闭时

间较短。 提升式卸料门由于其行程较大，因此在启闭
时耗时较长。

２）运行及维护。 提升式卸料门的运行部件较多，
导致后期维护时易损件较多，维护费用高。 对开式卸
料门推拉杆一般设置在垃圾池内部，由于垃圾池内部
腐蚀性较强，推拉杆在检修时较为困难。

３）驱动装置。 对开式和翻板式卸料门采用液压

系统，传动平稳、易于实现往复运动及较大范围的无极
变速。

４）密封性。 提升式和对开式卸料门侧向开口，启
闭臭气易外泄。 对开式卸料门在闭合时会将一部分臭
气带出。 翻板式卸料门在地面开口，且与垃圾池之间
有段斜向通道，使垃圾池内空气与卸料大厅不直接接
触，启闭时不易带出臭气。

５）设备受腐蚀程度。 提升式卸料门运动部件较
多，其轨道及钢丝绳易腐蚀。 对开式卸料门推拉杆在
垃圾池内部易受腐蚀。 翻板式卸料门的运动部件一般
设置在卸料大厅，不易受腐蚀。
三种型式卸料门的技术参数对比见表 ２。

表 2　技术参数对比表

序号 项目 提升式卸料门 对开式卸料门 翻板式卸料门

１ ~启／闭时间 ２０ ～６０ ｓ １３ ～２０ ｓ １３ ～２０ ｓ
２ ~运行及维护 运行逻辑复杂，维护费用高 运行逻辑简单，维护费用低 运行逻辑简单，维护费用低

３ ~驱动装置 直流电机驱动 液压驱动 液压驱动

４ ~密封性 启闭时臭气外泄量少 闭合时会将垃圾池臭气带出 启闭时臭气外泄量很少

５ ~设备受腐蚀程度 腐蚀程度高 腐蚀程度高 腐蚀程度低

３　结　语
综合以上经济性和技术性能分析，翻板式卸料门

虽然投资较多，但性能安全可靠；提升式卸料门虽然投
资较少，但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不高。 综合考虑，采用翻
板式卸料门较为适宜。
参考文献：
［１］陈格桓， 陈荔．兴建垃圾电厂基本原则的探讨［Ｊ］．电力建
设， ２０１５， ２６（１２）： ６９ －７２

［２］程晓民， 王智微， 张朝阳．南山垃圾电厂燃烧系统技术特

点介绍［Ｊ］．热力发电， ２００５， ３４（６）： １０ －１１

［３］屠进， 沈又幸．垃圾焚烧电厂设计探讨［ Ｊ］．中国电力，

２００３， ３６（１）： ７９ －８１

［４］梁伍一，谷孟涛．垃圾焚烧电厂垃圾预处理工艺设计探讨

［Ｊ］．华东电力， ２００９， ３７（４）： ６４８ －６５０

［５］梁勇．在乌鲁木齐市建设垃圾电站的探讨［ Ｊ］．新疆电力，

２００５（４）： ７３ －７６

（上接第 ６３页）

４）抓斗液压系统定期保养，特别是液压油要定期

检查和更换，以保证抓斗开闭平稳有力。

５　结　语

综上所述，液压抓斗可以解决机组进水口坝前淤

堵难题，保证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并且具有风险小，费

用低，可靠性稳定、操作方便、清淤量大、效率高等优

势，还具有很好的通用性。 其它行业如有类似问题，可

以借鉴。

参考文献：
［１］邓禹， 朱跃， 言开文．无线遥控抓斗在垃圾处理起重机上
的应用［Ｊ］．起重运输机械， ２０１６（８）： ２７ －２９

［２］卿慧， 吕燕林．液压清污抓斗在水电站垂直式拦污栅清污
中的应用［Ｊ］．华电技术， ２０００（６）： ５３ －５５

［３］朱晓章．龚嘴水电站厂房进水口拦污栅问题浅析［ Ｊ］．四
川水力发电， １９９９， １８（４）： ４８ －４９， ５２

［４］刘书昌， 柴长天， 郑岩， 等．高沙电站坝顶门机及液压清
污抓斗的使用情况［Ｊ］．水利电力机械， ２００５， ２７（１）： ２０
－２３

［５］于向军， 任玉珊， 杨敏， 等．水电站进水口拦污栅清污机
械的分类及其应用［ Ｊ］．工业技术经济， １９９７（３）： １１５ －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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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环———混凝土梁板式风电基础结构
受力特性计算与分析

毕枫桐，裴元义，金　飞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在风电基础中，钢基础环式混凝土风机基础应用广泛，在设计和施工中需要注意基础环与混凝土之间的应力集中
问题。 通过对某工程基础环式混凝土风机基础进行 ＡＮＳＹＳ静力学仿真分析，明确了基础环与混凝土界面应力分布特
点，为优化设计与改进施工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风电基础；基础环；混凝土；界面；受力特性

中图分类号：ＴＭ６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５

Structural Stress Analysis of th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of Steel Base Ring and Concrete Beam and Slab

ＢＩ Ｆｅｎｇｔｏｎｇ， ＰＥＩ Ｙｕａｎｙｉ， ＪＩＮ Ｆｅ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ｓｅ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ｓｌａｂ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ｓｅ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ｃａｒｅ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ＳＹ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ｓｅ ｒ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Key words：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ｒｉｎ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风能是一种安全、清洁、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能源，
风力发电技术是多学科综合的一项新兴技术。 在风电
工程施工中，风机塔筒与基础的连接形式将直接影响
风机运行的可靠性。
钢结构基础环式连接是基础与风机的主要连接形

式之一。 混凝土基础内预埋圆形基础环，基础环与上
部连接塔筒的直径相同，通过底法兰将预埋的基础环
与上部结构连接起来。 此类连接方式的问题主要在
于，基础环直径较大，相对埋深较浅，基础环与混凝土
接触界面的应力分布不够明确［１］ 。 因此，研究基础环
与混凝土间应力分布问题对既有基础环连接风机基础

的后期运行维护意义重大。 本文以某工程为例，通过

ＡＮＳＹＳ计算分析基础环与混凝土基础界面的受力
特性。

１　工程概况
工程位于山地丘陵地区，主要包括丘陵、灌木丛、

古河道和山谷，属于典型的海陆交互相砂丘地貌。 采
用 Ｃ４０梁板式圆形钢筋混凝土基础，Ｑ３４５Ｂ型钢结构
基础环，基底半径为 ９．６ ｍ，基础承台半径为４．０ ｍ，基
础总高 ３．１ ｍ，８ 根梁按照 ４５°间隔均匀分布，基础埋
深为 ２．８ ｍ。 圆形基础环埋置于混凝土基础中，高出
基础承台 ０．６ ｍ，可为塔筒连接螺栓施工提供操作空
间，基础环总高为 ３．７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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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计算
2．1　有限元模型建立

按结构实际尺寸建立 ＡＮＳＹＳ有限元模型，混凝土
以及基础环分成规则面域导入 ＡＮＳＹＳ 界面［２］ 。 单元
材料属性如表 １所示。
基础环为壳单元，以四边形平面网格划分。 混凝

土为实体单元，以六面体划分。 基础环、混凝土相交处
做局部加密处理。

2．2　荷载与约束定义

荷载设计值如表 ２ 所示，分项系数参照 ＦＤ００７ －
２００７枟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枠［３］ 。 其中水平弯
矩My 位于整体坐标系 ｘ－ｚ平面内，该水平弯矩My 为

最大主弯矩，因此整体坐标系下的 ｘ－ｚ平面即为最大
主弯矩平面。 图 1　梁板式基础平面图

图 2　基础断面图

图 3　基础环示意图

表 1　单元材料属性

单元 对应材料
密度

／（ｋｇ· ｍ－３）
弹性模量

／Ｐａ 泊松比

Ｓｏｌｉｄ６５ {钢筋混凝土 ２ ５５１ [３ w．２５ ×１０１０ ０ 谮．２

Ｓｈｅｌｌ１８１ 憫基础钢环 ７ ８５０ [２ ×１０１１ ０ 谮．３

图 4　基础实体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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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础环网格划分

　　基础与土的接触简化为土对基础的刚性约束。 为
模拟实际工程中风机荷载的传递路径，在基础环顶部
加载风机荷载并将基础环顶部节点作局部刚化处理以

利传递荷载，如图 ６所示，基础环顶部位移约束区域即
为节点局部刚化位置。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混凝土基础计算结果与分析
各工况混凝土基础计算结果如表 ３所示。 各荷载

工况下混凝土基础内力、位移分布规律相同，故应力、
位移云图仅以极端荷载工况为例进行展示，如图 ７、图
８、图 ９所示。

表 2　计算模型荷载设计值

工况
上覆土均布力

／ｋＰａ
竖向力 Fz

／ｋＮ
水平力 Fx

／ｋＮ
水平弯矩 My

／（ｋＮ· ｍ）
扭矩 Mz

／ｋＮ
极端荷载 ５６ 蝌．８ ２ ４１９  ．２ ８２０ {．４ ６０ ８９１ 牋．８ １ ６０８ q．９

正常运行＋多遇地震 ５６ 蝌．８ ２ ４７５  ．２ ６４８ {．９ ４２ ７０２ 牋．５ ２３１ K．０

正常运行＋罕遇地震 ５６ 蝌．８ ２ ４７５  ．２ １ ４４３ 　．４ ７７ ３８９ 牋．０ ２３１ K．０

图 6　基础环顶部节点定义为刚性区域
　　

表 3　混凝土基础计算结果

工况
第一主应力

／ＭＰａ
位移

／ｍｍ

极端荷载 ２８ e．０ ０ P．２３４

正常运行＋多遇地震 １９ e．４ ０ P．１６３

正常运行＋罕遇地震 ３６ e．０ ０ P．３００

图 7　混凝土基础第一主应力云图（极端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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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混凝土基础位移云图（极端荷载）

图 9　混凝土最大主弯矩平面内第一主应力云图（极端荷载）
根据有限元计算，可以得到如下结果：混凝土基础

在三种不同工况下最大拉应力（即第一主应力）分别
为 ２８．０ ＭＰａ、１９．４ ＭＰａ、３６．０ ＭＰａ。 建模时未考虑加
入钢筋单元的作用，此处拉应力应视为钢筋混凝土基
础结构的最大拉应力。 根据应力云图，混凝土结构顶
部主受拉截面以及主受压界面分别出现了最大拉应

力、最大压应力。 在基础环环身内外壁两侧，混凝土均
出现应力集中。 受拉区内，基础环外壁与混凝土顶部
交界面位置出现最大拉应力。 查看位移分布图可得，
最大位移同样出现在基础环与混凝土顶部交界面处，
由于拉应力水平较高，混凝土存在较大开裂风险。 基
础结构在该位置出现应力集中的主要原因是钢环传递

弯矩与水平力至混凝土基础顶部，由于混凝土结构参
与受力，在混凝土基础顶面上下刚度突变较大，进而导
致应力集中出现在基础环与混凝土顶部交界面处。

3．2　基础环计算结果与分析

各工况基础环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基础环应
力、位移云图仅以极端荷载工况为例，如图 １０、图 １１

所示。
表 4　基础环计算结果

工况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

／ＭＰａ
位移

／ｍ
极端荷载 ８２ e．１ ０ P．２３４

正常运行＋多遇地震 ５６ e．９ ０ P．１６３

正常运行＋罕遇地震 １０６ |．０ ０ P．３００

图 10　基础环 von Mises应力云图（极端荷载）

图 11　基础环位移云图（极端荷载）

　　根据有限元计算，可以得到如下结果：各工况下钢
结构基础环的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力分别为 ８２．１ ＭＰａ、
５６．９ ＭＰａ、１０６．０ ＭＰａ。 基础环最大应力出现在受拉
区基础环顶部区域，最大拉应力基础环顶部应力沿环
身向基础环底部逐渐减小，参考应力云图并读取混凝
土与基础环交界面处单元应力可得，在交界面位置，基
础环身与混凝土内应力大小基本一致。 钢环材料为
Ｑ３４５Ｂ，屈服强度为 ３４５ ＭＰａ，显然按照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应
力，各荷载工况下基础环仍处于弹性承载阶段，基础环

７７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

还有较为富余的强度储备。

3．3　基础环与混凝土交界处应变分析

在有限元后处理程序中查看基础结构的第一主应

变，在混凝土与基础环交界面上，选取一出现最大应变
的混凝土单元，同时选取与该混凝土单元相邻的钢环
单元，查询两单元的最大应变，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 5　单元第一主应变数值统计

工况 混凝土 基础环

极端荷载 ７ #．７４ ×１０ －４ ６ Q．０２ ×１０ －４

正常运行＋多遇地震 ５ #．３６ ×１０ －４ ４ Q．７３ ×１０ －４

正常运行＋罕遇地震 ９ #．９４ ×１０ －４ ７ Q．３１ ×１０ －４

图 12　混凝土上表面第一主应变云图（极端荷载）

图13　混凝土最大主弯矩平面内第一主应变云图（极端荷载）

　　在主弯矩平面内，受拉区混凝土与钢基础环的第

一主应变均为拉应变，根据表 ５中数据，可得混凝土与
基础环交界面位置第一主应变的数值基本处于同一水

平，其中混凝土的第一主应变略高于基础环。 随着荷
载的逐步增加，两种材料之间的第一主应变值之间差
距也随之增加，这说明界面混凝土与基础环之间有着
粘结滑移的趋势。 由图 １３剖面图可得，在基础环内外
侧区域混凝土拉应变相对其他位置更加突出。
由于混凝土抗拉强度远小于其抗压强度，所以混

凝土与基础环的界面破坏，除了有混凝土应力集中的
原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即：基础环与混凝土交
界面刚度差异导致混凝土与基础环应变值出现差异，
在混凝土未开裂时存在粘结滑移风险；而一旦混凝土
开裂以后，则开裂混凝土承载作用失效，导致应力无法
传递，最终会导致基础顶部混凝土与钢环产生界面破
坏，进而发生塔筒倾斜率过大、基础局部混凝土失效、
疲劳损伤［４］等问题。

４　主要结论与建议
１）采用 ＡＮＳＹＳ进行仿真分析，能够模拟出混凝土

与基础环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的位置，由于拉应力水平
较高，混凝土存在较大开裂风险。

２）混凝土受拉裂缝逐步发展，这样会更加削弱应
力集中区域混凝土与基础环交界面的荷载传递能力，
从而对基础环与混凝土交界面的承载能力产生更为不

利的影响，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控制
交界面处混凝土裂缝的发展。

３）混凝土与基础环交界面的截面破坏通常是由
于通常由两部分原因组成：第一是交界面应力集中；第
二是混凝土与基础环环身有粘结滑移这一潜在趋势所

致。 基础环与混凝土顶部交界面位置若出现局部失
效，就会影响风机基础的耐久性与疲劳特性。 在相关
工程设计中，这一问题应予以充分考虑。
参考文献：
［１］汪宏伟．风机基础环松动原因分析和注浆加固［ Ｊ］．中国
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１０４ －１０７

［２］贾献林， 俞华锋， 黄春林， 等．风力发电机组基础环的有

限元分析［Ｊ］．水力发电， ２０１３， ３９（４）： ７６ －７９

［３］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 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Ｓ］
［４］康明虎， 徐慧， 黄鑫．基础环形式风机基础局部损伤分析

［Ｊ］．太阳能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５（４）： ５８３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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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２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生物质发电产业排名出炉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
能产业分会在京发布枟２０１８ 年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排
名报告枠。
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国已投产

生物质发电项目 ７４４ 个，较 ２０１６年增加 ７９ 个；并网装
机容量 １ ４７５．８３ 万 ｋＷ，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２５１．０３ 万
ｋＷ；年发电量 ７９４．５７ 亿 ｋＷ· ｈ，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１６０．
４７亿 ｋＷ· ｈ；年上网电量 ６７９．４８ 亿 ｋＷ· ｈ，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１３６．６８亿 ｋＷ· ｈ。
报告称，２０１７ 年我国生物质能产业规模稳步增

长，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较上年增长 ２０．５％，其中垃
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达 ７２５．１ 万 ｋＷ，较上年增长
３２．１％；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 ７００．７７万 ｋＷ，较
上年增长 ８．４％；沼气发电装机容量达 ４９．９ 万 ｋＷ，较
上年增长 ４２．９％。
此外，报告对全国各省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

发电、沼气发电排名情况及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
焚烧发电重点企业（按投资主体）进行了排名。 农林
生物质发电项目数量以及装机容量、上网电量排在前
位的省份有山东、黑龙江、安徽、江苏等。 垃圾焚烧发
电发电项目数量以及装机容量、上网电量浙江、江苏、
山东等省份排名靠前。
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勇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可再生能源已经成
为各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能源转型的

重要发展方向。 根据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不同领域，电
力系统建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可再生能源发电已
开始成为全球电源建设的主流。 生物质发电技术是目
前生物质能应用方式中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该份报告在公布各省农林生物质发电排名情况、

垃圾焚烧发电排名情况、沼气发电排名情况的基础上，
剖析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旨在为企业投资决策
提供参考数据，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张大勇指出，我国以发电为主的生物质能利用方

式将发生重大转变，生物质热电联产是生物质发电的
必然趋势，生物质能清洁供热是当前和未来生物质能
发展的主要方向，呼吁全行业企业向生物质热电联产
方向转变。

“通过这份报告让全社会对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
规模有一个客观清醒认识，让各省份对所属区域生物
质发电发展规模在全国所处位置有一个系统了解，让
行业先进企业带动落后企业，形成良好产业发展势头。
通过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行
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得到稳步快速提升，从而促进中国
生物质能源产业规范有序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张大
勇表示。
据悉，该分会后期还将陆续发布枟农林生物质发

电及热电联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８）枠、枟生物天然
气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８）枠、枟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枠、枟生物质成型燃料及供热产
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枠、枟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电价补贴机
制研究报告枠、枟丹麦生物质能供热经验解析枠等一系
列报告，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更多、更深、更
全面的行业发展数据和产业发展思路建议。

（来源，新华网，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９）

●伊朗宣布重启核电站

２７日，伊朗宣布重启一座已经关闭九年的核电
站，伊朗核子能机构随后确认，该命令是由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发出。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

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威胁盟友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后，伊
朗总统鲁哈尼 ６ 月 ２７ 日表示会反抗美国制裁，并会
“让美国屈服”。 鲁哈尼说，“我们会面对问题，我们会
承受压力，但我们绝不会牺牲独立自主的权利。”
日前，美国国务院宣布，１８０ ｄ的制裁宽限期在 １１

月 ４日结束后，华盛顿将要求各国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否则相关国家和企业将面临经济制裁。 华盛顿方面同
时强调，美国无意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
自退出伊核协议来，美国曾多次对伊朗施加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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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１０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美方对 ６ 名伊朗人和 ３
家实体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并禁止美
国公民与其进行交易。 ５月 １５ 日，美国财政部又宣布
对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赛义夫在内的 ４名个人和 １家实
体实施制裁，称不会允许伊朗“日益滥用国际金融体
系的行为”。 ５ 月 ２１ 日，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将对伊
朗施加“史上最强制裁”，并称伊朗将为“保持经济生
存”而挣扎。
据悉，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后，伊朗便向欧洲各国伸出援手，希望能尽力挽
救核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不久前去信警告欧洲各国
领袖，称挽救伊朗核协议的时限快要到了。 英、法、德
三国领袖也曾发表联合声明，称会尽一切努力挽救该
协议。
伊核问题六国在 ２０１５ 年同伊朗签订协议，决定取

消对伊制裁，而作为交换，伊朗的核项目受到限制。 但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条款感到不满，他认为该协议对
伊朗的制约有限。 尽管联合国调查人员称伊朗并未违
反协议，美国高级官员也多次表示伊朗在技术角度遵
守了协议。

（来源，海外网滚动，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９）

●２０３０年印度拟建成 ３０ ＧＷ海上风电
据枟印度时报枠报道，为加强清洁能源利用，印度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ＭＮＲＥ）部长辛格日前宣布了
该国中长期海上风电目标，计划到 ２０３０年达到 ３０ ＧＷ
的装机容量。
印媒称这一举措或使印度跻身海上风电市场的领

先之列。 在全球范围内，英国位居海上风电市场之首，
然后依次是德国、中国和美国。
与此同时，辛格表示，印度已设定到 ２０２２ 年实现

１７５ ＧＷ 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但预计该目标将提前完
成，并在 ２０２２年超出 ５０ ＧＷ。
此前，该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宣布了到 ２０２２

年达成 ５ ＧＷ海上风电装机的短期目标。
消息人士称，印度最近发布了首个 １ ＧＷ 海上风

电项目的招标意向书，已引起全球和印度风能企业的
强烈反响。 全球主要的清洁能源企业，包括印度再生
能源公司 Ｓｅｍｂｃｏｒｐ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ＮｅｗＰｏｗｅｒ 和 Ｍｙｔｒａｈ
Ｅｎｅｒｇｙ，以及法国电力巨头 Ｅｎｇｉｅ集团等，已被印度政
府列入投标技术阶段的入围名单。
除此之外，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美国、德国和丹

麦企业在内的大约 ３５ 家公司对上述招标表示感兴趣。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此次招标参与者众多，但海上

风能项目面临诸多挑战，印度政府应给予开发商一定
激励政策。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风能领先企业代表表示：

“北欧地区风力发电效率较高，风电场可承担较高负
荷系数。 而在印度情况则不同，海上风电项目的成本
会增加很多，印度政府应允许企业适度提高电价。”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风力涡轮机的尺寸和容量比

陆上风力涡轮机大得多，且在海上安装大型风力涡轮
机颇具挑战。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政府意识到建立海上风电项目将面临很多困难和

挑战，但海上风电将为印度现有的一揽子可再生能源
计划增添新元素。
目前，印度政府已确定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德

邦为该国海上风力项目的潜在目的地。
“鉴于印度拥有 ７ ６００ ｋｍ长的海岸线，该国拥有

巨大的海上风能潜力，且可能会复制其在陆上风电领
域取得的成就。”印度风力涡轮机制造商苏司兰能源
有限公司创始人图尔西˙坦提说。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官员表示，海上风电

项目的上网电价为 ５ ～７ 卢比／ｋＷ· ｈ，是印度陆上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的两倍多。

（来源，国际能源参考，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９）

●法国将投资 １００欧元支持核工业和可再生能源创新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 ２６ 日在法
国巴黎出席第三届世界核工业展览会时说，核电在长
期内仍然不可或缺，法国将投资 １００ 亿欧元支持民用
核工业和可再生能源创新。
勒梅尔在开幕式致辞时说，法国在考虑未来能源

结构时将注重核工业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平衡。 “从
长远来看，为保证法国的供应安全、竞争力和能源独立
性，核能仍是必不可少的。”他说。
勒梅尔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不会削弱法国的

核工业。 法国是全球核电大国，核电在其能源结构中
占比超过 ７０％。 为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国政府计
划到 ２０２８年将核电占比降至 ５０％，并大力发展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和法国不同的是，同为欧洲大国的德国选择了弃

核之路。 ２０１１年 ３月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后，
德国政府关闭了 ８ 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反应堆，并决
定在 ２０２２年前分批关闭另外 ９座核电站，实现全面放
弃核能。

（来源，新华网，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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