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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梯调研究思路探讨

赵云发，刘志武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虽然智慧梯调的概念和建设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但随着梯级水电站的流域化、市场化、综合化的不断发展，具有
智慧特征的梯级水电站调度业务新形态———智慧梯调，已成为未来水电站调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分析传统梯调和智
慧梯调的基础上，基于智慧梯调的内涵、基本特征、总体架构和组成模块，探索了智慧梯调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建设智慧
梯调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部分关键技术，并讨论了智慧梯调的理想适用条件以及对技术人员和现有工作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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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系统是一个由水资源、生态环境、生物、人
类生产活动所构成的复杂非线性系统，从空间上看，涉
及范围从天上到地下、从全球到局地、从远处到近处；
时间上看，涉及范围从过去到未来；从功能上看，要在
满足系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防洪、发电、生态、灌
溉、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图 １）。 作为水资源系统开
发利用的核心工程单元和发挥效益的重要手段，水电
站的运行调度要求越来越高，依靠经验和传统自动化
系统的调度技术已经无法驾驭，需要提出效率更高、精
度更高、界面更友好、运行更智能的调度新技术。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高速大容量通信扩、区

块链、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技术为水电站智慧调度提供
了新的途径［１］ 。

图 1　水资源系统维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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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智慧梯调的内涵及特征
传统的水电站调度自动化系统是以“时间”为驱

动的控制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机械思维，是无意识的。
具有智慧特征的梯级水电站调度运行———智慧梯

调，是以流域水资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
人的智能机制为指导，基于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建设的具有自
学习、自控制、自适应、自进化能力的全新调度业务形
态，能够对水资源系统的海量信息进行智能感知、判断
和分析，对枢纽安全保障、社会和经济效益发挥等需求
作出智能响应、决策和评价。 智慧梯调是以“事件”或
“数据”为驱动的控制方法，是一种理性思维，具有一
定的意识。
智慧梯调可以概括为透明感知、泛在互联、集成应

用、自我进化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透明感知，全方位监
测和感知水电站调度运行的各方面［２］ 。 二是泛在互
联，实现水电站调度运行相关的人和人、人和物、物和
物的全面互联、互通和互动，数据可以实时传输和充分
共享，信息可以实时处理和及时反馈，服务可以实时提
供和持续完善。 三是集成应用，突破现有的以专业为
界、各自为政的多系统并存的混乱局面，实现业务、服
务和管理活动之间的无缝隙连接、无障碍协同和无偏
差运转。 四是自我进化，这是智慧梯调有别于传统自
动化梯调最本质的特征，即从海量数据中学习和挖掘
新知识或更新已有知识，发现海量数据间的关系并提
取应用。

２　智慧梯调的总体架构
智慧梯调的建设就是紧扣“气流 －水流 －价值

流”的发展主线，围绕预报和调度两大核心技术，开展
物／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组成的基础支撑体系建
设和透明智慧感知、集合智慧预报、和谐智慧调度、全
景智慧展示、定量智慧评价等组成的功能支撑体系建
设，其总体架构见图 ２。
基础支撑体系中，由物／互联网实现雨量、水位、流

量、出力、卫星云图、地形地貌、工业视频、调度指令、调
度方案的感知；由大数据实现海量数据的统一、快速存
取、管理和分析；由移动通信实现水文要素、气象要素、
机组、闸门、调度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泛在互联；由
区块链去中心化数据安全技术及随时提取、不可伪造、
不可撤销和可验证的特点，推动组织智能化发展；由云
计算和超级计算解决梯级水电站高维度、大规模、约束
条件多的 “维数灾”问题；由空间信息和虚拟现实等技

图 2　智慧梯调总体架构
术将各种工况呈现在用户面前；由人工智能提高运行
调度的应变能力。
功能支撑体系中，透明智慧感知是连接各模块的

纽带，负责为各模块提供初始输入和模块间反馈传递；
智慧预报负责气温、降水、流量等要素的分析和预报，
制作确定性预报和制作带有概率信息的预报集合，为
调度提供基础信息和更多的参考依据；和谐智慧调度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水电站群的联合优化调度，
实现系统综合最优；智慧评价对人员、模型、流域结构、
调度规则、综合需求等因素进行多维度定量评价，事前
对预报成果和调度方案进行评价给出可信度，事后对
结果进行评价、分析原因并反馈给预报和调度模块，促
进模型的自我完善，对预报和调度带来的效益给出定
量评价结果；全景智慧展示通过图表和视觉、听觉、触
觉等技术，全方位实时展示远方正在发生的场景，重现
过去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帮助用户做
出正确的分析和决策。 其中，集合智慧预报实现了数
据到气流、气流到水流的迁移，和谐智慧调度实现了水
流到发电、防洪、生态、航运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迁移，
从而构建了“气流 －水流 －价值流”的完整链条；此
外，气流和水流分别与天和地对应，价值流则与人对
应，即通过预报和调度实现了“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天地人和”核心文化思
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３　智慧梯调建设的关键技术
“智慧＋”在城市、交通、医疗等方面得到较为成

熟的应用，但是在水电站调度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
智慧梯调所依赖的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
础支撑体系，主要是以学习、吸收和应用为主，本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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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能支持体系的 ５ 个模块，对相关的关键技术进行
讨论、总结和提炼。

3．1　透明智慧感知
透明智慧感知负责采集和处理数据，使之达到全

信源覆盖、全过程可溯、全数据清洗、全信息透明的要
求，让用户无障碍使用数据，不用关心也不会注意到数
据的来源、格式、是否准确和完备等问题。

１）数据采集技术。 对监测站网进行优化论证，在
卫星、无人机、无人船、超声波等监测技术中选择最适
合的数据获取方式。

２）数据存取技术。 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架构、云存储等
的数据存取和检索技术，实现多源海量数据存储和高
效利用，采用类似区块链的技术，实现集体维护监督、
确保数据实时热备、不可伪造功能。

３）数据清洗技术。 检测并处理缺失、重复、噪声
和离群等数据，自动更新河道地形、水位流量关系等动
态数据，形成“干净完整”的数据集合，提高知识发现
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实用性。

４）数据融合技术。 对多源数据所含的信息进行
互补处理，获得更准确、更可靠、更完整的信息，确保同
一对象的同一属性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存在且唯一，
在不同时间尺度、空间尺度上则具有一致性。

3．2　集合智慧预报
集合预报提供了同一有效预报时间的一组预报结

果，以概率等形式提供预报各个环节的不确定性信息，
在理论上更加科学合理，在生产实践中也提高了对暴
雨、洪水、干旱等极端事件的认知、预防和处置能力。

１）基于数据驱动的预报唤醒机制。 根据数据情
况唤醒相应的模块，分析受影响的预报断面并自动计
算更新。

２）数据同化技术。 根据实测数据，滚动更新模型
参数、预报的状态变量初值，解除人工试错的工作量和
对作业人员经验的依赖。

３）模式／模型的智能选择。 气象与水文预报有多
种数值模式。 根据定量智慧评价模块的反馈结果，推
荐最适合的模式／模型。

４）基于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的短临降水预报［３］ 。
通过对天气雷达实时回波图、地面天气观测实况、卫星
遥感云图以及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外推以及深度学习
等，快速和智能化地监测预警未来小时甚至分钟级别、
公里级别的强对流天气。

５）基于深度学习的延伸期概率预报［３］ 。 依靠海
量的气象历史数据和千亿次计算建立气候模式，参考

数值预报结果，与实际气候实测结果进行比较，预测未
来 １５ ｄ以上的天气情况。

６）气象集合预报［４ －５］ 。 分析初值和天气物理过程
预报的误差分布范围，根据这一范围给出一组初值和
一组预报成果，这就是集合预报。 集合预报可给出带
有概率信息的预报集合，而不是一个单值。

７）水文集合预报［６ －７］ 。 将集合预报的降雨过程输
入水文模型生成预报径流过程。 水文模型预报结果可
相互对照修正，从而提高预报精度。

８）气象水文模型双向耦合技术［５］ 。 通过数值天
气预报模式与水文模型的双向耦合，延长水文预报预
见期，提高水文预报过程的精度。

９）超长期径流演变趋势分析。 模拟历史长系列
生态水文变化过程，揭示径流变化的趋势和原因。 依
据典型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典型 ＧＣＭ 模型对未来全
球气候变化的预测结果，预估未来若干年的径流变化。
集合智慧预报将预报的不确定性转移给了决策

者，除了技术层面需要攻克的难点外，还要面临管理层
面能否接受的困境。

3．3　和谐智慧调度
梯级水电站承担的各项开发利用任务往往是相互

矛盾的。 如防洪与发电、兴利的矛盾，调峰、调频与航
运、减振、维持库岸稳定的矛盾，灌溉与发电的矛盾，生
态环境保护与发电的矛盾等。 和谐智慧调度就是通过
科学、智能化的技术支撑，提高运行规律的掌控能力、
辨识风险的预判能力和多目标调度的协调能力，实现
参与各方的和谐共赢。

１）基于数据驱动的调度唤醒机制。 根据数据变
化唤醒调度计算模块，滚动更新预测趋势，对可能出现
的冲突或风险给出警示及相应的建议方案。

２）电力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通过网络、卫星遥
感等技术获取受电区的社会和经济运行数据，采取回
归、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数据挖掘模型，分析和预
测电力市场需求。

３）大坝及机组闸门的运行诊断。 经过持续的自
学习，判断大坝及机组闸门的安全状况并预测不同调
度方案下的安全度，形成优化调度的约束条件和发布
安全警示的参考依据。

４）调度影响因素定量分析及风险分级体系建立。
防洪、航运、生态、调峰调频、减振、地灾等对水电站调
度提出了很多约束条件，有些约束条件是相互冲突的，
这就需要对调度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识别，给出各因素
的定量风险评价，找到主要矛盾，解除非关键的约束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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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发电最优联合调度研究。 在约束均可满足的
正常运行情况下，构建适应电力市场的、长中短期和实
时嵌套的发电效益最大的优化模型。

６）适应柔性需求的风险调度研究。 针对约束无
法全部满足的应急调度情况，对可变的柔性调度需求
进行组合和排序，按照给定的目标，给出推荐的一组调
度方案和相应的风险率及可能出现的后果。

3．4　定量智慧评价
对预报和调度成果进行定量评价，客观评价技术

人员、模型的水平和预报调度产生的效益或带来的风
险，为技术人员和模型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１）误差产生机理和传播规律研究。 数据观测、数
据处理、气象预报、水文预报、调度等各个环节均会产
生误差，需要对误差大小、对后续环节影响程度作出定
量分析。 这是所有评价工作的基础。

２）技术人员评价。 通过技术人员之间的比较，分
析各自擅长的工作情景，并对需要改进的领域提出建
议；评价技术人员在具体工作场景中是否存在系统偏
差、业务水平是否稳定等。

３）预报模型评价。 事前根据已经明确的边界条
件、初始值推荐预报模型；事后根据实测值评价模型的
有效性。 通过持续的反馈自学习，不断提高模型选择
的精度。

４）调度模型评价。 从计算速度、稳定性、准确度、
扩展性等方面对调度模型进行定量评价。

５）预报效益评价。 分析预报成果与社会／经济效
益的定量关系，比如天气与用电量、降水与防洪和滑
坡、降水／气温与航运、降水／气温／大风／雷暴等与施工
进度的关系，建立预报评价模型，能够在一场过程预报
完成后，迅速给出效益值。

６）调度效益评价。 对调度所产生的防洪、发电、
航运、生态等效益进行计算，并分析各电站对梯级总效
益的贡献。

3．5　全景智慧展示
全景展示给调度决策者以身临其境的感受，以便

全面掌握预报调度信息和相互交流，并帮助用户根据
图表和影像发现新知识和新价值，做出更加全面、准确
的决策。

１）基于ＷＥＢ的可视化图表技术。 采用 Ｂ／Ｓ架构
直接读取多种数据格式，实现海量数据的实时前端展
现，对数据进行筛取，对图形进行缩放、展示细节等。

２）三维建模技术。 利用卫星遥感影像、ＧＩＳ、ＤＴＭ
等建立流域的三维模型，利用无人机、航拍等建立重点

区域的精细化三维模型，利用软件和图纸建立大坝、机
组等的仿真三维模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气象、水文、
地质等专业模型。

３）虚拟现实技术。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生成三维
动态视景，让运行调度人员身临其境的掌握流域、枢纽
及机组的实际运行情况，把预报和调度可能产生的效
果以图形方式呈现给调度人员；开展虚拟情景的应急
推演。

４　思考和认识
目前，智慧梯调的研究和建设总体上仍处于各自

表述、概念多于实践的探索起步阶段。
１）由于智慧梯调依赖于海量数据，如果缺乏足够

的数据作训练，效果可能不理想。
２）智慧系统通过学习、拓展得到的知识，不追求

绝对精确，但应具有人一样的灵活性。
３）“智慧＋”的理想适用条件。 一是集合封闭，不

能存在未知元素；二是规则完备，不能随便更改；三是
约束有限，在约束条件下不可以递归。 如果不能满足
这三个条件，“智慧＋”就不能完全替代人［８］ 。

４）智慧梯调短期内不会颠覆现有业务流程。 因
为水资源系统是一个耗散的、具有多个不稳定源的高
阶非线性系统，其初值、边界值、输入、输出、物理机理
等都不是完全确定的；目前的预报和调度数据远远不
能满足深度学习需要的样本数量；气象、水文和调度的
时空分辨率差异很大。 但智慧梯调可以把技术人员从
繁重的资料分析和简单重复的业务流程中解脱出来，
并利用智慧梯调的综合能力提高决策效率［３］ 。
参考文献：
［１］宋刚， 邬伦．创新 ２．０视野下的智慧城市［Ｊ］．北京邮电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１４（４）： １ －８

［２］张尧学．透明计算：概念、结构和示例［ Ｊ］．电子学报，
２００４， ３２（ｓ１）： １６９ －１７４

［３］唐伟， 周勇， 王喆， 等．气象预报应用人工智能的现状分
析和影响初探［Ｊ］．中国信息化， ２０１７（１１）： ６９ －７２

［４］杜钧．集合预报的现状和前景［Ｊ］．应用气象学报，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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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徐静， 叶爱中， 毛玉娜， 等．水文集合预报研究与应用综
述［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２０１４， １２（１）： ８２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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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水力发电企业工程信息平台建设

张海滨，耿清华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７）

摘要：依据大数据技术，从理念、架构、研发重点与实施要素等各个方面入手，由电力行业相关大数据中挖掘高价值知
识，对水力发电领域如何建设、实施一个有生态价值的大数据工程平台以及指标体系运用进行了研究。 平台研发、部署
实施、后台运维等工作应与软件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密切合作，在良性竞争的前提下，科学分工。 以大数据系统加工计算
的结果和数据，提升源系统的智慧程度，建设“智慧电站”的信息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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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Hydropowe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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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ｎｅｓｓ

　　随着计算机监控和各类监测系统的不断普及，电
站安装了成千上万支传感器，每时每秒都在产生大量
的数据，这些数据中蕴含了丰富的价值信息。 多年以
来，这些数据仅仅一小部分得以利用，主要用于统计、
展示、报警，即便用于分析设备与系统的状况与故障情
况，也只能在定性分析层面，尤其多数据之间的关系以
及相互作用对设备与系统的影响过程、结果以及发展
趋势，无法量化、直观的展示出来。
从大量数据中挖掘高价值知识是电力行业对大数

据的一个共识。 若能有效提取利用这些巨量数据，必
定对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产生深远的影响。 企业采集
的数据越全面，分析的方法越深刻，分析的结果就越有

价值。 发电企业可以从大量数据中获取新的洞察力，
并将其与已知业务的各个细节相融合，促长全新的工
业生态。
面对规模巨大的数据，传统的软件工具，无法在合

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分析、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
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信息。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崛起，对于开发这些沉睡的海量数据、挖掘
数据中饱含的价值，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创造了全
所未有的商机。
工业大数据的价值灵魂是技术体系与经营组织的

生态互动。 不能将大数据技术狭隘的看作工业生产的
辅助工具。 建设具有生态互动功能的大数据系统是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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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经营组织相配套的系统工程，设计过程要以应用
价值为目标，兼并考虑技术体系和组织体系，以保证整
个生态的良性的、自发的成长与壮大。
同时，只有设计适当的开放式或半开放式友好平

台，建立通用的、模块化、标准化的辨识模型和特征指
标体系，又兼顾定制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不失为推广大
数据系统，迅速提升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１ －５］ 。

１　大数据的应用

1．1　大数据应用的价值分析
实施大数据工程的意义在于挖掘工业大数据的价

值，向发电企业相关部门或人员提供用于辅助决策的
各种价值信息。 因为工业组织的复杂性，这些价值信
息必须以众多的应用软件的形式来体现，不同的业务
组织可能使用不同的应用软件，每一种应用软件提供
确定的应用价值。 研究和整理大数据的应用价值，科
学规划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部署，是大数据工程的一项
主要任务。
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分为内部价值和外部价值；内

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设备维护领域，包括
故障诊断专家、设备健康评价、性能分析与评价、缺陷
预警、检修预测、检修评价等；生产运行领域，包括生产
统计、异常预警、效能评价、质量监管、能力提升、运行
向导、指标监督等；经营管理领域，包括成本控制、在线
统计、业务审计、市场预测、企业协作、全景优化等。
此外，将大数据挖掘结果嵌入到 ＥＲＰ，ＥＡＭ 甚至

集控系统中，可以提升原系统的能力或智慧，产生大量
的衍生价值。
外部价值是指第三方在利用大数据追求自身业务

利益的过程中，为本企业和发电企业带来的衍生价值。
例如，设备制造企业利用设备监测数据寻找维护订单
的同时，也在做电站设备故障检查的义工；设备检修单
位可以通过数据判读寻找擅长的检修作业，帮助电站
快速修复生产设备，并通过大数据分析的反馈有效改
良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性能；设备检修单位可以通过数
据判读寻找擅长的检修作业，帮助电站快速修复生产
设备，同时大数据的分析反馈可以帮助检修单位改进
检修工艺，提高检修质量和效率；电网、防洪调水部门
参考大数据分析可以优化节能运行和防洪调水调度的

同时，发电企业也因此获得更有利的电站运行方式，提
高发电生产率和（或）减少机组的磨损伤害。
大数据应用的外部价值在目前阶段常常被忽略，

应当作为互联网价值的核心的一部分部分加以重视。

1．2　应用指标化
应用程序的设计，可以降解为一系列“应用指标”

的计算和展示。
利用大数据算法工具对电站的实时数据做进一步

处理和挖掘，从繁杂海量的数据中，抽取，加工，计算，
建立多维关系模型，最终得出具备各种特定功能的指
标数据，直观反映设备或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特征、
健康指标，运转特性等，并且可以直接追溯导致异常现
象的根源。 交付用户的应用系统，可以标准化为对这
些指标集合进行监视、查询等的展示系统。
大数据系统是一个以“应用指标”为内容的监视、

查询工具，为生产、运行、维护、检修、调度人员提供决
策依据。
应用指标的设计，必须遵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简单的问题数量化，数量的问提程序化”的设计理念
和实施方法。 应着重研究电站业务的难点、痛点及功
能模型，分析业务的最本质特征，进行复杂指标的模型
辨识。 以设备检修管理为例，包括设备异常与故障的
发现、预测，检修周期与时机的安排，检修项目判定，检
修效果的评价等工作内容，核心难点在于及时、准确的
预见与发现设备异常与缺陷，准确诊断原因。 为此，要
研究数据系统应该发现哪些异常，故障的机理模型是
什么，如何预判设备失效的时间点，直至确定明确的故
障特征指标，将业务需求特征化，数量化。 指标体系的
设计与实现是挖掘数据价值的关键。 指标的设计要力
求实用，简单，指标的大小或超限，可以直接指导人们
的业务操作。 有些标准特征指标之间也可以有机组合
形成新的、更深层次的综合型特征指标。
应用指标化，完成了应用功能的量化，将数据与展

示分离，使得大数据系统可以围绕数据体系进行标准
化设计，建立结构清晰、功能明确、部署简单的大数据
平台。

２　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的价值，需要以丰富的应用程序来体现。

然而，应用程序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需要不
同工业领域知识，数学计算与计算机科学多个方面的
设计能力，优秀的应用一直十分匮乏。 为扩展数据的
应用价值，开发更多的数据应用程序，必须采用平台化
设计方法，降解应用的设计难度，促成应用的快速、大
面积涌现。
大数据平台是在数据服务总线协议的规范下，由

功能组件按需部署后形成的，以数据汇聚、共享、挖掘、
展示为主要功能的大型网络化计算机系统，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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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技术架构。
大数据平台的终极任务是繁荣应用程序，能够让

应用程序的开发简便，部署迅速，维护方便，能够让更
多的人参与应用开发，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大数据
带来的价值。 适应不同专业、不同深度的需求。
此外，大数据平台应该支持柔性、分布式部署，以

适应管理结构的变化；应当采用产品化运作方式，以便
于庞大工程体系的质量维护。

2．1　源系统
大数据系统的数据来源是电站已经建立的各类专

业化计算机系统，如图 １ 所示，这些专业系统包括：各
种自动化装置，自动化系统，监测系统，信息化系统等，
这些系统统称为源系统，他们提供的数据称为源数据。
数据分析技术可以用于源系统自身的功能升级和改

造，但因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关联能力弱，难以产生质
的升华，不属于工业大数据范畴。

图 1　水电站典型计算机系统图

有别于电站现有的计算机系统，遵循统一的技术
标准，将源系统的数据进行采集、汇聚、计算和应用的
全新的数据挖掘系统称为大数据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系统加工计算的结果和数

据，可以被源系统引用，提升源系统的智慧程度，这是
“智慧电站”建设的信息化模型。
发电企业具备丰富的数据资源，可以支持大量的

数据挖掘与应用，在大数据系统建立的初期，不应对源
系统做本质性的改动，既大数据系统的建立，应在不影
响源系统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开展。
遵循云技术，大数据的技术体系，应该在原有专业

系统的基础上，认真规划，详细设计数据通信模式和数
据服务接口，并对各种业务所需要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设计，这是建立大数据平台的前期基础工作。
大数据不是二次系统的数字化，也不是计算机监

控系统的升级，它需要打破原有自动化系统之间的壁

垒，以更高、更大的系统角度去观测数据，分析和判断
问题，并最终联动处理问题，是机器自动化、人工智能
和系统决策的有机组合，是目前发电行业技术和管理
难题的系统级解决方案。

2．2　功能组件
千差万别的大数据应用软件，其本质都是数据挖

掘系统，典型的数据挖掘系统如图 ２所示。

图 2　典型的数据挖掘系统
源系统提供了连续的、大量的、真实的数据，为各

种工业应用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数据原料。 数据挖掘
的结果也是“数据”，只不过这些数据是为了确定的应
用准备的，是价值信息的量化表示，是对用户需求的直
接反应，是与应用直接对应的，为此，我们将其称为
“应用指标”。 应用指标是针对特定的问题，用户可接
受、可理解、可运用的数据。
计算是由计算机完成的从源数据到应用指标的处

理和加工。
计算的核心是“算法模型”，算法模型的设计需要

综合运用机理分析、统计学、计算科学等多种技术方
法。 机理分析是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
研究，找出多参量相关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科学研究
方法，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
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
一门综合性科学。 算法模型的确立，是多学科、多领域

专家智慧的结晶，是数据挖掘的重点和难点。
展示主要是指数据的人机交互程序，某种意义上，

应用就是价值数据的展示。

３　工程组织
发电企业大数据生态工程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化系

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本着顶层设计，分步实
施；标准先行，多方共建的原则进行技术设计和工程
组织。
工程组织的内容包括平台部署、标准编制、应用管

理、数据管理、后台运维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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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平台部署
按照规划，分期、分步部署平台。 建议以应用带动

平台部署。
对大数据平台的部署和实施进行统一管理和调

度。 实施工作必须有电站工程师参与。 实施的内容和
步骤如下。

１）数据平台部署。
２）数据接入与编码。
３）在获得源数据所在系统的通讯协议后，即可开

展原有系统监测量的接入，调试工作，将所有监测量接
入数据平台。

４）数据质量检查。 为保证指标计算的准确性，数
据接入后需进行相关数据质量检查，包括点值数据和
波形块数据。

５）点值检查。 主要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
６）波形数据。 主要检查数据完整性和有效性。
７）算法配置。 利用算法平台配置相应算法，以实

现所有特征指标和计算量的在线自动计算。
８）界面组态。 人机交互界面采用平台标配的组

态工具配置完成，最终界面根据用户需求确定。

3．2　标准编制
技术标准是大数据工程的关键纽带，应设立发电

企业技术标准管理小组，工程启动和实施过程中需设
计和跟踪归档下述技术文件：发电企业数据服务总线
技术标准、数据手册（含源数据和应用指标）。

3．3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小组负责应用功能的规划与开发组织，

应用开发应在大数据平台上部署和实施。
应用规划和设计有如下三种模式。
１）顶层设计模式。 根据发电领域的业务内容，自

顶而下，规划完整的全业务指标体系，分布开发实施，
逐步验证推广，配套进行业务管理升级。

２）万众创新模式。 各基层单位根据实际需求，设
计相应指标和应用。 应用管理小组可挑选其中优秀的
应用，纳入统一部署范围，向其他电站推广，扩散应用
价值。 通过应用的不断开发与扩展，积累指标体系，繁
荣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生态。

３）商业价值模式。 由第三方开发应用模块，经应
用管理小组测试验证后，在发电企业所属电站推广部
署。 应用管理小组同时负责用户权限的管理。

3．4　后台运维
除第一次数据平台部署外，其他软件实施任务和

运行维护工作应在总部后台进行，现场需要有指定工

程师完成配合工作。 为此应在总部成立运维小组，长
期负责后台实施与运维工作。

3．5　数据管理
数据是发电企业的核心资产，在大数据工程的部

署和实施过程中，应严格记录源数据采集清单和应用
指标清单，便于数据的二次使用；定期与电厂联络，检
查并维护数据质量。

４　协同建设
大数据工程是一个长期的生态项目，存在众多的

利益共同体，所有各方应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充分体
现互联网精神。
大数据价值挖掘是 ＩＴ与领域专家的合作，良好的

数据平台设计，可以让双发各司其职，各尽所长。 大数
据平台由 ＩＴ部落设计和搭建，解决了基础软件、通信、
存储、共享、算法、展示等问题，具备行业知识，没有专
业的软件技能的广大的电力行业工程师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提出应用指标，利用平台配置算法，形成专业计算
能力，快速开发应用程序，领域工程师与 ＩＴ 工程师互
动合作，共同推进大数据的价值挖掘。
数据平台的搭建，降低了应用程序的开发难度，不

具备代码编写能力的工程师也可开发应用程序，形成
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利益的互联网模式，推动大
数据进入合作发展、生态互动的良性境界。

4．1　多方参与
发电企业信息化部门是工程的组织单位，相关利

益方包括：电站，各级管理部门，检修单位，设备制造企
业，电站工程设计单位，建设单位，零配件供应单位，软
件产品与服务提供商，金融保险企业，节能环保单位，
电网和流域管理机构，防洪调水等归口管理部门等。
应用管理应与电站，各级管理部门，检修单位，设

备制造企业，电站工程建设单位，金融保险企业，节能
环保单位，工业归口管理部门等认真协商、调研，并整
理出研制规划和进度，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确认
应用权限。
平台研发、部署实施、后台运维等工作应与软件产

品与服务提供商密切合作，在良性竞争的前提下，科学
分工，筑巢引凤。
技术标准应与同行共商共建，联合推动，争取达成

一致。 在标准统一的前提下，形成数据互联，业务互
助，价值共享，欣欣向荣的工业互联网美好生态。

（下转第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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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多雨条件下碾压混凝土温控防裂研究

李　锋，陈　浩，杨谢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设计处，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为解决高温多雨地区碾压混凝土温控防裂问题，以某高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为例，采用三维有限元温度及温度应力
仿真，考虑高温多雨条件，对碾压混凝土的施工期温度场及应力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高温多雨地区碾压混凝土施工的
温控防裂措施，为确保高温多雨地区碾压混凝土坝全年连续快速施工提供了质量保障。

关键词：高温多雨；碾压混凝土；温控防裂；有限元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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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Crack Prevention of
Roller Compacted Concrete under Hot and Rainy Conditions

ＬＩ 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Ｘｉｅｙ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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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ｈｏｔ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Ｃ ｄａｍ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ｔｅｍ -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ａｒｅａｓ．
Key words： ｈｏｔ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ｏｌｌｅ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碾压混凝土（ＲＣＣ）具有薄层大仓面碾压、连续快
速施工的特点。 在外部高温环境条件下，ＲＣＣ 内部热
量难以通过浇筑层面散发，造成 ＲＣＣ 内部温度偏高，
易产生较大的温度应力，引发混凝土温度裂缝。 同时，
ＲＣＣ拌和物的用水量少，属干硬性混凝土，所以降雨
对 ＲＣＣ的施工质量影响较大。 降雨会使 ＲＣＣ 拌和物
的含水量增大，改变水胶比，从而降低层面强度；同时，
降雨容易在 ＲＣＣ浇筑仓面形成水流，带走层面的水泥
砂浆，加剧混凝土的不均匀性，在浇筑层面形成薄弱夹
层，从而影响 ＲＣＣ 的层面结合质量。 所以，很多 ＲＣＣ
大坝采用在高温季节和雨季停浇的方式，避开高温多
雨条件对 ＲＣＣ 施工质量的不利影响，如我国的江
垭［１］ 、彭水［２］等工程，但是停工也极大限制了 ＲＣＣ 快
速施工的优势。

整个东南亚和我国西南部低海拔地区均属于高温

多雨地区，全年高温和雨季时段较长，如果无法解决高
温多雨条件下 ＲＣＣ连续快速施工时的温控问题，就难
以实现全年连续快速施工，甚至带来 ＲＣＣ 坝型在该地
区适用性的担忧［３］ 。 因此，在高温多雨条件下 ＲＣＣ连
续快速施工时的温控防裂和施工措施研究，是在上述
地区修建 ＲＣＣ大坝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本文
以某东南亚高 ＲＣＣ坝为例，采用三维有限元温度及温
度应力仿真，对高温多雨条件下的 ＲＣＣ 的施工期温度
及温度应力进行分析，提出温控标准、温控措施和施工
要求等。

１　工程概况
某大坝位于亚洲西南季风区，全年气温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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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最低的 １月平均气温 ２０ ～２５℃，最热的 ４ 月平均
气温为 ２５ ～３０℃。 同时，坝址区域干、湿季分明，每年
６月～１０月，受西南季风影响，孟加拉湾暖湿气流不断
输入本地区，空气湿润，水汽充沛，降雨集中。 根据水
文统计资料，坝址区年平均降水量为２ ３４７ ｍｍ，年降
雨量超过 １０ ｍｍ的天数达 ６９．７ ｄ。
电站挡水建筑物选为 ＲＣＣ 重力坝，最大坝高

２０６ ｍ，顺流向最大长度为 １８５ ｍ，坝轴线总长
１ ３２３ ｍ，共分 ６２ 个坝段。 选取 ２２ 号溢流坝段以及 ３５
号厂房坝段作为典型坝段，结构图分别见图 １和图 ２。

２　有限元仿真计算模型及计算原理

2．1　计算模型
对溢流坝段和厂房坝段，进行温度场、应力场的三

维有限元仿真计算，典型坝段的三维计算模型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２２ 号溢流坝段整个计算域共离散为
２９ ３２８个节点和 ２２ ８９８ 个单元，其中坝体 ２７ ０３１ 个节
点、２１ ０５６ 个单元。 ３５号厂房坝段整个计算域共离散
为 ２２ ７６３ 个节点和 １７ ６００ 个单元，其中坝体 ２１ ４９９
个节点、１６ ６０４ 个单元。

图 1　22 号溢流坝段剖面图

图 2　35号厂房坝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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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号溢流坝段坝体有限元网格

图 4　35号厂房坝段坝体有限元网格

2．2　计算原理
根据热量平衡原理，推导出坝体施工期的温度场

和运行期的稳定温度场计算公式，即固体热传导基本
方程［４］ ：

　 矪
矪x（ax

矪
矪x） ＋矪

矪y（ay
矪T
矪y） ＋矪

矪z（az
矪T
矪z） ＋ω

cρ －矪T矪τ （１）

式中：

ax ＝
λx

cρ　ay ＝
λy

cρ　az ＝
λz

cρ
ax、ay、az 为导温系数；λx、λy、λz 为导热系数；c 为材料
比热；ρ为材料容重；τ、T分别描述任意时刻和温度。
对于冷却水管冷却效果的仿真计算，采用朱伯芳

院士提出的等效热传导方程，将水管冷却的降温作用
视为混凝土的吸热，按负水化热进行处理，从平均意义
上考虑水管的冷却效果［５］ 。
混凝土应力应变主要采用增量法求解，把时间 τ

划分成一系列时间段，分别计算各时段的应变增量，在
时段Δτn 内产生的应变增量为：

｛Δεn｝ ＝｛εn（τn）｝ －｛εn（τn －１）｝ ＝
｛Δεe

n｝ ＋｛Δεc
n｝ ＋｛ΔεT

n｝ ＋｛Δε０
n｝ ＋｛Δε s

n｝ （２）
式中：｛Δεe

n｝为弹性变形下的应变增量；｛Δεc
n｝为徐变

变形下的应变增量；｛ΔεT
n｝为温度作用下的应变增量；

｛Δε０
n｝为自生体积变形增量；｛Δε s

n｝为干缩引起的应
变增量。
由应变求出各个结点的位移增量｛Δδn｝之后，再

求得各时刻的应力增量｛Δσn｝，累加后得到各个单元
τn 时刻的应力：

｛σn｝ ＝∑｛Δσn｝ （３）

３　温度控制标准研究

3．1　水库水温计算
坝址地处北纬 ２６°，水库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６５９．７ 亿 ｍ３ ，正常蓄水位 ４００ ｍ 时的水库总库容为
２３．４２亿 ｍ３ 。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建立二维水库水温数学计算模型，采用 ＡＮＳＹＳ
热流耦合方法及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方法对水库水温

进行数值计算。 图 ５给出了坝前水库水温沿高程的分
布图，由图 ５可以看出库表面至水深 ４０ ～６０ ｍ温度变
化较快，水深 ６０ ｍ以下部分温度分层明显，且温度变
化较为缓慢。 至库底温度基本恒定至 １７．８℃左右。

3．2　坝体稳定温度场计算
根据水库水温计算结果和其他拟定的温度边界条

件，采用三维有限元法计算坝体的稳定温度。 选取泄
洪坝段、厂房坝段及非溢流坝段横剖面作为典型断面，
分别计算其稳定温度场。 根据计算结果显示，泄洪坝
段基础强约束区稳定温度为 １９．９℃，弱约束区稳定温
度为 ２０．６℃；厂房坝段基础强约束区稳定温度为
２１．６℃，弱约束区稳定温度为 ２１．７℃；非溢流坝段基
础强约束区稳定温度为 ２０．９℃，弱约束区稳定温度为
２２．４℃。

3．3　温度控制标准
根据各坝段稳定温度计算结果及基础温差、内外

温差等要求，确定溢流坝段和厂房坝段坝体各部位设
计允许最高温度见表 １和表 ２。

４　施工期温度及应力仿真分析

4．1　温控措施敏感性分析
针对坝址区高温多雨气候的特点，以及高 ＲＣ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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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水库水温沿高程的分布图
表 1　溢流坝段坝体设计允许最高温度 ℃　

混凝土种类 月份 １ 儋２、１２ 憫３ ～１１ z

碾压混凝土

强约束区 ３２ 痧３２ d３２ 5
弱约束区 ３４ 痧３４ d３４ 5
非约束区 ３４ 痧３７ d３９ ～４０ 悙

常态混凝土
约束区 ３４ 痧３４ d３４ 5
非约束区 ３５ 痧３８ d４１ ～４２ 悙

表 2　厂房坝段坝体设计允许最高温度 ℃　

混凝土种类 月份 １ 儋２、１２ 憫３ ～１１ z

碾压混凝土

强约束区 ３３ 痧３３ d３３ 5
弱约束区 ３４ 痧３５ d３５ 5
非约束区 ３４ 痧３７ d３９ ～４０ 悙

常态混凝土
约束区 ３５ 痧３５ d３５ 5
非约束区 ３５ 痧３８ d４１ ～４２ 悙

力坝对于全年连续快速施工的要求，对于影响 ＲＣＣ 施
工期温度及温度应力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１）浇筑温度。 浇筑温度每提高 １℃，混凝土最高
温度约增加 ０．４ ～０．６℃；在高温季节，基础强约束区
混凝土控制浇筑温度不超过 ２１℃，基础弱约束区混凝
土浇筑温度不超过 ２４ ～２７℃，基本可满足温控要求。

２）通水冷却。 采用通河水或 １０ ～１２℃制冷水方
案，与不进行通水冷却相比，可降低 ＲＣＣ 最高温度
３ ～６℃；初步考虑基础约束区采用通 １０ ～１２℃制冷
水，脱离约束区采用通河水冷却的方案。

4．2　温度仿真计算结果
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初步拟定温控措施方案，选

取典型坝段开展温度及温度应力三维仿真计算，选择

合理可行的温控措施，以满足高温多雨地区 ＲＣＣ 温控
防裂要求。
不采取通水冷却措施时坝体混凝土最高温度包络

线见图 ６。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坝体不通水时，混凝
土温升得不到控制，整个坝体混凝土温度均较高，约束
区内部混凝土最高温度达到 ３９℃左右，基础温差最大
达到 １８ ～２０℃，大大超过容许温差控制标准。
采取通水冷却措施后坝体混凝土最高温度包络线

见图 ７。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坝体通水冷却后，混凝
土最高温度降低约４ ～６℃，约束区内部混凝土 ＲＣＣ最
高温度降至 ３３．４℃，满足温控标准。

图 6　溢流坝段最高温度包络图（不通水方案）

4．3　温度应力仿真计算结果
不采取通水冷却措施时坝体混凝土最大顺流向温

度应力包络线见图 ８。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坝体不
通水时，ＲＣＣ内部温度应力较大，基础约束区部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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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溢流坝段最高温度包络图（通水方案）

大达 １．８１ ～２．１４ ＭＰａ，超出相应部位的允许最大应力
标准。

图 8　溢流坝段最大顺河向应力（不通水方案）

采取通水冷却措施后坝体混凝土最大顺流向温度

应力包络线见图 ９。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坝体通水
冷却后， ＲＣＣ 内部最大温度应力降至 ０．９８ ～
１．２１ ＭＰａ，抗裂安全系数达到２．１ 左右，满足温控防裂
要求。

５　高温环境下 ＲＣＣ温控防裂措施研究
针对坝址高温气候特点以及施工期温度及温度应

力计算结果，提出本工程高温环境下碾压混凝土的温
控措施。

１）高温环境出机口温度控制。 采取增加成品料
场堆高（不宜低于 ６ ｍ），骨料料堆搭盖凉棚、地下廊道
取料，一次、二次风冷粗骨料，加制冷水或加冰拌和等
措施，降低混凝土出机口温度至 １２ ～１４℃。 同时，

图 9　溢流坝段顺河向最大应力包络图（通水方案）

RCC为干硬性混凝土，拌和用水量较少，为保证预冷
效果，应注意控制细骨料含水率。

２）高温环境混凝土运输及入仓温度控制。 ①优
化混凝土高速皮带机供料线的布置，尽量缩短运输时
间，减少转运次数，控制运输时间不超过 ４５ ｍｉｎ。 ②要
求混凝土供料线和运输车车厢必须采取隔热和防晒措

施。 ③控制混凝土运输过程中温度回升率不超
过 ０．２。

３）高温环境混凝土浇筑温度控制。 控制浇筑坯
覆盖时间在 ３ ～４ ｈ以内，并充分利用夜间气温低的时
段浇筑，尽量避免正午高温时段入仓。 在高温时段，碾
压完成后及时采用聚乙烯卷材（内胆厚度 ２ ｃｍ，导热
系数≤０．１５８ ｋＪ／ｍ· ｈ· ℃）对碾压坯层进行保温，直
至上坯碾压混凝土开始铺料时才逐步揭开。

４）当浇筑仓内气温高于 ２４℃时，可采取仓面喷雾
降低仓面环境温度，每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２ 仓面面积应有

１个喷枪，喷雾过程要动态管理，确保层面不泛白，同
时在上游二级配防渗区左右侧各布置 １台高压水冲毛
机进行喷雾施工。

５）为控制 ＲＣＣ 施工期最高温度，在 ＲＣＣ 内部埋
设冷却水管进行初期通水冷却。 通水时间 １０ ～１５ ｄ，
通水水温 １０ ～１２℃，水管间距主要采取 １．５ ｍ×１．５ ｍ
（竖直×水平），通水方向 ２４ ｈ 调换一次，初期冷却应
以动态控制确定通水时间。

６　ＲＣＣ雨季施工措施研究
结合坝址雨季气候特点以及降雨对 ＲＣＣ 施工影

响的分析结论，提出本工程 ＲＣＣ坝雨季施工时的施工
措施。

１）雨季施工时根据 ＲＣＣ 浇筑机械配置情况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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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小仓面，并采用斜层碾压的方式，仓面略倾向上游
形成排水层面，以减小仓面覆盖时间并且有利于仓面
排水。

２）所有混凝土骨料及 ＲＣＣ 运输设备均安装防雨
蓬，同时 ＲＣＣ开仓前必须配备好防雨布、海绵、潜水泵
或真空吸污机等防雨材料和设备。

３）加强气象预报工作，及时了解雨情以合理安排
施工进度，避免大雨前开仓。

４）在降雨等级为“小雨” （降雨量小于 ３ ｍｍ／ｈ）
时，可采取以下措施施工：①适当加大搅拌楼机口拌和
物 VC值，一般可采用上限值，如持续时间较长，应把
水灰比减小 ０．０３左右；②卸料后立即平仓、碾压，控制
未碾压的拌和料暴露在雨中的时间不超过 ３０ ｍｉｎ，不
能及时碾压时应采用防雨布覆盖；③做好仓面排水，以
免积水浸入 ＲＣＣ中。

５）当降雨等级超过“小雨”时，应暂停施工，迅速
作好仓面处理，并做好随时恢复施工的准备。 同时应
做到：①已入仓的拌和料立即平仓、碾压；②如遇大雨
或暴雨，来不及平仓碾压时，采用防雨布迅速全仓面覆
盖，待雨后进行处理；如拌和料搁置时间过长或被雨水
浸泡，应作废料处理。

６）大雨过后，当降雨量每 ６ ｍｉｎ 小于 ０．３ ｍｍ，并
保持 ３０ ｍｉｎ 以上，且仓面未碾压的混凝土尚未初凝
时，可恢复施工。 雨后恢复施工，应做好如下工作：①
皮带机及混凝土运输车内的积水必须清除干净；②拌
和楼新拌混凝土的 VC 值恢复正常值，但取其上限控
制；③清理仓面，排除积水；④发现漏碾且尚未初凝者，

立即进行补碾；漏碾已初凝而无法恢复碾压者，或被雨
水严重浸泡者，应予清除。

７　结　语
高温和降雨条件对 ＲＣＣ 温控防裂和施工质量有

直接的不利影响，本文通过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并结
合工程经验，提出了降低 ＲＣＣ 出机口温度、控制运输
与平仓碾压过程中的温度回升、仓面喷雾和埋设冷却
水管等温控措施，以控制高温环境下碾压混凝土最高
温度，避免因温差过大引起温度裂缝；采用斜层碾压以
减小仓面覆盖时间并有利于排水、控制 ＲＣＣ 的 VC 值
以适应降雨引起的拌和物含水量变化、加强雨季的施
工管理和雨季施工措施，以降低多雨气候给 ＲＣＣ 施工
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 ＲＣＣ 坝在高温多雨地区全年连
续快速施工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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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谢祥明， 郭磊．高温地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的施工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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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同推进
大数据生态工程由发电企业信息中心牵头组织，

采用并行设计，分段实施的策略，由协同各方共同推
进，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工作目标。

１）准备阶段。 完成技术标准的前期准备，确定首
批试点的应用模块。 大数据系统是一个新生事物，必
须有一个宣贯交流的过程，才能被生产单位所接受。
建议以价值应用启动试点单位。

２）应用试点阶段。 快速部署和安装数据平台，在
总部安装试点应用，组织研讨，增强应用功能。

３）推广部署阶段。 确定标准应用，全面部署。
４）应用扩展阶段。 发动基层单位，创造更多的应

用功能，统筹规划和设计，逐步安装，逐步形成大数据
应用的繁荣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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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坝水电站升船机屋顶网架及屋面工程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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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向家坝升船机屋顶网架采用正方四角锥螺栓球网架结构，整个网架结构复杂，重量较大，安装技术难度大。 经深
入分析研究，成功解决了大型屋面网架的拼接与安装、马道及防火涂料等施工技术难点，并有所创新，为类似大跨度、结
构复杂屋顶网架工程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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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Techniques for the Roof Truss Frame and
Roofing Works of the Ship Lift in Xiangjiaba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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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ｔｒｕｓｓ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ｉｆｔ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ｇｒｉｄ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ｂｏｌｔｅｄ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ｓ．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ｕ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ｔｒｕｓｓ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ｒｏｏｆ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ｉｒｅｐｒｏｏｆ ｃｏａｔ-
ｉｎｇ．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ｏｏｆ ｔｒｕ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Key words： ｓｈｉｐ ｌｉｆｔ； ｒｏｏｆ ｔｒｕｓｓ ｆｒａｍ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向家坝升船机顶部机房位于塔柱高程 ３９３．０００ ｍ
之上，机房外轮廓尺寸 １３８．３１ ｍ×４７．００ ｍ，采用钢筋
混凝土框架柱形式。 屋顶网架采用正方四角锥螺栓球
网架结构，净跨达 ４３．００ ｍ。 网架屋面采用变高度网
架，为双坡结构，坡度 ３％。 屋面采用铝镁锰直立锁边
屋面板组合，屋面防水等级为 １ 级防水。 屋顶网架处
于向家坝水电站的最高部位，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防震、
防大风、电站泄洪引起的晃动及检修等问题，结构上较
为复杂，非标准件较多，整个屋架结构重量达 ３７０ ｔ，实
践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种条件，数次优化了施工方案，
满足了安装要求［１ －２］ 。

１　屋顶网架及屋面布置和型式

1．1　屋顶网架布置和基本型式
升船机屋顶网架结构采用螺栓球节点正方四角锥

网架，支承形式为多柱点支承。 网架由 ４段组成，各段
网架之间分缝与机房结构缝对应。 ①～⑧轴段屋顶平
面尺寸 ４６．２０ ｍ×４４．８０ ｍ，⑧ ～⑩轴段屋顶平面尺寸
２０．６０ ｍ ×４４．８０ ｍ， ⑩ ～皕瑏瑧轴段屋顶平面尺寸
４６．２０ ｍ×４４．８０ ｍ；上闸首段－４ ～０ 轴屋顶平面尺寸
２３．３０ ｍ×４４．８０ ｍ。 网架采用两对边支承，支座位于
左右墙体的支座平台上，平台顶面高程 ４１７．５０ ｍ，平
台宽 ０．９０ ｍ。 网架上弦平面布置有室内照明灯具。
网架布置及基本型式见图 １、图 ２。

1．2　屋面布置

机房屋顶面板面积约 ６ ２３３ ｍ２ （屋面投影面积），
双坡外天沟屋面，有组织排水。 屋面采用直立锁边铝
镁锰合金板，之下铺设屋面防水层。 即双层防水系统，
支撑系统采用双层镀锌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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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屋顶网架立面图

图 2　屋顶网架横向剖面图（单位：ｍ）
２　安装工艺

2．1　影响因素

施工方案的确定因素：①网架的安装不影响顶部
机房桥机的使用及 ３９３ ｍ 平台的其他项目工程施工；
②不影响船厢室内机械设备安装位置及脚手架平台搭
设位置；③满足施工要求的必要设施、设备及起吊
手段。

2．2　安装工艺流程

向家坝升船机屋顶网架安装考虑吊装手段、空间
大小等条件后，采用自行式“网架移动安装平台”从上
游至下游依次安装网架。 总体工艺流程如下：

①上游 ４３ ｍ×１２ ｍ ×１７．５ ｍ满堂脚手架平台搭
设与网架移动平台的安装→②移动平台的加载试验→
③将 １６ ｔ的汽车吊转吊至 ３９３ ｍ平台→④网架杆件利
用ＭＤ１１００ 建塔或者 Ｋ８０建塔转吊至 ３９３ ｍ平台→⑤
利用 １６ ｔ汽车进行上游－４至 ０轴第一个大单元的网
架及检修通道安装→⑥ －４ 至 ０ 轴大单元的屋面安
装→⑦第 ２至第 ４单元的网架及检修通道安装（预留
中控室上空不安装）→⑧第 ２ 至第 ４ 单元的屋面安
装→⑨防火涂料的涂刷→⑩移动平台拆除→皕瑏瑡脚手
架的拆除→皕瑏瑢中控室网架和检修通道，利用在 ８０ ｔ 桥
机上搭设的临时托架安装与防火涂料涂刷。
为了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网架检修通道随每

个单元网架安装依次同步进行，屋面板则在每个单元
网架安装完成后依次施工。

３　安装技术

3．1　网架安装前的埋件复验

网架安装前先对建筑支承面的埋件位置进行测

量，检查支座预埋钢板的安装轴线，水平标高是否在允
许误差范围内检查支承面混凝土是否达到安装强度要

求。 在支承面上划出网架支座的安装轴线。

3．2　屋顶网架吊装、运输手段

１）运输手段。 屋顶网架构件及材料转运采用 ２５ ｔ
汽车吊配合 ２０ ｔ 平板汽车，由材料堆放场地转运至建
塔起吊点。 场内运输主要利用顶部机房内８０ ｔ桥机轨
道上游布置的自行式“网架移动安装平台”进行高空
散拼和运输。

２）吊装手段。 主要采用升船机上闸首布置的
ＭＤ１１００ 建塔及下闸首的 Ｋ８０ 建塔，同时在机房内
３９３ ｍ平台增加布置 １ 台 １６ ｔ 汽车吊，配合进行构件
拼装、吊装。

3．3　网架拼装

１）网架拼装前，应先检查网架移动平台的安全可
靠性，并进行加载实验。 网架拼装时，要将下弦球节点
处垫实，使每个网格的球节点处于同一水平状态，并预
留出网架拱度。 网架所有材料均按拼装顺序分料
划分。

２）三角锥吊装、网架安装。 需要安装的三角锥网
架在 ３９３ ｍ平台预拼装完成后，用 １６ ｔ 汽车吊或者塔
吊吊装至桥机网架钢平台上，此时不松吊钩，由工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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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三角锥安装到网架之上再落钩。 网架分四个区进行 拼装，见图 ３。

图 3　网架分区拼装示意图
　　３）网架安装时先将支座位置杆件安装。 支座处
杆件连接螺栓拧紧，同时将支撑点上的千斤顶与网架
下弦螺栓球节点顶实，测量网架安装的控制尺寸及挠
度控制点，安装尺寸符合施工要求后，利用建塔或者
１６ ｔ汽车吊拼装需要的角锥杆件。

４）临时支承点应选在网架下弦螺栓球上。 临时
支撑应尽量多设置，原则上每榀网架单元不少于 ４ 个
临时支撑点且应在下部网架平台螺栓球位置，首跨网
架固定以后，依次进行中间网架杆件的安装。 用测量
仪器检测网架安装轴线、水平标高、挠度各项数据是否
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调整完成后焊接网架抗震支座，
以及螺栓球与网架支座的焊接。

５）第一区域网架各项数据符合 ＧＢ ５０２０５ －２００１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３］设计要求后，再进
行第二区域网架的安装。 安装程序和安装方法同上，

直至全部网架安装完成到 １６ 轴。 中控室上空网架利
用桥机做临时平台，高空散装，在 ８０ ｔ桥机上制作“临
时托架”作为支撑安装平台，以确保网架安装质量。

６）对塔吊司机和汽车吊司机做好安全、技术交
底，做到每台车都明确自己的位置、吊装重量及吊装
难点。

７）网架用高强螺栓连接时，按规定拧紧螺栓后，
应用油腻子将接缝处填嵌严密，并应按钢结构防腐蚀
要求进行处理。 网架在拧紧螺栓后，将多余的螺孔封
口，并用油腻子将所有接缝处填嵌严密。

3．4　屋面系统安装

３．４．１　屋面系统安装流程
屋面系统安装流程见图 ４所示。

图 4　屋面系统安装工艺流程
３．４．２　檩托和檩条安装

安装工序如下：
放线→电焊檩托→焊接→变形校正→焊缝防腐处

理→檩条吊装→安装螺栓→檩条检查。

１）檩托安装。 檩托焊接在主结构顶面或侧面，其
安装方法为先放线，检查合格后，焊接檩托。 檩托与主
檩条顶面的角度应为直角，保证檩条安装后顶面在屋
面剖面的曲线上，即檩托应在屋面曲线的法线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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檩托定位后，其与原主檩表面的夹角要保证为
９０°±５°，在焊接过程中要采取减小变形的措施，先对
称点焊，检查檩托的角度，合格后再焊接，不合格的要
校正角度。 点焊要牢固。 焊接时电流要适当，焊缝成
形后不能出现气孔和裂纹，也不能出现咬边和焊瘤，焊
缝尺寸应达到设计要求，焊波应均匀，焊缝成型应
美观。

２）檩条安装。 本工程所有檩条采用檩托焊接连
接，当檩条吊装就位后，定位角钢，在角钢之前应检查
正在安装的檩条顶面是否与已安装的相邻檩条顶面平

齐，如不平齐应作调整。 相邻檩条顶面高差在 １５ ｍｍ
以内方可焊接定位。
３．４．３　镀锌压型钢底板安装

１）压型后的钢底板在现场采用建塔吊至屋面工
作平台之上，部分不能用塔吊直接吊运就位的钢底板，
采取人工搬运的方式抬至屋面施工作业面。

２）根据排板设计要求铺装底板，并用自攻镙丝将
钢底板固定在檩条上，螺丝固定间距需符合设计要求，
底板与檩条的连接固定应锚固可靠，每件底板间纵向
搭接长度不得小于 １５０ ｍｍ。

３）压型钢底板安装需符合排板设计，边部连接牢
固与檩条（小三角形部分）相交处开口准确，板面无残
留物及污物存在。

４）安装好的压型钢底板应接缝严密，接搓顺直，
锚固可靠，表面平整，板缝接触严密。
３．４．４　中间层安装

镀锌压型钢底板与屋面板之间有数层中间层材

料，从下层到上层依次为：无纺布、１５ ｍｍ 厚玻璃纤维
吸音棉、铝箔隔汽膜、３０ ｍｍ 厚玻璃纤维吸音棉、
７０ ｍｍ厚岩棉板等（见图 ４），这几层材料按照图纸要
求铺设，满足工序要求，上下层错缝铺设搭接长度≥
１００ ｍｍ，必须满铺不得漏铺或少铺，边角部位铺设
严密。
３．４．５　镁锰合金屋面板安装

１）屋面板的安装程序。 安装面板前检查支架安
装位置是否正确、牢固→将面板搬至安装位置，铺设于
固定座之上→将安装位置调整适合后用专用锁边机把
板与板的大小肋咬合→将面板两端用专用切割工具切
齐→水槽端部的面板向下折边（屋脊侧面板向上折
边）→检查、清理屋面板上的杂物→自检、整改、报验。

２）屋面板的安装工艺。 ①根据测量所得屋面板
长度压制面板。 为防止压型板在起吊过程中的变形，

施工前拟搭设“施工马道”，以人工搬运方式和吊机运
至安装位置。 ②依屋面排板设计，将屋面压型板铺设
在保温层之上，固定点设置正确、牢固。 ③屋面板安装
时，板小肋边朝安装方向一侧，以利安装。 面板铺设完
毕，应尽快使用专用锁边机将板咬合在一起，以获得必
要的组合效果，这也是屋面系统的承载力和抗风的必
要保护措施。 ④屋面板接口的咬合方向需符合设计要
求，即相临两板接口咬合的方向，应顺最大频率风向；
当在多维曲面的屋面上雨水可能翻越屋面板的肋高横

流时，咬合接口应顺水流方向。 ⑤屋面板纵向搭接方
式采取台阶式搭接做法，上下搭接方向应顺水流方向。
搭接长度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且应在搭接处加设屋脊堵
头。 ⑥屋面板在水槽上口伸入水槽内的长度为 １２０ ～
１５０ ｍｍ。 ⑦屋面板安装完毕，檐口收边工作应尽快完
成，防止遇特大风吹起屋面发生事故。 ⑧安装完毕的
屋面板外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面板不得有裂纹，板
面无裂缝或孔洞。 屋面板安装主要质量标准详见
表 １。

表 1　铝镁锰合金屋面板安装质量标准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檐口与屋脊的平行度 １２  ．０

铝镁锰合金板波纹线对屋脊

的垂直度

L／８００，
且不应大于 ２５ �．０

檐口相邻两块铝镁锰合金板端部错位 ６ 耨．０

铝镁锰合金板卷边板件最大波浪高 ４ 耨．０

　　３）咬边。 面板位置调整好后，安装泡沫塑料封
条，然后进行咬边。 要求咬边连续、平整，不能出现扭
曲和裂口。 在咬边机前进的过程中，其前方 １ｍ 范围
内必须有人用力使搭接边接合紧密。 当天就位的面板
必须完成咬边，防止遇大风天气。

４）板边修剪。 板边修剪采用风车锯。 修剪位置
均以拉线为准，修剪檐口和天沟处的板边，修剪后应保
证屋面板伸入天沟的长度与设计的尺寸一致，以有效
防止雨水被吹入屋面夹层中。

５）折边。 折边的原则为水流入天沟处折边向下，
否则折边向上。 折边时不可用力过猛，应均匀用力，折
边的角度应保持一致。

６）打胶。 指泛水之间的密封胶。 打胶前要清理
接口处的灰尘和其他污物及水份，并在要打胶的区域
两侧适当位置贴上胶带，对于有夹角的部位，胶打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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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径适合的圆头物体将胶刮一遍，使胶变得更均匀、
密实和美观。 打完胶后应立即将胶带撕去，避免胶干
燥后与胶带粘接在一起。

７）收边泛水安装。 ①底泛水安装。 泛水分为两
种，一种是压在屋面板下面的，称为底泛水；一种是压
在屋面板上面的，称为面泛水。 天沟两侧的泛水为底
泛水，必须在屋面板安装前安装。 底泛水的搭接长度、
铆钉数量和位置严格按设计施工。 泛水搭接前先用干
布擦拭泛水搭接处，除去水和灰尘，保证硅胶的可靠粘
接。 要求打出的硅胶均匀、连续，厚度合适。 ②面泛水
安装。 两侧边及檐口处的收边泛水均为面泛水，其施
工方法与底泛水相同，但要在面泛水安装的同时安装
泡沫塑料封条。 要求封条与屋面板和泛水接合紧密，
防止雨水吹进板内。 ③滴水片安装。 滴水片的作用除
了对板端起到连为一体的加强作用以外，还可防止雨
水吹入屋面夹层。 因为屋面板在天沟一侧是自由端，
所以滴水片的位置应留出伸缩的余地。 滴水片距天沟
侧壁的距离应略大于 L／１ ０００（L 为板长，单位 ｍｍ）。
滴水片安装在离板端 ２０ ｍｍ距离处，以便底板末端可
以被向下弯折。

3．5　马道安装

网架下弦上设置有检修马道，检修马道一般布置
在靠近灯具的位置。
马道横梁支承于网架下弦球的顶部，主梁通常放

置在支托之上，两侧设置钢管栏杆扶手，检修面铺设
６ ｍｍ厚的花纹钢板作为面板。

马道主次梁连接采用螺栓连接，主梁与支托焊接
应对称，花纹钢板采用单面段焊，焊接后会因单面收缩
形成弧形变形，焊接时可用两道梁背对背点焊固定后
焊接面板，焊接完成磨开焊缝，这样会部分减小焊接变
形，对残余变形则需要用外力进行冷校正。

3．6　防火涂装

３．６．１　施工方法
施工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刷涂、滚涂、高压无气

喷涂，刷涂一般适用于小范围的或复杂结构的涂层施
工；滚涂适用于平整的大面积涂覆施工；高压无气喷涂
是一种喷涂高性能耐用防护漆的简易手段，被广泛
运用。
涂料施工时，根据构件的大小、复杂程度等可采取

一种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施工方法。 无论采取哪种施

工方法，均应先进行试涂，试涂合格后，方可全面展开
施工。 涂料和稀释剂在施工、干燥及贮存中，不得与
酸、碱、水等介质接触，并应防尘、防曝晒，严禁烟火。
３．６．２　涂装质量

防火涂料涂装完成后应对油漆干膜总厚度进行测

量（涂装前检测已完成部分涂装的干膜总厚度），要求
防火涂装干膜总厚度不低于 ２ ０００ μｍ。 涂层厚度采
用测厚仪检查，检测按照 ＧＢ ５０２０５ －２００１ （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 ＣＥＣＳ：２４：９０（钢结构防火涂
料应用技术规范）要求执行［３ －４］ 。

４　主要难点及创新

向家坝升船机屋顶网架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防

震、防大风、电站泄洪引起的晃动及检修等问题，安装
时克服了一系列难题。

１）向家坝升船机塔柱高度达 １３８ ｍ，三面临空，拼
装场地有限，吊装手段无法有效覆盖全部安装区域，现
场加大方案研究，采用自行式“网架移动安装平台”，
成功解决了在狭长空间吊装、运输和拼装大跨度网架
的难题。

２）网架安装时，现场正是升船机各类设备安装高
峰期，施工点面多，垂直交叉作业风险较大，现场加强
管控力度，合理设置各项防护措施，有效控制了安全
风险。

３）屋顶网架采用非标准构件超过常态，通过加强
制造、安装接口关系梳理和协调，实现了全部构件制
造、安装合格，屋顶网架顺利验收。

５　结　语

向家坝升船机屋顶网架工程 ２０１６ 年底顺利安装
完成，实践结果验证了安装方案是可靠的，取得了预期
效果，为类似大跨度、结构复杂屋顶网架工程积累了宝
贵经验。
参考文献：
［１］孙昌忠．三峡升船机顶部机房钢屋架设计与施工［ Ｊ］．中
国工程科学， ２０１３， １５（９）： ３３ －３９

［２］范宏岭， 廖春华．基于屋面防水建筑施工技术探讨［Ｊ］．建
材与装饰， ２０１８（２）： ２ －３

［３］ＧＢ ５０２０５ －２００１，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Ｓ］
［４］ＣＥＣＳ２４：９０， 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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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设计人员对 ＡｕｔｏＣＡＤ图进行人工插入图框，烦琐费时且易出错，在图量大时尤为明显。 为提高设计人员工作
效率，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二次开发技术，给出了一种提取现有图纸海量相关数据的方案，作为研究自动插入图框时智能写
入相关参数的基础，通过智能判断图框图幅，以实现开发智能插入图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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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ｎｅ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ｉｓ ｈｅａｖｙ．Ｔｈ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ＲＸ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ｉｚｅ ，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Key words：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ｂｕｌｋ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ｉｚ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随着 ＡｕｔｏＣＡＤ 设计中图框、标题栏标准化技术［１］

的发展，图纸标题栏和图框的批量替换［１ －２］ ，批量更换
标题栏属性技术［１ －３］ ，图框的拆分和分幅技术［３ －６］等

一系列的图框、标题栏的批处理技术的实现，如何进一
步实现智能批量插入图框功能，成为了新的迫切需求。
而实践发现，批量自动插入图框的一个主要难点是智
能判断图框图幅。 笔者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二次开发技
术，给出了一种提取现有图纸海量相关数据的方案。
该数据是挖掘智能插图框算法的基础。
图框图幅关联数据存储于 ＤＷＧ 图纸文件中，使

用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二次开发的软件进行读取。 下文将分两
个部分介绍提取内容和提取方法。

１　提取内容
相关程序首先备份图纸，然后对备份进行操作。

数据存储在单独建立的数据库中。 具体提取字段

如下：

１）图中所有单行字、多行字、标注字的字高；

２）标题栏中比例属性内容；

３）图框、标题栏块的长、宽；

４）图框、标题栏在图纸中的放大比例；

５）图框、标题栏的插入位置坐标；

６）图纸范围坐标（不含图框）。

２　提取方法
图纸范围是指去掉图框、标题栏以后的部分。 所

以将按照获取标题栏中比例属性，图框和标题栏的块
大小、放大比例、插入位置，字体大小，删除图框和标题
栏，图纸范围的顺序执行提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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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题栏中的比例属性
标题栏中的比例属性通常有两种输入模式：块属

性输入，单行字和多行字输入。 基于这两种输入模式
的提取方法如下：
２．１．１　块属性获取

首先获取当前图纸所在块表的块表记录。 关键代
码如下：
ＡｃＤｂ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ｒｄ倡 ｐＢＬＫＲ；
ＡｃＤｂＬａｙｏｕ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倡ｐＬａｙｏｕ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 ａｃｄｂＨｏｓｔ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ａｙｏｕ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ＡｃＤ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ｄ ｒｅｃＩＤ１ ＝ｐＬａｙｏｕ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ｇｅｔ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ｏｕｔＢＴＲＩｄ（）；
ｅｓ ＝ａｃｄｂＯｐｅｎ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ＢＬＫＲ， ｒｅｃＩＤ１， ＡｃＤｂ：： ｋＦｏｒ-
Ｒｅａｄ）；
ｐＢｌｋＴｂｌＲｃｄ ＝ＡｃＤｂ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ｒｄ：：ｃａｓｔ（ｐＢＬＫＲ）；
然后遍历块表记录，找出标题栏的块参照。 接着

调用 ＡｃＤｂＢｌｏｃ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类下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ｔｅｒａｔｏｒ （ ）函
数获取块属性指针。 然后遍历块属性，通过调用 ＡｃＤ-
ｂ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类下 ｔａｇ（ ）函数找到比例属性标签，调用
ｔｅｘｔＳｔｒｉｎｇ（）函数获取比例属性的内容。
２．１．２　单行字和多行字获取

如果比例属性内容为空，说明设计人员可能是通
过单行字和多行字输入的比例信息。 获取其中比例内
容的方式如下：首先根据标题栏的样式，获取比例属性
框的坐标范围，然后调用 ａｃｅｄＳＳＧｅｔ （ ）函数读取比例
属性框范围内的所有的实体内容，接着在实体中筛选
出单行字以及多行字，最后根据单行字及多行字的相
对位置，获取比例的具体内容。

2．2　图框和标题栏的块大小、放大比例、插入位置

首先获取当前图纸所在块表的块表记录，然后遍
历块表记录，找出图框以及标题栏的块参照。 然后对
块参照对象调用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函数获取插入位置， ｓｃａ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函数获取放大比例，调用 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ｒｄ（）
函数获取块参照对应的块表记录。 最后将获取的块表
记录添加到 ＡｃＤｂＥｘｔｅｎｔｓ 的对象中，根据 ｍｉｎＰｏｉｎｔ（），
ｍａｘＰｏｉｎｔ（）函数取得图框、标题栏块的大小。

2．3　字体大小
程序将分别获取可能存在的单行字，多行字以及

标注中的字体大小。 获取单行字、多行字以及标注的
字体大小的代码大体相同。 基本方法是首先获取当前
图纸所在块表的块表记录，然后遍历块表记录中所有
实体，找出块名为 ＡｃＤｂＴｅｘｔ、 ＡｃＤｂＭＴｅｘｔ 和 ＡｃＤ-
ｂＡｌｉｇｎｅｄ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的实体。 然后单行字调用函数
ｈｅｉｇｈｔ（），多行字调用 ｔｅｘｔＨｅｉｇｈｔ（）函数获取字高。 标

注首先调用 ＡｃＤ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类下的 ｄｉｍＢｌｏｃｋＩｄ（）函数
获取 ＡｃＤｂＭＴｅｘｔ 的对象 ＩＤ，然后再调用 ｔｅｘｔＨｅｉｇｈｔ（ ）
函数获取字高。

2．4　图纸范围
获取图纸范围前应删除图框、标题栏以及标题栏

中内容，方法如下：首先获取当前图纸所在块表的块表
记录，然后遍历块表记录找到图框、标题栏的实体，获
取这两个实体 ＩＤ。 接着通过块参照对应函数取得的
标题栏的大小，放大比例和插入位置的参数，计算出标
题栏的范围，调用 ａｃｅｄＳＳＧｅｔ（ ）命令按照范围找到所
有实体，获取所有实体 ＩＤ。 根据上述 ＩＤ，删除实体。
根据实体 ＩＤ删除实体的关键代码如下：
ＡｃＤｂＯｂｊｅｃｔ倡 ｐＢｌｏｃｋＲｅｆＯｂｊ；
ａｃｄｂＯｐｅｎＡｃＤｂ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ＢｌｏｃｋＲｅｆＯｂｊ， ｏｂｊＩＤ， ＡｃＤｂ：：
ｋＦｏｒＷｒｉｔｅ）；
ｐＢｌｏｃｋＲｅｆＯｂｊ －＞ｅｒａｓｅ（）；
ｐＢｌｏｃｋＲｅｆＯｂｊ －＞ｃｌｏｓｅ（）；
首先调用 ａｃｅｄＧｅｔＶａｒ （＿Ｔ（＂ＴＩＬＥＭＯＤＥ＂），＆ｒｂ）

判断图纸是在模型空间还是图纸空间，然后模型空间
调用 ＡｃＤｂ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类下的 ｅｘｔｍａｘ（），ｅｘｔｍｉｎ（ ）函数；
图纸空间调用 ｐｅｘｔｍａｘ（），ｐｅｘｔｍｉｎ（）函数获取图纸范
围。

３　结　语
批量智能插入图框技术可以极大提高设计人员插

入图框的工作效率，是广大设计人员的迫切需求。 目
前国际国内没有插入图框的完整统一的标准，通过读
取海量现有图纸中的图框数据，利用数据挖掘及机器
学习技术是实现智能插入图框的可行方案。 本文全面
给出了提取所有相关数据的具体方法，相关软件均运
行良好。
参考文献：
［１］赵一， 李华蓉．ＡｕｔｏＣＡＤ中标准化图框的应用［Ｊ］．福建电
脑， ２００９， ２５（６）： １５０ －１５１

［２］李军，焦志强，高立程．基于ＶＢ ＡＰＩ和ＡｕｔｏＣＡＤ的图纸批
量换图框软件开发［ Ｊ］．机械管理开发， ２０１４， ２９ （２）：
８５ －８７， ９１

［３］曹庆祝．基于 ＡｕｔｏＬｉｓｐ的 ＡｕｔｏＣＡＤ图框批量处理技术研究
［Ｄ］．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１４

［４］黄初指， 苏东青， 陈岚．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技术的 ＤＷＧ 图纸
自动拆图方法研究与实现［ Ｊ］．福建电脑， ２０１１， ２７（１）：
９３ －９４

［５］胡炳辉， 周雅丽， 沈迎光．基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 二次开发的图框
批量生成［Ｊ］．测绘技术装备， ２０１６， １８（４）： ５２ －５３

［６］袁金玉．在 ＡＵＴＯＣＡＤ地形图分幅后处理中批量加图框信
息的程序［Ｊ］．硅谷， ２０１１（１３）： １８０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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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Ｆ 检验的金沙江下游梯级径流还现分析研究
王方方，阮燕云，王二鹏，鲍正风，庞树森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１３３）

摘要：流域工程条件的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对径流分配造成影响。 通过对长江流域金中梯级和雅砻江梯级的蓄泄过程分
析，展开对其下游金下梯级的径流还现计算。 进一步采用 Ｆ检验对现状年和历史径流系列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并对径
流还现前后检验结果作对比，证实上游库群的建设对下游年内径流分配的影响。 同时逐旬分析还现径流不同水平年序

列的一致性，验证还现结果的合理性，为今后流域库群联合调度奠定数据基础。

关键词：年内分配变化；径流还现；Ｆ检验；一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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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al Flow Derivation of the Downstream Jinsha River based on F-test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ＲＵＡＮ Ｙａｎ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Ｅｒｐｅｎｇ， ＢＡＯ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ＰＡＮＧ Ｓｈｕｓ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１３３，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ｙ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Ｙａ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ｈ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 －ｔｅｓｔ．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
Key words：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ｔｅｓ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径流的年内分配过程直接影响水库的各阶段运行
策略以及效益，合理的径流资料是水库调度研究的基
础。 在近年来的长江流域水电大规模开发中，金沙江
中上游库群及雅砻江梯级库群相继投建运营，对其下
游乃至长江干流的水文特性造成一定影响，使其年内
径流分配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水库控制站的实测洪
水、径流系列失去了原有的天然状态下的一致性，对水
库运行规程的适用性及联合调度的顺利展开都造成了

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现状年条件下径流特性进行复
核，为水资源配置及库群联合调度奠定数据基础。

１　研究对象
根据长江流域水系组成及中大型水库建设分布情

况，研究范围确定为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向家坝梯
级以上流域，研究流域工程分布见图 １。 对溪洛渡 －
向家坝梯级（以下简称溪－向梯级）径流造成影响的
主要有金沙江中游梯级（以下简称金中梯级）和雅砻
江梯级，其中建成的大型水库有锦屏一级、二滩、观音
岩、金安桥等，其建设时间和库容大小见表 １。 金中和
雅砻江梯级控制流域面积为 １６５．５６ 万 ｋｍ２ ，总库容为
１００．８２亿 ｍ３，而溪－向梯级控制流域面积 ９１．３２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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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库容 ７３．６５ 亿 ｍ３ ，上游来水是溪－向梯级径流的主
要来源，而上游库群改变了天然状态下的年径流分配，
直接影响下游水库的各阶段运行策略以及效益，如汛
期特别是汛末径流大小对水库蓄水策略的选择以及水

库蓄满率有重要影响，枯季径流则主要对水库供水过
程产生影响，导致供水效益的差异。 因此有必要对金
中梯级和雅砻江梯级影响下的溪－向梯级径流分配过
程进行复核。

图 1　研究流域水库工程分布图
　　根据现有的资料长度，本次对径流的还现限定于
４０ 年代以后径流序列。 结合上游库群控制坝址面积，
调节库容及规划建设情况，金沙江中上游和雅砻江梯
级库群于 ２０１４ 年几乎全部建成。

表 1　参与研究的水库基本情况表

水系 水库

控制流

域面积

／万 ｋｍ２ )

调节

库容

／亿 ｍ３ 噰

规划防

洪库容

／亿 ｍ３ �

开工

时间

建成

时间

金

沙

江

中

游

梨园 ２２ ~．００ １ 圹．７３ １ O．７３ ２００７ K２０１５ 靠
阿海 ２３ ~．５４ ２ 圹．３８ ２ O．１５ ２０１１ K２０１４ 靠
金安桥 ２３ ~．７４ ３ 圹．４６ １ O．５８ ２００５ K２０１１ 靠
龙开口 ２４ ~．００ １ 圹．１３ １ O．２６ ２００８ K２０１４ 靠
鲁地拉 ２４ ~．７３ ３ 圹．７６ ５ O．６４ ２０１２ K２０１４ 靠
观音岩 ２５ ~．６５ ５ 圹．５５ ５ O．４２ ２００９ K２０１５ 靠
溪洛渡 ４５ ~．４４ ６４ 蝌．６２ ４６ f．５１ ２００５ K２０１４ 靠
向家坝 ４５ ~．８８ ９ 圹．０３ ９ O．０３ ２００６ K２０１４ 靠

雅

砻

江

锦屏一级 １０ ~．２６ ４９ 蝌．１１ １６ f．００ ２００５ K２０１４ 靠
二滩 １１ ~．６４ ３３  ．７ ９ O．００ １９９１ K１９９９ 靠

２　研究现状
径流资料的还现还原贯穿于人类对水库工程的规

划建设及运维管理过程，径流一致性关系着流域防洪、
水资源调度及管理决策是否合理。 近年来，随着水文
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径流还现研究也取得逐步推进。
沈宏［１］和宋承新［２］借助计算机技术，运用水量平衡，
对受水利化影响的地区天然径流进行了综合修正；河
海大学金新芽［３］ 和陈佳蕾［４］ 分别以新安江模型和
ＳＷＡＴ模型为理论基础，采用水文模拟法，建立降雨径

流模型对径流还现作平行计算。 针对溪－向梯级和三
峡－葛洲坝梯级水库的径流还现，长江水利委员会曾
以上游库群调度规程为依据对天然径流进行调节计

算，以此作为下游水库的还现后来水。 然而上游水库
的调度规程一般较为简单，不能详细反映其蓄泄过程，
尤其在对下游径流影响较大的汛前集中消落时期和汛

后初步蓄水时期，调度规程无法反映其具体影响过程，
有必要根据上游库群的实际蓄泄规律来对下游进行调

节计算［５ －８］ 。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相对一致性
径流成果，然而在对其还现结果的合理性检查中，并未
作深入分析，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理论验证。 因此有
必要根据上游水库实际运行过程对其蓄泄规律进行分

析，以此为依据对天然径流进行调节计算，获取长系列
还现径流系列。 由于研究流域范围广，涉及水库众多，
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有必要对还现结果的合理性进
行验证，为水库调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本次研究区域现状径流系列处理结果如下：金沙

江中游梯级各坝址径流均采用上下游水文控制站按区

间面积内插的方法推求，经插补、还原后得出金沙江中
游各坝址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天然状态下的径流系列。 雅
砻江梯级中二滩水库和锦屏一级水库的坝址径流系列

均依据二滩附近泸宁站按面积比缩放得到。 计算得到
二滩、锦屏一级坝址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天然状态下的径流
系列。 对于金沙江下游溪 －向梯级，现有的资料有前
期水库规划期间的研究成果，即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的还原
天然径流系列，以及水库投产运行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的
实际径流情况。 通过以上研究对象和现状条件的分
析，即可确定本次径流还现目标为：以上游水库完全投
产情况下即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的溪－向梯级径流资料作
为现状年系列，根据现状年径流特征对历史水平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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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的天然径流系列进行还现，并对天然径
流资料受上游蓄泄影响后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３　径流还现
本次径流还现首先分析现状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的

上游水库群蓄泄过程，统计其运行规律，反映上游水库
群对天然径流的重分配，并以此为依据对溪向梯级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的天然入库径流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将
结果序列并入现状年径流序列，即组成上游库群影响
下的还现径流系列，以反映溪向梯级在现状年条件下，
即上游大规模水库群影响下的实际径流特性。
具体计算步骤分为四步：
１）首先统计现状年上游库群各时段水量。 根据

现状年上游水库实际运行过程逐年统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金中梯级和雅砻江梯级的各时段可用水量（由于上
游库群对下游径流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

相对天然状态的改变，且水库在汛期和消落期一般有

旬内水位快速上升或下降的阶段，因此以旬为时段来
统计）。

２）分析上游水库群蓄泄规律。 由梯级水库相邻
时段的可用水量差值可反映水库的本时段蓄泄量，因
此分别计算两梯级逐旬可用水量差值得出其蓄泄过

程，根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蓄泄过程统计两梯级的蓄泄规
律，以分析上游水库群对下游的各旬蓄泄影响。 蓄泄
影响见图 ２。

３）天然径流的还现。 将统计出的上游两梯级蓄
泄规律作为溪向梯级的径流还现依据，以该径流蓄泄
方式对天然径流进行调节计算，进而采用马斯京跟方
法向下游演进，并与天然状态下的区间径流进行错时
段叠加，最后演进至溪洛渡控制站－屏山站，即得溪洛
渡水库来水的天然径流的还现系列。

４）长系列资料并组。 将现状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的
实际径流资料纳入历史径流还现系列中，即得可供水
库调度研究的长系列径流资料。

图 2　上游库群蓄泄影响过程

４　径流一致性检验
本次研究采用 Ｆ 检验对还现后的径流系列进行

一致性判断，分别对年径流和旬径流展开方差计算，确
定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系列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系列在径流还
现后显著性的差别，并将还现后系列的检验结果和还
现前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径流还现结果
的合理性。

4．1　Ｆ检验思路
１）设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n１ ）和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n２ ）两

组样本，根据所检验系列分别求出

S
＾
２
１ ＝ １

n１ －１
Σ
m

i ＝１
（xi－x）２

S
＾
２
２ ＝

１
n２ －１

Σ
m

i ＝１
（yi －y）２

建立原假设 H０ ：σ
２
１ ＝σ

２
２，则 F＝S

＾
２
１ ／S

＾
２
２。

２）查 Fa／２ （即 F０．０５ ），其自由度 f１ ＝７４ －１ ＝７３，
f２ ＝４ －１ ＝３，得 F０．０５ ＝２．７２。

３）比较计算 F值与查表得 F０．０５的大小，若计算 F
值＜F０．０５ ，则原假设σ２

１ ＝σ２
２ 成立，即两个系列的方差

没有显著差异。 可认为径流还原计算精度较高，上游
库群蓄泄影响下的径流系列一致性较好。

4．2　年径流分析
通过对年径流假设检验，对还现前后的各年整体

一致性进行论证。 基于对还现前后不同系列年平均值
的比较，进一步计算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系列和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系列的方差及 F值，结果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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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还现前后年均值检验

时间 X／亿 ｍ３  S
＾
２
１ 墘S

＾
２
２ 贩F

还现前 ４ ５６０ 行６３ ９５０ 骀５４３ ９７０ *０ 7．１２

还现后 ４ ５２０ 行６３ ９２０ 骀５４４ ０２０ *０ 7．１１

　　由表 ２可知，径流还现前后的年平均值相差不大，
即上游库群建设对下游的年径流总量和年平均径流量

影响不大。 从检验结果对比可知，在还现前后 F值均
远小于 F０．０５ ＝２．７２，即径流还现前后多年平均径流量
均有较好的一致性，还现后 F 值减小 ０．０１，其一致性

略好于还现前。

4．3　旬径流分析
上游库群的蓄泄过程使得天然径流的年内分配过

程发生改变，由于流域降雨径流特性不同，其蓄水消落
时间有一定的差异，对下游径流不同时段的影响程度
也会有区别。 通过对还现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系列和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系列的旬径流一致性检验，分析还现径
流系列的合理性。 进而同还现前径流系列的检验结果
作对比，分析上游库群建设对下游的具体影响过程，验
证本次还现的研究意义，结果如图 ３。

图 3　旬径流系列检验结果对比

由图 ３可知，还现后各旬径流系列的一致性较还
现前均有较大改进。
对还现后径流检验结果分析发现：还现后各旬径

流检验结果较为理想，计算 F 值均小于 F０．０５ ，可认为
有较好的一致性。 其中 ２ 月下旬、１２ 月上旬及 ４ 月上
旬一致性相对其他旬较差，计算 F值接近于检验阈值
２．７２，但均符合假设检验结果。 同时对比还现前后一
致性发现，还现后相对于还现前有了很大改进，在 ２ 月
下旬、１２月上旬以及 ４月上旬 F值分别减少４．１、３．６、
２．１；其他月份 F值和还现前相差不大，不致性有稍微
改进。
对还现前径流检验结果分析发现：还现前径流系

列的一致性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检验结果。 在消落期
和蓄水期一致性较差，进一步说明上游库群蓄泄过程
对下游溪向梯级的径流影响。 在消落期主要表现在 ２
月份和 ４月份，值春节出力限制和汛前快速消落时期，
上游库群下泄流量发生显著变化，因此造成影响。 在
１１ 月份和 １２ 月份主要是蓄水期，上游逐级蓄水对下
游来水造成影响，使其一致性发生变化。
综合分析可知，本次复核径流系列符合水文资料

的一致性要求，可为调度研究作数据支撑。

５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金沙江下游溪洛渡－向家坝径流条件的

变化，展开金中梯级和雅砻江梯级对下游蓄泄影响的
计算，通过对现状年上游库群蓄泄过程的规律统计，量
化其对天然径流的重分配过程，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下
游溪向梯级历史天然径流的还现。 进一步运用 Ｆ 检
验法对对历史序列和现状年序列进行差异分析，以论
证还现结果的合理性，通过从整体年径流到各旬具体
蓄泄过程的一致性假设检验，从不同层面充分说明上
游库群对年径流总量的微弱影响，以及对年径流分配
的显著影响，为梯级库群调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资料
基础。
随着长江流域大规模库群的完善以及运行经验的

积累，流域径流还现的发展方向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其一是可根据更长系列现状年的上游库群运行
资料，更有代表性地对上游库群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可
在径流分析的基础上对汛期洪水过程展开还现分析，
将洪水演进中的坦化损失考虑进下游的调洪演算计算

中；其二是在径流和洪水还现的数据支撑上，展开长江
流域大规模库群的联合调度研究，为水资源优化配置
和流域防洪提供更实用的调度参考。

（下转第 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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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房沟水电站为我国第一个以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建设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工程，大江截流具有水力学指标
适中、河床纵坡较陡、抛投强度高、交通条件差的特点。 通过设置分流堤将导流隧洞分流比由 ３４％提高至 ５４％，在最困
难的Ⅲ区段抛投钢桁架石笼进行垫底防冲，对截流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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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江河截流研究起始于俄罗斯的伊兹巴斯，１９３０

年，他首次为戈尔瓦河进行截流模型试验，并提出适用
于平堵截流的块体稳定简化计算公式。 在随后的 １０
余年，平堵法截流被广泛采用，最大的截流流量达到
２ ２００ ｍ３ ／ｓ，最大落差达到 ３．０ ｍ，抛投强度达到
２ ０００ ｍ３ ／ｄ。 １９４０ 年 １０月，立堵截流首次在俄罗斯耳
滨斯克 ５号坝实施［１］ ，当时截流流量为 ４００ ｍ３ ／ｓ截流
落差 １．８ ｍ，最大日抛投强度达到 １２ ０００ ｍ３ 。 随着技
术的进步，枯水期截流方法得到了突破，很多工程汛后
即可安排实施截流，截流时间的提前，为随后的枯水期
完成围堰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缩短了工程建设周期，
为我国截流技术和施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葛洲坝水利枢纽是在万里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

座水利水电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采用上下

游双戗进占、上游单戗立堵施工方法，大江截流历时
３５ ｈ ３５ ｍｉｎ。 截流设计流量选定为 ７ ３００ ～
５ ２００ ｍ３ ／ｓ，相应段的截流流量为 ４ ８００ ～４ ４００ ｍ３ ／ｓ，
实测的最大落差为 ３．２３ ｍ，最大流速达 ７ ｍ／ｓ，共抛投
料物 １０．６２万 ｔ［２］ 。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采用分期导流方案，在

施工过程中，截流技术的应用是最重要的步骤。 本工
程截流设计流量选定为 ６４０ ｍ３ ／ｓ，合龙实测汉江流量
为 ３１０ ｍ３ ／ｓ，龙口落差达 ２．８８ ｍ，实测最大流速为
６．８８ ｍ／ｓ，龙口水深 ４ ｍ 左右，龙口平均流量为
４．４ ｍ／ｓ。 本工程选定最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平立堵相
结合的方案，即先平堵右岸河床，形成左岸龙口，以立
堵为主，辅以平抛最后合龙［３］ 。
三峡工程建设采用“三期导流、明渠通航”的施工

导流方案，且在施工过程中，截流技术的应用是最重要
的步骤。 大江截流最大水深 ６０ ｍ、截流设计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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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０００ ～１９ ４００ ｍ３ ／ｓ，实测最大流量 １１ ６００ ｍ３ ／ｓ。 明
渠截流最大设计流量 １０ ３００ ｍ３ ／ｓ、落差 ４．１１ ｍ、龙口
流速 ７ ｍ／ｓ、水深 ２０ ｍ。 大江截流和明渠截流均需兼
顾施工期通航要求。 大江截流采用“预平抛垫底，上
游单戗立堵、双向进占、下游尾随进占”的截流方案；
导流明渠截流采用“垫底加糙、双戗立堵、上游双进
占、下游单向进占”的方案［１］ 。
二滩水电站是我国在 ２０ 世纪建成投产最大的电

站。 根据年径流量资料分析，二滩水电站选定的截流
流量是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３ ／ｓ。 １９９３ －０９ －１９ 日在围堰
桥上开始抛投，作为截流日期。 施工选用平、立堵综合
截流方案。 具体做法是：先从桥上平抛块石护底，然后
从 ２号戗堤立堵预进占保护桥墩。 形成宽约 ８０ ｍ 的
龙口，待导流洞开始分流后再从桥上连续抛料进行平
堵甚至合龙。 龙口表面最大流速为 ８．３３ ｍ／ｓ。 最大
抛投强度为 ６００ ｍ３ ／ｈ［４］ 。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大
江截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上述早期工程的大江成
功截流，标志着我国截流技术处于国际前列，而且这些
工程具有流量大、落差大、抛投难度大和覆盖层深等施
工特点，其中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对长江中下游的发
展影响显著。
目前，我国建设的杨房沟水电站同样具有上述截

流的施工难点，但杨房沟所处地质条件较差、渗流严
重、制约因素复杂和施工强度高，增加了河道截流的施
工难度，并存在许多关键技术和难题。 因此，对杨房沟
水电站截流方案的选择、截流设计和模型试验，成为截
流的关键。
杨房沟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

境内，是雅砻江中游河段“一库七级”开发的第六级。
工程枢纽主要由挡水建筑物、泄洪消能建筑物及引水
发电系统等组成。 挡水建筑物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
坝顶高程 ２ １０２ ｍ，最大坝高 １５５ ｍ，电站装机容量
１ ５００ ＭＷ。 杨房沟水电站的建设对优化能源结构和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具有较大作用，同时也是全国难得
的优质水电电源点。

２　工程概况
雅砻江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东侧边缘地带，属川西

高原气候区，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００ ～２ ４７０ ｍｍ。
杨房沟水电站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８．０８８ 万 ｋｍ２ ，多年
平均流量 ９００ ｍ３ ／ｓ，河床部位覆盖层厚度 １９ ～２５ ｍ，
为混合土卵石层，结构中密，呈强透水性。 坝址 １０ ～
１１ 月份旬平均流量见表 １。

表 1　坝址 10 ～11 月份旬平均流量 ｍ３ ／ｓ　

月份
１０ 月份

上旬 中旬 下旬

１０ 月份

上旬 中旬 下旬

P＝５％ ２ ２３０ s１ ７４０ 珑１ ２８０ -９６１ {７６５ 览６２７ 4
P＝１０％ ２ ０００ s１ ５７０ 珑１ １７０ -８９２ {７１３ 览５８６ 4
　　杨房沟水电站施工导流（见图 １）采用土石围堰一
次拦断河床的隧洞导流方式，泄流建筑物为布置在右
岸的 ２条导流隧洞，１号导流隧洞全长 ７１６．０４ ｍ，平均
纵坡０．５５９％，２ 号导流隧洞全长 ８３１．５６ ｍ，平均纵坡
０．４８１％，导流隧洞为城门洞型，净断面尺寸为 １３ ｍ×
１６ ｍ，进口底板高程 １ ９８５ ｍ，出口底板高程 １ ９８１ ｍ。

图 1　施工导流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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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截流模型试验
截流模型截取全长约 ２ １００ ｍ 工程枢纽区河段，

试验采用动床模型，试验模型几何比尺 λｌ ＝６０，试验

工况按照截流时段、戗堤型式、过流条件等进行组合，
优选出在 １１ 月中旬采用单戗堤截流的方案（见表 ２、
表 ３）。

表 2　模型试验成果

龙口宽度

／ｍ
最大流速

／（ｍ· ｓ －１）

平均流速

／（ｍ· ｓ －１）

单宽流量

／（ｍ３ · （ｓ· ｍ） －１）

单宽功率

／（ ｔ· ｍ· （ｓ· ｍ） －１ ）
上游水位

／ｍ
平均落差

／ｍ
龙口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６０ 枛．０ ２ h．９４ １ 枛．８５ １３ 晻．０３ ２  ．３５ １ ９８６ [．９９ ０ 6．１８ ５６７ 憫．００

４８ 枛．０ ３ h．６５ ２ 枛．４７ ２１ 晻．４８ ７  ．７３ １ ９８７ [．２３ ０ 6．３６ ５６７ 憫．００

３６ 枛．０ ５ h．５５ ４ 枛．３７ ２８ 晻．７９ ４３ 7．１９ １ ９８８ [．１６ １ 6．５０ ４６４ 憫．１０

３０ 枛．０ ６ h．５５ ４ 枛．７２ ３０ 晻．６０ ６７ 7．０２ １ ９８８ [．８５ ２ 6．１９ ３７４ 憫．５８

２０ 枛．０ ６ h．４４ ３ 枛．７２ ３０ 晻．５４ １０７ M．１９ １ ９９０ [．１７ ３ 6．５１ １９２ 憫．４０

１５ 枛．０ ６ h．６６ ４ 枛．３１ ２１ 晻．８１ ８８ 7．３３ １ ９９０ [．７１ ４ 6．０５ １１４ 憫．５０

０ �．０ ０ h．００ ０ 枛．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９９１ [．２７ ４ 6．８５ ４８ {．４８

表 3　国内部分工程截流指标对比

工程名称
截流流量／（ｍ３ · ｓ －１）

设计 实际

截流方式

与特点

最大落差

／ｍ
最大单宽功率

／（ ｔ· ｍ· （ｓ· ｍ） －１ ）

最大流速

／（ｍ· ｓ －１）

最大抛投强度

／（ｍ３ · ｈ －１）
截流时间

金安桥 ８８９ 侣８２９ 亮宽戗立堵 ４ 谮．７ １８０ 拻．９ ７  ．２ １ ７８５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锦屏一级 ７０１ 侣４７０ 亮单戗立堵 ４ 谮．９ ９１ |．６ ５  ．８ ８８２ 种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溪洛渡 ５ １６０ 梃３ ５６０ 珑单戗立堵 ４ 谮．５ ２１０ 览９  ．５ ２ ３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锦屏二级 ６３７ 侣７４６ 亮单戗立堵 ４ 谮．６ １０３ 拻．９ ７  ．４ ８００ 种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龙开口 ７０７ 侣５９２ 亮单戗立堵 ４ 哪．８８ １１０ |．１４ ７  ．００ ７８４ 种２００９ 年 １月

杨房沟 ７１３ 侣８５１ 亮单戗立堵 ４ 哪．８５ １０７ |．１９ ４  ．７２ ７５０ 种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杨房沟水电站大江截流各项水力学指标适中，抛
投强度一般，与交通条件匹配。

４　截流设计

4．1　基本理论
河道来流量 Q（即设计流量）可分为四个部分：

Q＝Qg ＋Qd ＋Qr ＋Qs （１）
式中：Qg 为龙口泄流量；Qd 为分流建筑物泄流量；Qr

为上游河道调蓄流量；Qs 为戗堤渗流量。 其中，Qg 计

算最为复杂：

Qg ＝σsεm B ２gH３／２ （２）
式中：σs 为淹没系数；ε为侧收缩系数；m为流量系数，
由巴普洛夫斯基和别列津斯基公式计算取值；B为龙
口平均过流宽度；H为龙口上游水头。

4．2　截流标准及截流方式
根据截流模型试验，截流标准选择 １０年一遇旬平

均流量，相应流量为 ７１３ ｍ３ ／ｓ。 结合上游围堰的地形
特性及交通条件，本工程采用单戗堤单向（自左岸向
右岸进占）立堵截流方式。

4．3　截流设计
１）龙口宽度。 根据模型试验成果，当龙口宽度为

６０ ｍ时，龙口落差为 ０．１８ ｍ，龙口戗堤轴线处的平均
流速为 １．８５ ｍ／ｓ，单宽功率为 ２．３５ ｔ· ｍ／（ ｓ· ｍ），水
力指标较好，具备裹头防护的施工条件。

２）抛投强度及戗堤宽度。 龙口合龙时间按 ６０ ｈ
控制，流失系数取 １．３，平均抛投强度为 ５００ ｍ３ ／ｈ；高
峰系数取 １．５，高峰抛投强度为 ７５０ ｍ３ ／ｈ。 单车卸料
循环时间按 ３．５ ｍｉｎ考虑，则同时卸车不得少于 ３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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戗堤宽度不得小于 ２０ ｍ。
３）戗堤体型（见图 ２）。 在设计流量下，戗堤上游

水位为１ ９９２．０６ ｍ，考虑安全超高后，戗堤顶高程取
１ ９９３．５０ ｍ。 戗堤顶宽 ２０ ｍ，顺水流向边坡为 １∶１．４，
进占向堤头边坡为 １∶１．３。

４）龙口分区（见图 ３）。 龙口进占从左岸至右岸分
为 ４个区，其中Ⅲ区为最困难区段。 各区指标见表 ４。

图 2　截流戗堤体型（单位：ｃｍ）

图 3　龙口分区
表 4　龙口分区及指标

部位
龙口宽度

／ｍ
抛投料块径

／ｍ
水位落差

／ｍ
平均流速

／（ｍ· ｓ －１ ）
备注

Ⅰ区 ６０ ～４８ 刎０ 棗．１ ～０．４ ０ i．１８ ～０．３６ １ 棗．８５ ～２．４７

Ⅱ区 ４８ ～３６ 刎０ 棗．４ ～０．７ ０ i．３６ ～２．１９ ２ 棗．４７ ～４．３７

Ⅲ区 ３６ ～１５ 刎０ 棗．７ ～１．２ ２ i．１９ ～４．０５ ４ 棗．７２ ～４．３１
最困

难段

Ⅳ区 １５ ～０ 亮０ 棗．７ ～１．２ ４ i．０５ ～４．８５ ４ 圹．３１ ～０

4．4　分流设计

导流隧洞进口对岸有一河滩地，为降低截流合龙
难度，提高导流隧洞的分流能力，将其改建成分流堤
（见图 ４）。 分流堤顶部高程为 １ ９９３．５０ ｍ，与戗堤相
同，长约 ９０ ｍ，宽约 １５ ｍ。 导流隧洞进出口围堰拆除
时，导流隧洞分流比约 ３４％；分流堤填筑完成后，分流
比提高至 ５４％，分流堤分流效果显著。

图 4　分流堤设计

５　截流施工

5．1　截流备料
块石、钢筋石笼和合金网兜的备料系数取 １．５，块

石串、四面体的备料系数取 １．３，截流总备料量约 ６．７８
万 ｍ３ （不含块石串、四面体），见表 ３。

表 3　截流备料

项目
石渣／万 ｍ３

（０ 晻．１ ～０．４ ｍ）
中块石／万 ｍ３

（０ }．４ ～０．７ ｍ）
大块石／万 ｍ３

（０ e．７ ～１．２ ｍ）
钢筋石笼

／个
合金网兜

／个
块石串

／个
四面体

／个
合计

／万 ｍ３ >

预进占 １ "．５８ － ０ 蝌．２４ １ １００ 骀１ ０００ 贩－ － ２ 摀．２４

龙口段 ０ "．７３ ０  ．６９ ０ 蝌．８５ － － ８００ b１５０ 3２ 摀．２７

备料系数 １ 9．５ １ !．５ １  ．５ １ e．５ １ 6．５ １  ．３ １ 刎．３ －

合计 ３ "．４７ １  ．０４ １ 蝌．６４ １ ６５０ 骀１ ５００ 贩１ ０４０ 垐２００ 3６ 摀．７８

5．2　截流施工

截流戗堤采用凸出上游挑角、全断面推进的进占
方式。 其中，龙口Ⅲ区段（口门宽 ３６ ～１５ ｍ）是合龙最

困难区段，采用凸出上游挑角的进占方法，在上游角
（与戗堤轴线成 ２０°～３０°角）集中抛填块石串、四面体
串和合金网兜串，将水流自堤头前上游角挑出一部分，
形成防冲矶头，待防冲矶头下游侧出现回流区后，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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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块石、钢筋石笼、中小块石抛投跟进。 进占施工视
堤头稳定情况选择抛投方法，主要采用堤头集料、推土
机推入龙口的方式实现进占，堤头稳定性较好时，采用
自卸汽车直接抛投。
截流实施过程中，最大来流量为 １ ０３０ ｍ３ ／ｓ，超过

设计流量 ７１３ ｍ３ ／ｓ，最大流速达到 ７．４ ｍ／ｓ时，５ 个四
面体（尺寸为 ３ ｍ×３ ｍ ×３ ｍ）串联抛投后均流失，抗
冲能力较差。

龙口流失量较大时，采用钢桁架石笼进行防冲护
底，再抛填其他材料可实现进占（见图 ５）。 钢桁架用
工字钢、槽钢焊接而成，钢材间距为 ０．５ ～０．６ ｍ，采用
直角梯形断面，梯形底长 ７．５ ｍ、顶长 ４．５ ｍ、高度为
２．５ ｍ，桁架宽度为 ３ ｍ，重约 ６ ｔ，容量约 ３４ ｍ３。 钢桁
架运至堤头，块石装填后用推土机推入龙口。 当龙口
流速达到 ５．５ ｍ／ｓ时，钢桁架石笼未流失，表明其抗冲
能力较强。

图 5　钢桁架石笼（单位：ｃｍ）

６　结　语
杨房沟水电站为我国第一个以设计施工总承包模

式建设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工程，大江截流为本工
程里程碑式重大节点。 与类似工程相比，杨房沟水电
站大江截流具有水力学指标适中、抛投强度高、交通条
件差的特点。 实践表明，来流量超过１ ０００ ｍ３ ／ｓ时，综
合流失系数约 ２．２，相应备料系数可提高至 ２．５。
杨房沟水电站大江截流在经过精心的截流设计、

充分的物料准备和科学的规划组织后，于 ２０１６ －１１ －
１１ 日成功完成，通过设置分流堤提高分流比、采用钢
桁架石笼进行防冲护底等对河床纵坡较陡的河段开展

大江截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孙志禹， 陈先明， 朱红兵．三峡工程截流技术［ Ｊ］．中国科
学： 技术科学， ２０１７， ４７（８）： ７８５ －７９５

［２］李先镇．截流工程资料之一———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
施工［Ｊ］．中国三峡， １９９６（４）： ３１ －３４

［３］罗承管．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截流设计施工中的几点体会

［Ｊ］．人民长江， １９６０（３）： １７ －２２
［４］徐铱， 唐德远， 黄新生．二滩水电站河床截流述评［ Ｊ］．水
电站设计， １９９４（１）： ９ －１７

［５］ＤＬ／Ｔ５３９７ －２００７， 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Ｓ］
［６］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手册［Ｍ］．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１９９０

（上接第 ２５ 页）
参考文献：
［１］沈宏．天然径流还原计算方法初步探讨［ Ｊ］．水利规划与
设计， ２００３（３）： １５ －１８， ４７

［２］宋承新．径流还原计算的综合修正法［Ｊ］．水文， １９９９（２）：
４６ －４８

［３］金新芽．径流还原实用方法研究［Ｄ］．南京： 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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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陈佳蕾， 钟平安， 刘畅， 等．基于 ＳＷＡＴ 模型的径流还原
方法研究———以大汶河流域为例［Ｊ］．水文， ２０１６， ３６（６）：

２８ －３４

［５］李勋贵， 魏霞．基于系统周界观控模型的径流还原方法

［Ｊ］．水利水电技术， ２０１５， ４６（１）： １１ －１６

［６］许华祯， 陈文军．汤河水库年径流还原计算分析与订正

［Ｊ］．农业与技术，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９１ －９４

［７］薛树文， 曹升乐， 王利朵， 等．年径流量序列还现方法研

究［Ｊ］．水力发电， ２０１７， ４３（５）： ２１ －２４

［８］孙娟绒．坪上水库径流还现计算分析［Ｊ］．太原理工大学
学报， ２００５， ３６（５）： ５８９ －５９２，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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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俄 １ 水电站扩机工程进水口围堰设计研究

齐正斌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

摘要：老挝南俄 １水电站扩机工程采用在库内新建电站进水口的方式，业主要求在不影响水库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施工，
电站进水口底板高程位于低运行水位以下 １７ ｍ，且距离 １９７１ 年建成的大坝最近约 ８０ ｍ，通过对地质地形条件及多种围
堰型式研究，合理的确定采用预留岩埂＋上部混凝土围堰的方式进行挡水。

关键词：南俄 １水电站；扩机工程；进水口；围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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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e Intake Cofferdam for the Expansion Work of
Nam Ngum １ Hydropower Station in Laos

ＱＩ Ｚｈｅｎｇｂｉｎ
（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５１，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Ｎａｍ Ｎｇｕｍ １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ｏ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ｓ １７ ｍ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ｍ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８０ 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ｆｆｅｒｄａｍ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ｎ，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 ａ ｒ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ｒｏｃｋ ｄｙ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ｆｆｅｒｄａｍ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
Key words： Ｎａｍ Ｎｇｕｍ １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ｃｏｆｆｅｒｄ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１　扩机工程概况
南俄 １（Ｎａｍ Ｎｇｕｍ １）水电站位于老挝首都万象

以北约 ７０ ｋｍ 湄公河左岸一级支流南俄河 （Ｎａｍ
Ｎｇｕｍ）干流上，１９６６ 年由 Ｎａｍ Ｎｇｕｍ 发展基金会出资
兴建， １９７１ 年建成投产，初期装机规模 ３０ ＭＷ。
１９７６ ～２００３ 年，电站先后 ３ 次扩机和升级，装机容量
最终扩至目前的 １５５ Ｍ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提出再次扩
建方案，新增一套引水发电系统。 工程枢纽区河谷呈
“Ｖ”字型，两岸地形总体基本对称（见图 １）。 基岩为
砂、泥岩互层，二者各占约 ５０％。 地质构造相对较简
单，表现为一单斜构造，岩层横河分布，以中等倾角倾
向下游。 岩体以不均匀风化为主，无对工程有较大影
响的大规模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

分布。
扩机工程的进水口位于右岸坝头上游约 ８０ ｍ位

置，采用岸塔式进水口，在其下游山体内布置 ２条压力
引水隧洞，进口底板高程 １８９．０ ｍ，单机引用流量
１２２．２ ｍ３ ／ｓ，隧洞洞径 D ＝６．６ ｍ，在下游河道右侧布
置岸边地面厂房，安装 ２ 台 ４０ ＭＷ的发电机组，尾水
渠布置在距溢流坝段下游约 ２００ ｍ处。
南俄 １ 水电站总库容 ７０ 亿 ｍ３ ，有效库容 ４７

亿 ｍ３ ，正常蓄水位 ２１２ ｍ。 从水库运行水位记录曲线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７ 年），水库实测最高水位 ２１３．６ ｍ，最低
水位 １９７．５２ ｍ。
扩机方案进水口底板高程 １８８ ｍ，常年低于水库

库水位，建设单位要求扩机工程在施工时不影响原水
库的正常运行，因此进水口需在围堰的保护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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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围堰堰型的设计和选择

2．1　围堰设计条件
根据建设单位要求，施工期间南俄 １ 原机组需正

常发电，扩机工程的施工应不影响电站正常运行，水库

运行水位不考虑扩机工程施工的需要。 因此，扩机工
程的进水口施工水位较高，进口施工围堰挡水水头较
高。 图 ２ 为南俄 １ 水库运行水位记录曲线（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７ 年）。

图 1　枢纽布置图

图 2　水库多年运行库水位记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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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已有 ２８ 年电站运行水位中，水库水位在
１９７．５２ ～２１３．６０ ｍ 之间。 一般全年最低水位在
１９７．５２ ～２０３．８ ｍ之间，出现时间一般在每年 ５月至 ６
月；一般全年最高水位在 ２０５．５ ～２１３．６０ ｍ之间，出现
时间一般在每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全年水库运行水位均不
超 ２１４ ｍ，进水口施工时水位可能在 １９７．５ ～２１３．６０ ｍ
之间。
因电站进水口需 １ 年多时间施工完成，为保证进

水口施工安全，根据水库多年运行高水位加上安全超
高，围堰顶高程取 ２１４ ｍ。
另外，进水口围堰拆除要求高，要求围堰拆除渣料

清除干净，不允许石渣在电站运行时随水流进入引水
发电系统。
进水口的地质条件，进水口所处地形相对较完整，

但地形坡度较陡，山坡地表大部分为第四系残坡积层
覆盖，厚约 １．０ ～３．０ ｍ，高程 ２１５ ｍ 以下库岸边多有
崩、坡积层分布，厚约 ２．０ ～２．５ ｍ，并有零星基岩出
露。 上部以强风化岩体为主，部分为弱风化，强风化岩
体厚度约 ２．０ ～５．０ ｍ；中部多为弱风化岩体，厚度约
１０．０ ～２０．０ ｍ；底部均为微风化～新鲜岩体。 下部岩
体透水率一般小于 ５ Ｌｕ，岩上部岩体透水率较高，一
般在 １０ ～３０ Ｌｕ 之间。 岩层走向与岸坡斜交，为中等
倾角倾向下游。

2．2　围堰的堰型选择
在围堰堰型选择上，重点考虑了土石围堰和预留

岩埂＋混凝土围堰两种型式。
土石围堰设计，围堰最大堰高约 ３２ ｍ，顶宽

５ ～８ ｍ，堰长达 ２３０ ｍ。 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型式进行
堰体防渗，考虑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时间和平台宽度，防
渗墙平台高程 ２１０ ｍ（若到顶高程 ２１４ ｍ，则堰顶宽度
要加宽），防渗墙厚度 ０．８ ｍ，最大深度约 ２６ ｍ，长度
１８０ ｍ；上部采用粘土心墙或土工膜防渗。

土石围堰优点：填筑及拆除方便，易于施工；缺点：
水下部分无法碾压，稳定性较差，防渗工程量大，水下
地形较陡，体型大。
预留岩埂＋上部混凝土围堰设计，进水口混凝土

围堰采用 Ｃ１５素混凝土围堰，顶高程 ２１４ ｍ，底板高程
２０５ ｍ，最大堰高约 ９ ｍ，顶宽 ２ ｍ，堰长 ９８ ｍ，下部预
留岩埂采用固结灌浆和帷幕灌浆进行加固及防渗

处理。
预留岩埂＋上部混凝土围堰型式优点：可利用进

口引渠预留岩埂，上部体型小，防渗工程量小，围堰稳
定性好，质量易控制。 缺点：岩埂需水下爆破拆除，且
岩埂拆除水下深度达 １７ ｍ。

预留岩埂可先进行岩埂背水坡的部分开挖，对围
堰进行“瘦身”，先下闸进水口闸门，之后对闸门和岩
埂之间进行预充水，在进水口闸门前设置气泡帷幕等
柔性防护，岩埂剩余部分采用水下控制爆破。 水下爆
破采用控制爆破，使爆破粒径达到可以清除的要求，不
允许爆破渣料进入引水隧洞，控制爆破质点振动速度，
并对已建建筑物进行保护，爆破过程中进行安全监测，
主要内容包括：振动安全监测、水击波监测及建筑物静
态安全监测等。 爆破后可采用长臂反铲和抓斗式挖泥
船挖渣配泥驳运输至岸边转运（水下深度 ２５ ｍ）。
经多次分析，目前水下爆破拆除技术成熟，对新建

进水口和原枢纽建筑物的影响可通过控制爆破和保护

措施做到最小，最终选用预留岩埂＋上部混凝土围堰。

2．3　围堰的体型
预留岩埂的顶部高程除满足上部混凝土围堰的基

础要求外，还应满足围堰施工对水库的水位运行要求，
一般全年最低水位在 ２０３．８ ｍ 以下，低水位时段在每
年的 ５ ～７ 月，预留岩埂的顶高程取 ２０５ ｍ。
进水口混凝土围堰（见图 ３）采用 Ｃ１５ 素混凝土围

堰，顶高程 ２１４ ｍ，最大堰高约 ９ ｍ，顶宽 ２ ｍ，堰长
９８．２６７ ｍ，共设 ５条结构缝，封内设橡胶止水。 上游直
坡，下游坡度为 １∶０．６。 下部预留岩埂高程 ２０５ ｍ，岩
埂宽度约 １３ ｍ，后边坡坡度 １∶０．６。 围堰下部设底板
锚杆矱２５，L＝３ ｍ，间排距 ２ ｍ×２ ｍ。
考虑岩层风化及产状带来的不利影响，预留岩埂

进行加固及防渗处理。
１）围堰基础部位的固结灌浆，深度 L ＝６．０ ｍ，间

排距为 ２ ｍ×２ ｍ。
２）沿围堰轴线布置垂直向帷幕灌浆，深度至高程

１８７ ｍ。
３）预留岩埂背水坡设置锚筋桩、锚杆、挂网喷混

凝土和排水孔等措施。

2．4　围堰稳定计算
计算主要对上部混凝土围堰的稳定和下部岩埂的

稳定及整体稳定进行计算。
２．４．１　地质参数

进水口施工围堰混凝土参数及预留岩埂边坡稳定

计算参数取值见表 １。
２．４．２　混凝土围堰稳定计算

混凝土围堰采用抗剪断公式堰基抗滑稳定计算、
混凝土施工围堰抗倾覆计算、混凝土施工围堰底合力
偏心距计算和坝趾压应力、坝踵拉应力的计算，计算结
果表明抗滑、抗倾覆、偏心距满足要求，坝趾压应力、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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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进水口围堰布置断面
表 1　施工围堰混凝土及预留岩埂边坡稳定计算参数表

材料层

岩体抗剪

断摩擦

系数 f′

岩体抗剪

断凝聚力

c′／ＭＰａ

混凝土／岩
体抗剪断摩

擦系数 f′

混凝土／岩
体抗剪断凝

聚力 c′／ＭＰａ
天然容重

／（ｋＮ· ｍ －３）

饱和容重

／（ｋＮ· ｍ－３）

变形模量

E０ ／ＧＰａ
泊松比

μ

Ｃ１５混凝土 １  ．０ １ 9．０ － － ２４ 5２５ 览２２ 铑０ N．１６７

残坡积 ０ 趑．３６ ０  ．０２５ － － １７ 5１８ 摀．５ ０ *．６ ０ e．３２

全风化 ０ 趑．３６ ０ "．０５ ０ g．４ ０ 晻．１ ２１ 5２２ 览０ *．７ ０ e．３１

强风化 ０ 趑．４５ ０ "．０８ ０ g．４ ０ 晻．１ ２１ 5２２ 览０ *．７ ０ e．３１

弱风化 ０ 趑．８５ ０ 9．２ ０ P．５５ ０ 晻．２ ２４ 5２５ 览２ 刎０ e．２５

微新 １  ．０ ０ "．６５ ０ P．６５ ０ 晻．５ ２４  ．５ ２５ 摀．５ ４ 刎０ e．２４

踵拉应力均较小，满足规范要求，且坝趾压应力满足地
基承载力要求。
２．４．３　预留岩埂稳定计算

预留岩埂在围堰拆除前后边坡稳定性采用二维极

限平衡法进行分析，针对预留岩埂、背水面边坡岩质不
同，分别采用 ＡＵＴＯＢＡＮＫ及 ＥＭＵ程序对预留岩埂、背
水面边坡进行稳定分析。
图 ４ 为 ＡＵＴＯＢＡＮＫ计算成果，计算成果满足规范

的安全系数要求。

图 4　进水口围堰稳定计算成果

３　实施效果
进水口混凝土施工围堰于 ２０１６ 年 ６月建成，工程

实施后经历高水位，围堰及预留岩埂稳定性好，未出现
渗漏现象，为进水口的基坑提供了干地施工的良好条
件。 上部围堰及预留岩埂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爆破拆除
完成，爆破质量良好，水下清渣也已完成［１ －２］ 。

４　结　语
南俄 １水电站扩机工程进水口围堰采用预留岩

埂＋上部混凝土围堰的挡水型式，实施效果良好，经济
合理，为扩机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此种围堰型式可用于在水库中新建建筑物施工，

对布置传统围堰条件困难的工程提供一种参考。
参考文献：
［１］姚东， 齐正斌， 赵小华．老挝南俄 １ 水电站扩机工程爆破
安全控制标准研究［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７（５）： ２９ －３３

［２］齐正斌，李光华，姚东，等．老挝南俄１水电站扩机工程施
工爆破方案研究［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７（５）： ２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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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围挡布置参数
对交通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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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大范围的占道施工对本已供需矛盾的交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优化施工围挡布置，尽
可能的降低施工围挡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程度，利用交通仿真软件对路段进行仿真评价，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折线
图结合的方法，对各施工围挡布置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探究施工围挡对市政交通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施工围挡的布
置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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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ｔｓ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
Key words：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ｏａ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随着城市现代化、智能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水利
行业逐渐向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等市政行业转

型，大批水利学者参与了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 近年
来水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国内很多城市的“通病”，改
善水环境质量是城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传统水利行业由于施工场地在山区，施工场地相对封
闭，故传统水利施工对外界影响较小，但在城市大型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场地由山区走进了
城市，城市道路上的施工围挡改变了车辆的通行条件
和居民的出行行为，大范围的道路施工围挡会对本已
供需矛盾的城市交通造成更加恶劣的负面影响。
目前很多学者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选取了路段饱和度、平均车速、单位里程
平均行程延误、单位里程平均停车次数等指标建立路
段服务水平评价体系，对路段车辆通行状况进行评价，
通过占道施工路段与施工前路段服务水平的对比分

析， 得出了影响占道施工区道路通行能力的参
数［１ －３］ ，但是目前国内对各影响参数对通行能力的影
响程度研究较少。 因此，通过对施工围挡布置参数进
行灵敏度分析，为施工围挡布置方案的准确决策提供
依据，另外结合某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等大型水
环境治理工程自身建设特征及交通流特性，在合理的
施工期交通组织范围内，可为施工布置提出科学、高
效、可操作性强的交通组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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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施工围挡布置参数对交通影响的敏
感性分析

　　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管网施工需要围挡道路的长度
一般根据施工现场一次需要施工几个检查井确定，２
个检查井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故围挡长度可以等间
距变化。 管道施工的位置是提前规划好的，又由于 ２
个检查井的距离是固定的，故施工围挡的位置也可等
间距变化。 围挡车道数也可以等间距变化。 故对一个
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可保持其他参数固定不变，等
间距改变待分析参数的取值，通过大量实验计算出待
分析参数在不同水平下的仿真输出值，并结合折线图
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判断待分析的参数对于评价结果

是否有显著影响。
以施工围挡位置、围挡长度、围挡车道数等施工围

挡布置参数作为待分析参数，并将路口车辆排队长度
和路段通行时间作为评价指标，对施工围挡布置参数
进行敏感性分析，从而最终确定对最大排队长度和通
行时间具有较高敏感性的参数集，为施工围挡的合理

布置、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1．1　围挡位置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占道施工区是指为保障占道施工现场工作人员、

设备、车辆及行人的交通安全而用交通安全设施围起
来的交通控制区域［４］ 。 施工围挡可以布置在靠近上
游路口、路段中间、靠近下游路口等位置，不同的施工
围挡位置对路段通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水环境
治理工程施工时需合理布置围挡在路段的位置，以减
轻其对交通通行状况的影响。
保持施工围挡长度、占用车道数等参数不变，均匀

改变施工围挡的位置。 选择在该流域水环境治理施工
区某一路段上设置施工围挡，该路段为双向 ８车道，路
段长度为 ４３５ ｍ，该路段上行驶的车辆较多。 围挡长
度初始设置为 ５０ ｍ，围挡 ２个车道。 围挡的位置以围
挡起始点距上游路口的距离计算，这里将围挡起始位
置作等间距改变，分别取值为：３０、８０、１３０、１８０、２３０ ｍ。
时间段间隔为１０ ｍｉｎ。 分别统计围挡起始位置对排队
长度和通行时间的影响情况，不同围挡位置条件下通
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的仿真输出值见表 １。

表 1　不同围挡位置条件下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

时间段

围挡位置／ｍ
３０ }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８０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３０ 刎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８０ z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２３０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 苘６４ ~．８ ２８ N６５  ．０ ３２ 痧６４ 侣．９ ４０ 拻６４ d．８ ３９ 4６４  ．８ ７６ 种
２ 苘６８ ~．８ ８８ N６９  ．０ １０１  ６９ 侣．４ １１２ ┅６９ d．４ １１１ K６９  ．６ ３２９ 眄
３ 苘６９ ~．０ ７８ N６９  ．６ １８１  ６９ 侣．３ １３２ ┅６９ d．５ ２１２ K６７  ．０ ４５５ 眄
４ 苘７２ ~．９ ５８ N７４  ．１ １７３  ７３ 侣．８ １７８ ┅７４ d．０ ２３７ K７２  ．２ ４８９ 眄
５ 苘７２ ~．７ ５５ N７１  ．６ ９８ 痧７０ 侣．９ １１８ ┅７１ d．９ １２０ K６７  ．６ ４８５ 眄
６ 苘６６ ~．４ ８９ N６６  ．８ １０４  ６８ 侣．１ ９７ 拻６６ d．０ １２０ K６５  ．３ ４７０ 眄

　　不同围挡位置条件下车辆通行时间、平均排队长
度折线图如图 １、图 ２ 所示。
对仿真得到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２、表 ３。 F 统计量是平均组间
平方和与平均组内平方和的比值，该统计量服从自由
度为（k－１，n －k）的 F分布，显著性水平取 ０．０５ 作为
检 验 标 准。 查 表 得 此 水 平 下 的 临 界 值 为
F０．９５ （４，２５） ＝２．７６，当 F 的计算值大于临界值时，则
表明该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根据计
算结果，不同围挡位置水平下通行时间样本的 F值小

于临界值，不同围挡位置水平下平均排队长度样本的
F值大于临界值，所以，由表２、表３可知围挡位置对通
行时间输出值没有显著影响，对平均排队长度输出值
有显著影响。

1．2　围挡长度对路段通行的影响

施工围挡需满足施工要求，方便施工机械进出，最
大程度地保障施工人员的安全。 施工围挡尺寸越大，
施工越方便开展；施工围挡尺寸越小，越不利于施工活
动的开展。 但是，施工围挡尺寸较大会对原本供需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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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市政交通造成影响，因此对围挡长度进行敏感性
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图 1　围挡位置在不同取值条件下通行时间折线图

图 2　围挡位置在不同取值条件下平均排队长度折线图

表 2　围挡位置不同水平下通行时间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１１ #．５３５ ４  ２ Q．８８４ ０ 趑．２９０ ０ 枛．８８２

组内 ２４８ 9．６２３ ２５  ９ Q．９４５

总计 ２６０ 9．１５９ ２９  

表 3　围挡位置不同水平下平均排队长度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３８１ ７３３ 汉．０００ ４ N９５ ４３３  ．２５０ １２ ~．８１４ ０ �．０００

组内 １８６ １８４ 汉．５００ ２５ d７ ４４７．３８０

总计 ５６７ ９１７ 汉．５００ ２９ d
　　取同样的路段研究，保持路网模型中施工围挡位
置、占用车道数等布置参数不变，均匀改变施工围挡长
度。 保持围挡起始位置距上游路口 １３０ ｍ，围挡占用 ２
车道，围挡长度所取得系列值为：３０、５０ 、７０、９０、
１１０ ｍ。 不同系列值、不同时间段的仿真通行时间和
平均排队长度见表 ４。
不同围挡长度条件下车辆通行时间、平均排队长

度折线图如图 ３、图 ４所示。
对仿真得到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５、表 ６。 通过方差分析可得，围
挡长度不同水平下通行时间样本和平均排队长度样本

的 Ｆ输出值都小于临界值，故围挡长度的变化对通行
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影响都不显著。

表 4　不同围挡长度条件下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

时间段

围挡长度／ｍ
３０ }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５０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７０ 亮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９０ c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１０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 苘６４ ~．９ ４１ N６４  ．９ ４０ 痧６４ 侣．９ ４１ 拻６４ d．８ ４０ 4６４  ．８ ３３ 种
２ 苘６９ ~．６ １０７ e６９  ．４ １１２  ６９ 侣．３ １１６ ┅６９ d．７ １１４ K６９  ．３ １５５ 眄
３ 苘６９ ~．０ １５１ e６９  ．３ １３２  ６９ 侣．６ １５２ ┅６９ d．５ ２０５ K６８  ．９ ２１４ 眄
４ 苘７３ ~．０ １７２ e７３  ．８ １７８  ７５ 侣．７ １９４ ┅７３ d．５ ２３８ K７３  ．５ ２８１ 眄
５ 苘７１ ~．９ １０３ e７０  ．９ １１８  ７３ 侣．６ １１１ ┅７１ d．５ １２１ K７０  ．１ １６６ 眄
６ 苘６５ ~．７ ７８ N６８  ．１ ９７ 痧６６ 侣．０ １０１ ┅６６ d．４ ９８ 4６７  ．４ １０２ 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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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围挡长度在不同取值情况下通行时间的折线图

图 4　围挡长度在不同取值情况下平均排队长度折线图
表 5　围挡长度不同水平下通行时间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２ �．９２３ ４ }０ 排．７３１ ０ h．０６６ ０  ．９９２

组内 ２７７ �．０７７ ２５ 敂１１ 苘．０８３

总计 ２８０ �．０００ ２９ 敂

表 6　围挡长度不同水平下排队长度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１０ ０２８ ＃．４６７ ４ N２ ５０７．１１７ ０ g．６３７ ０ �．６４１

组内 ９８ ３８０ ＃．５００ ２５ d３ ９３５．２２０

总计 １０８ ４０８ 汉．９６７ ２９ d
1．3　围挡车道数对交通状况的影响

在道路上设置施工作业区往往要封闭部分车道，
减小了道路通行空间，导致车辆速度降低，容易引起拥
堵和延误［５］ 。 占道施工可以分为完全占道（全封闭）
施工和部分占道（半封闭）施工两类。 完全占道施工
是完全封闭两侧车道的一种施工方法，车辆不能通过
该路段需要绕行；根据水环境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情
况，部分占道施工可分为围挡一侧全部道路进行施工
和围挡一侧部分道路进行施工两部分。 施工围挡占用
的车道数需根据具体施工条件而定，对于道路上通行
车辆较少，道路级别较低的道路可以考虑围挡较多的
车道数，甚至围挡两侧所有车道进行施工，让车辆绕
行，加快施工进度。 对于通过车辆较多，道路级别较高
的道路，需尽量减少围挡占用车道数，最大程度地减轻
施工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方便居民出行。
取同样的路段研究，保持路网模型中施工围挡位

置、围挡长度等布置参数不变，均匀改变施工围挡占用
车道数。 围挡起始位置距上游路口 １３０ ｍ，围挡长度
为 １００ ｍ，围挡占用的车道数所取得系列值为：０、１、２、
３。 不同系列值、不同时间段的仿真通行时间和平均排
队长度见表 ７。
不同围挡车道数条件下车辆通行时间、平均排队

长度折线图如图 ５、图 ６所示。
表 7　不同围挡车道数条件下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

时间段

围挡车道数／个

０ 妹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 N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２ 刎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３ c
通行时间

／ｍｉｎ
排队长度

／ｍ
１ 哪６４ 晻．８ ４０ 耨６４  ．８ ４２ |６４ *．８ ３９  ６４ 5．８ ３２ 憫
２ 哪６９ 晻．６ １１４  ６９  ．４ １１５ 拻６９ *．３ １２１  ７０ 5．０ ８７ 憫
３ 哪６９ 晻．１ １８０  ６９  ．７ １６０ 拻６９ *．１ １９２  ６８ 5．６ ９７ 憫
４ 哪７４ 晻．８ ２１４  ７５  ．１ １９３ 拻７３ *．３ ２４０  ７３ 5．９ ４３６ Ё
５ 哪７２ 晻．９ １３０  ７２  ．４ １１３ 拻７０ *．４ １２４  ７３ 5．６ ４０７ 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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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围挡车道数在不同条件下通行情况折线图
　　

图 6　围挡车道数在不同条件下平均排队长度折线图

对仿真得到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８、表 ９。 通过方差分析可得，通
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的 F输出值都小于临界值，故
在该条件下围挡车道数的变化对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

长度输出值影响都不显著。 但考虑到围挡位置对交通
状况影响显著，所以将围挡起始位置固定于 ２００ ｍ处，
其他情况不变，再次进行方差分析。

表 8　围挡车道数不同水平下通行时间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１ �．２３３ ３ }０ 排．４１１ ０ h．０３４ ０  ．９９１

组内 ２３９ �．４２０ ２０ 敂１１ 苘．９７１

总计 ２４０ �．６５３ ２３ 敂

表 9　围挡车道数不同水平下平均排队长度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２０ ９０５ ＃．７９２ ３ N６ ９６８．５９７ ０ g．６４２ ０ �．５９７

组内 ２１７ ２０７ 汉．８３３ ２０ d１０ ８６０  ．３９２

总计 ２３８ １１３ 汉．６２５ ２３ d

不同围挡车道数条件下车辆通行时间、平均排队
长度折线图如图 ７、图 ８所示。

图7　围挡位置 200 m围挡车道不同条件下通行时间折线图

图 8　围挡位置 200 m围挡车道数不同条件下
平均排队长度折线图

对仿真得到的通行时间和平均排队长度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１０、表１１。 由表１０、表１１ 可知：
此次临界值为 F０．９５ （３，２０） ＝３．１０，通行时间的输出 F
值小于临界值，平均排队长度的输出 F 值大于临界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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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所以，当围挡位置在近信号灯侧时，围挡车道数对
通行时间影响不显著，对平均排队长度影响显著。

表 10　200 m处围挡车道数不同水平下
通行时间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１６ 棗．０６８ ３ }５ 排．３５６ ０ h．４９２ ０  ．６９１

组内 ２１７ �．５１０ ２０ 敂１０ 苘．８７６

总计 ２３３ �．５７８ ２３ 敂

表 11　200 m处围挡车道数不同水平下
平均排队长度样本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２９１ ３４６ .．７９２ ３ 侣９７ １１５ 媼．５９７ ４ 圹．６９７ ０ !．０１２

组内 ４１３ ５０１ .．８３３ ２０ 刎２０ ６７５ 媼．０９２

总计 ７０４ ８４８ .．６２５ ２３ 刎

２　结　语

敏感性分析的目的是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是否显著，当自变量较多时，还可比较各自变量的显著
程度，即敏感性强弱。 路段进行施工占道时，以平均排
队长度表征对交通拥堵情况的影响程度，通过上述实
验结果可知，得出以下结论。

１）占道施工会导致道路周围环境、道路线性、行
车道数量和宽度和侧向净空的改变［６］ 。 由于道路施
工的前期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对交通现状的分析，没有
科学合理地预测道路施工可能给交通造成的影响，从
而造成施工路段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出现混乱［７］ 。 故
布置施工围挡时，应根据各参数对交通影响的敏感性
强弱，合理布置施工围挡的位置、长度和占用车道数等
参数。

２）围挡车道数对交通通行影响较显著。 当围挡
位置靠近下游路口时，改变围挡占用的车道数对交通
状况的影响非常显著，但当施工围挡设置在接近上游
路口时，改变施工围挡占用的车道数对出行的影响并
不显著。 围挡车道数越多，对居民出行影响越大，围挡

车道数越小，对居民出行影响越小。 围挡所在位置容
易形成道路“瓶颈”，需提前通过交通指示牌提示司机
前方正在施工，提前进行换道行为，不然容易造成交通
事故。

３）施工围挡的位置越靠近下游路口，围挡位置的

变化对交通通行的影响程度就越显著，该路段的交通

拥堵情况就越严重。 在布置施工围挡时，尽量让施工

围挡远离下游路口，如果围挡必须设置在路口附近，需

对该位置进行重点关注，施工前要充分做好前期准备，

完善手续，科学划分标段，严格控制施工面。 一旦施工

就要多头并进，提高工效，缩短工期［８］ 。

４）改变施工围挡长度对交通运行情况的影响程

度不显著。 当围挡所在的路段较长时，可以适当增加

围挡长度，从而加快施工进度，另外围挡长度需满足正

常的施工要求、方便施工机械的进出等要求。

综上所述，根据各施工围挡布置参数对交通的敏

感性程度，对最初施工围挡布置方案进行优化，通过比

较不同优化方案对交通的影响程度，选择其中较优的

施工围挡布置方案，尽量减轻占道施工对市政交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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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可行性研究分析

耿清华
（中国大唐集团水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９）

摘要：十三五期间中国将有一批水电站进入老龄化阶段。 从水轮机增容改造和发电机增容改造两个方面对老电站增容
改造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水轮发电机组经过水轮机、发电机定子、转子、通风冷却系统改造后，能取得较好的增容改
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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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进行水电机组的增容
改造，为水电能源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水电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电装机的快速发展，我国水电
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已突破 ３ 亿 ｋＷ 和 １ 万
亿 ｋＷ· ｈ，分别占全国的 ２０．９％和 １９．４％，水电工程
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了规划、设计、施工、装备制
造、运行维护等全产业链整合能力［１］ 。 我国水能资源
总量、投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与 ８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
系，是推动世界水电发展的主要力量。 我国拥有小水
电 ４．３ 万多座［２］ ，大多数建于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经
过几十年的运行，这些小水电站设备也需要改造更新。
因此，小水电也是水电机组技术改造的另一股潜力，由
此可见，发电设备的快速发展给水电机组的增容改造
带来巨大的潜力［３ －５］ 。

１　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可行性分析

1．1　水轮机增容改造可行性分析

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是由河段集中起来的水流能力

的大小确定的。 一般水流能量的大小可由式 （１）
计算：

PA ＝ρgQH＝９．８１QH （１）
式中：PA 为水流功率；Q 为单位时间内下泄的水量；ρ
为水的密度；H为水头。
水从上游通过引水管道流经水轮机时，水流能量

做功，使水轮机旋转，产生机械功，水轮机在单位时间
内所做的功称为功率，也称为水轮机的出力。 水轮机
的出力小于水流功率，因为水在流经引水管道及水轮
机工作过程中都存在能量的损失。 同样，水轮机带动
发电机旋转时发电机也存在能力损失，所以发电机的
出力也小于水轮机的出力。 因此在计算水电站发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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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必须考虑这些能量的损失因素。
在工程上常用效率来衡量能量的损失。 因此，就

分别引入了引水管道建筑物的效率ηC，水轮机的效率
ηT，发电机的效率 ηG，来估算各部分的损失。 水电站
的装机容量或发电能力可用式（２）表示：

P ＝PAηCηTηG （２）
由式（２）可知，电站的发电能力是与水流功率 PA

有关，而水流功率在考虑了引水管道及水轮机工作过
程中存在的能量损失后为水轮机的出力，由此可见水
轮机的出力将与工作水头、单位时间内下泄的水量和
水轮机的效率直接有关。 因此，当水电站的水头、流量
和水轮机的效率发生变化时，水轮机是存在增容的可
行性。

1．2　发电机增容改造可行性

由电机设计的基本原理可导出发电机额定容量

PN 与定子线负荷 AS和主要尺寸及绝缘厚度等之间的
关系如下：

AS≈２ ８００ τx′d
λi

δi
δi
λi

（３）

PN ＝KASBδD２
i lt nN≈

０．６５ ×１０６ D５
i n３

Nx′d lt
λi

δi
（４）

式中：τ极距；x′d 为直轴瞬变电抗；λi 为定子绕组绝缘

热传导系数；δi 为定子绕组绝缘单边厚度；Di 为定子

铁芯内径；li 为定子铁芯长度；nN 为发电机额定转速；
K为电机利用系数。
由式（３）和式（４）可知，发电机的额定容量不仅与

电机的主要尺寸、额定转速和直轴瞬变电抗有关，还与
定子绕组绝缘厚度及热传导系数有关。
假定发电机的主要尺寸和额定转速不变，则发电

机的额定容量有以下关系

PN∝AS∝ x′d
λi

δi
（５）

由式（５）可知，增容改造的发电机在不改变其主
要尺寸和额定转速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定子线负荷 AS
值和改变定子绕组的绝缘等级或厚度及热传导系数，
发电机是存在增容可行性的。

２　增容改造途径

2．1　水轮机增容改造途径

１）增大水轮机过流流量，实现机组增容改造。 在

引水建筑物中应核算引水渠道的总过水能力，当机组
增加过流量后能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必
须加大渠道断面尺寸，以适应增大过流量的需要。 在
这种情况下，会引起水工建筑物的改造。 因此，对采用
此种途径进行增容改造的水电站必须做好技术上的可

行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工期上的可能性，只有在综合
权衡后才能进行方案的实施。

２）提高水轮机的工作水头，实施机组增容改造。
提高水轮机的工作水头，不能只从水轮机本体考虑，而
要从整个电站的输水系统考虑。 如果在水电站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抬高水库运行水位，使机组的工作水头提
高是水轮机增容改造的途径之一。

３）提高水轮机转轮效率，实现机组增容。 充分发
挥有限的水力资源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是实现机组增

容的重要途径。 水轮发电机组主要动力来自水轮机转
轮，它的优劣直接影响机组的出力。 因此，选用先进、
高效率、抗磨、抗空蚀性能强的新转轮是水轮机增容改
造的重要途径。

2．2　发电机增容改造途径

２．２．１　定子部件改造
发电机定子部件是增容改造的主要部件，特别定

子线圈更是增容改造的核心部件，因为定子线圈是电
气元件，又与发电机的容量有直接关系。 定子部分的
增容改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１）定子线圈绝缘更新。 定子线圈绝缘更新在发
电机的增容改造中是经常发生的，通常以下几种情况
将进行定子线圈更新。 ①机组发生故障（短路、接地
等）而引起定子线圈绝缘损坏，无法继续运行，必须进
行定子线圈绝缘的更新；②机组长期运行，导致定子线
圈绝缘老化，性能急剧下降，危害机组的安全运行；③
定子线圈到一定的寿命期，绝缘需要更新。

２）线圈铜股线截面的增大。 一般水轮发电机进
行定子线圈更换时，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仅对线圈绝
缘进行更新改造，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二是在一般情况
下需要重新更换线圈，此种情况下有以下两个方面可
使线圈的铜股线截面增大。 ①采用新绝缘，Ｂ 级或 Ｆ
级绝缘；②铜股线绝缘采用新材料，同时改进股线的绝
缘技术，使股线绝缘厚度得到减薄，由于股线绝缘减薄
同样给线圈增加铜截面提供了条件。

３）优化线圈截面结构。 定子绕组采用重新绕制
２４



耿清华：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可行性研究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９月

方案时，可优化线棒截面的结构，将线棒的上下层设计
成不同截面的结构，以消除由于集肤效应造成上下层
线棒间的温差过大，一般可降低温差约 １０％左右；另
一方面，还可适当减薄股线的厚度，以减少定子绕组的
附加损耗。

４）采用新换位方式。 当重新绕制定子绕组时，可
采用新的换位方式。 采用新的换位方式后可有效的克
服由于定子线棒股线所处的磁场位置不同而引起股线

内的环流，导致线棒股线间温差加大，而影响电机的出
力。 相反，采用新换位后，可降低股线温差，从而提高
发电机的出力。
定子改造时，一般定子铁芯不做更换。 但有些情

况下也需要更换定子铁芯，除了改进铁芯结构外，从增
容改造方面，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①更改定
子槽数以优化电磁方案。 发电机增容与定子线负荷
AS有关，当发电机主要尺寸不变时，AS值又与定子槽
数有直接关系，因此优化电磁方案时，如有可能适当的
增加定子槽数，使 AS值适当增大，以此达到发电机增
容的目的。 ②选用优质材料，降低电机铁损耗。 定子
铁芯更换时，可选用高导磁、低损耗的优质硅钢片，以
降低电机铁损耗，提高效率，增大发电机出力。 ③优化
定子铁芯设计，改善冷却条件。 近年来研究成果表明，
定子通风沟高度和铁芯段厚度对铁芯部位冷却尤为重

要。 改造和更换定子铁芯时，适当减小通风沟的高度，
同时在保持定子铁芯总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减薄
定子铁芯段的厚度，可以大大改善定子铁芯的冷却条
件，为发电机增容提供了保证。
２．２．２　转子部件改造

１）变化功率因数。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改
变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使其转子电流不超过允许值，可
有效地将转子温升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而使发电机
的出力增加。

２）改变转子绕组匝数和截面。 由电磁设计可知，
转子绕组的温升与其电流密度的平方成正比，而转子
电流又与转子绕组匝数的 ２ 倍成反比，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适当增加转子绕组匝数和截面积，可以有效降
低转子绕组的温升，增加发电机的出力。

３）增加转子绕组的散热面积。 增加转子绕组的

散热面积是降低转子绕组温升的有效办法。 如果转子

改造时更换转子绕组，可将转子绕组改成散热匝结构。

为此，转子绕组的散热面积大大增加，可有效降低转子

绕组温升，给发电机增容创造了条件。

２．２．３　通风系统改造

１）改造通风系统。 过去传统的通风冷却系统采

用密闭自循环双路径向通风系统。 此种通风系统风量

利用率不高且通风损耗大。 近年来，在大型水轮发电

机上都采用端部回风通风系统。 该系统冷风直接冷却

定子绕组端部，大大提高了冷却效果，风量的利用率

高，通风损耗小。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

老式的通风系统进行改造，以得到更大的增容效益。

２）优化风路结构。 一些老的发电机经过长期运

行后，造成通风系统风路不畅，形成旋窝，增加了通风

损耗，直接影响发电机的冷却。 因此，发电机改造时，

应重视对风路系统的优化。

３　结　语

一般情况下，水轮发电机组经过水轮机、发电机定

子、转子、通风冷却系统改造后，都能取得较好的增容

改造效果。 水电站进行增容改造是投资少、收益大、施

工工期短、投资回收快的措施，能使老电站焕发新颜，

受到国内外水电投资者的广泛重视。 在“十三五”和

未来 １５ 年期间，将有一大批水电站步入“老龄化”阶

段，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技术具有广阔的前景，必将

给水电的发展带来新的飞跃，也为水电机组的增容改

造提供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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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工作探析
———以中国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为例

李　华１，姚品品１，王若愚２

（１．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４１；
２．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１３３）

摘要：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在国家重大水电工程乌东德施工区开展“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
五”主题的劳动竞赛工作，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式，充分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著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
作用，有力推动乌东德水电站“十三五”创新型示范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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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东德水电站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峡集团公司）开发建设的金沙江下游 ４ 个梯
级水电站最上一级的世界级巨型工程，是国家“十三
五”期间建设的重大水电工程，对于“西电东送”战略
的实施、国家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长江经济带经济社
会发展等影响巨大，综合效益显著，参与乌东德水电站
工程建设的地方政府、设计、监理、施工及服务保障等
参建单位近 ４０家［１ －２］ 。 乌东德水电工程开工以后，在
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中国能源化学工会，云南、四
川两省总工会和三峡集团公司共同组成的金沙江水电

工程劳动竞赛委员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月在乌东德水电工
程及时启动了“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主题劳动竞

赛。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紧
紧围绕乌东德水电工程建设这一中心，动员、团结和组
织乌东德施工区各参建单位，在国家重大水电工程乌
东德施工区开展“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主题的劳
动竞赛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显著发挥了工人
阶级主力军作用，有力推动了乌东德工程建设。

１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组织机构
和制度建设

　　在三峡集团公司的指导下，乌东德工程建设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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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坚持“紧贴工程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工程”这一主
线，始终将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于工程建
设全过程。 按照“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事务共商、活
动共办”的要求，促进党建工作与工程建设相融合，与
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依靠开展争创活动、构建“大监
督”工作体系、开展劳动竞赛“三大抓手”，凝聚施工区
党建、纪检、工会、共青团“四种力量”，搭建施工区大

党建工作统筹协调委员会、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施
工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
竞赛委员会、施工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五大
平台”，不断完善以建设部党委为主导，地方政府和各
参建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联创共建的区域化施工区
大党建工作格局（见图 １）［２］ ，并把乌东德水电工程劳
动竞赛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图 1　乌东德施工区“大党建”工作格局

　　为确保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各项工作顺利推
进，由乌东德工程建设部牵头成立了金沙江乌东德水
电工程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 同时为保障考核评比
工作的顺利开展，分别成立了施工类、设计监理类和支
持保障类考核评比领导小组，各参建单位也相应成立
了劳动竞赛领导小组。 为落实劳动竞赛活动“组织完
备、抓在经常、贯穿全程、评比有据”的要求，乌东德水
电工程劳动竞赛委员会向各参建单位印发了五项考核

评比实施办法。 各项活动贯穿全年，做到“每月一检
查、季度一考核、半年一小结、全年一评比”，注重过程
管理。
同时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委员会组织各专项

考核小组及各参建单位对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各

类考核评比办法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订，组织编订了
枟金沙江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文件汇编枠，发布了
劳动竞赛系统性管理文件 １７ 项。 并组织各施工单位
成立劳动竞赛领导机构、修订集体及班组考核办法、编
写工作计划、统计参赛名录。 结合各参建单位上报的
劳动竞赛领导机构、参赛名录、工作计划、考核办法及

各参建单位开展的劳动竞赛相关文件等编写了金沙江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文件汇编、组织机构、工作要
点、参赛名录、考核方案五本书籍，健全了各级组织、完
善了各类方案，为更加明确劳动竞赛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起到重要作用。
截止目前乌东德水电工程施工区共有 ３０ 多家参

建单位、７ ５４０人、１４２ 个班组、６８个岗点参加了劳动竞
赛活动，并按工作性质分为施工类、设计监理类和支持
保障类三个类别进行组织考核评比，做到了全员参与
全程组织全面考核、共同掀起劳动竞赛热潮。

２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开展方式

2．1　分类别竞赛，内容全面具体

面对不同性质的参建单位，不同专业领域的参建
队伍，外加地方政府联建的工程建设特点，为使竞赛活
动全面覆盖施工区，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秉承金
沙江流域劳动竞赛的优良传统，将参建单位划分为施
工、监理、设计科研、服务保障四类，并按各自特点分别
制定竞赛办法，从而使竞赛活动具有可比性（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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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每个类别管理内容设置不同竞赛项目，竞赛项
目与日常管理结合，发挥劳动竞赛对工程建设的促进
作用。

图 2　乌东德施工区劳动竞赛工作内容
施工单位开展“八比八看”竞赛，即：比工程质量，

赛单元工程优良率；比安全生产，赛安全指标完成率；
比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赛施工管理水平；比科技创
新，赛技术成果转化率；比工程进度，赛生产计划完成
率；比外协队伍管理，赛农民工权益保障水平；比组织
领导，赛劳动竞赛参与率。
监理单位开展“五比五赛”竞赛，即：比建章立制，

赛管理体系完善程度；比监理业务，赛过程管理到位程
度；比监理业绩，赛监理工作实际成效；比科技创新，赛
监理手段科学性与先进性；比组织领导，赛劳动竞赛
氛围。
设计科研单位开展“五比五看”竞赛，即：比体系

建设，看人员配置是否满足合同要求；比现场服务，看
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是否满足实际需求；比设计成果，
看提交图纸的进度质量是否满足合同规范要求；比科
技创新，看设计理论、方法是否满足先进性的需求；比
组织领导，看劳动竞赛的竞赛组织是否满足竞赛要求。
服务保障单位开展“六比六赛”竞赛活动：比建章

立制，赛规范管理；比优质服务，赛服务质量；比科技创
新，赛服务手段；比合同履行，赛诚信经营；比精神文
明，赛清正廉洁；比组织领导，赛竞赛氛围。
每一类的每个项目都有考核评比细则，按照细化

指标、突出重点、量化考核的原则，每个考核项目按照
不同的考核权重综合起来构成各个类别的考核评分体

系。 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廉政建设方面有
突出问题实行一票否决。

2．2　分层次组织，形式丰富多彩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委员会开展单位间劳动

竞赛的同时，将各单位内部开展劳动竞赛的的情况纳
入考核，要求各参建单位成立本单位竞赛领导机构，制
定符合本单位特点的考评实施细则和竞赛激励机制，

开展单位内部集体、班组、个人等不同层次的劳动竞
赛，促进劳动竞赛向纵深发展，形成大赛促小赛，小赛
保大赛，竞赛全覆盖的竞赛格局。
充分调动各单位的组织劳动竞赛的热情，发挥参

建单位不同层次竞赛领导机构的聪明才智，结合当前
的生产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专题劳动竞赛和单项

劳动竞赛，保证重点生产任务、阶段生产目标的完成。
如：乌东德工程建设部自 ２０１７ 年起每年在施工区开展
争创“十大工匠”“十大创新人才”评选活动。 各施工
单位结合“安康杯”和“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好以
“开好班前会、杜绝违章、消除隐患”为主题的安全单
项劳动竞赛活动；结合生产任务开展了“党员示范岗、
青年文明号”工点竞赛活动。 ２０１６ 年葛洲坝集团全年
开展“众志成城保安全，匠心聚力筑精品”的主题劳动
竞赛活动，针对部分单位高危边坡施工面广点多、作业
高危的特点，在边坡作业队伍间开展了“战高坡，保度
汛，创典范，保‘三零’”以及“勇闯安全关，决胜高边
坡，周密度转序，匠心创典范”的劳动竞赛活动；２０１７
年葛洲坝集团组织乌东德施工局和白鹤滩施工局在乌

东德金坪子营地开展“浇筑工技能大赛”竞赛活动；
２０１６ 年三峡设备物资公司在施工区组织开展职工技
能大赛桥门机竞赛活动；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水电六局乌
东德施工局在开展主题劳动竞赛的同时，分别举办了
测量、电工、电焊、钢筋绑扎、打钻、厨艺等不同工种技
能比武大赛活动；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中铁大桥局河门口
大桥项目部开展了“六比一保，全面完成年度施工任
务”主题竞赛活动；２０１７ 年三峡发展公司乌东德监理
部开展“展监理风范、建功乌东德”为主题的劳动竞赛
活动。 正是各单位主题鲜明，活动经常，较好地促进了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有序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员
工的实际操作技能，为工程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2．3　重视过程考核，促进工程管理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按照四大类别，采取专
项考核、综合评比，季度考核、年终评比的考核办法。
通过各单位上报参赛名录确定参赛对象，各参建单位
按参赛名录对集体、班组进行月考核、季考核，考核结
果统一上报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将平时考核的综
合评分作为申报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班组的重要
依据，用考核结果说话。 这种形式改变了过去年终由
各单位评选，报上一级再评选的 “以评为主”的老
办法。
制订考核办法时，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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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充分考虑了参建单位的日常管理，使劳动竞赛成为
促进工程管理的手段。 在制订考核评比办法的过程
中，有的管理部门没有相对应的考核办法，通过劳动竞
赛促进部分部门制订了相应的劳动竞赛管理办法；有
的项目有管理制度，但没有考核激励机制，无法发挥制
度效率，通过劳动竞赛让考核记录变成了评价施工管
理好坏标准的分数，促进了制度执行。 此外，劳动竞赛
也促进了施工单位全面重视日常管理，把劳动竞赛的
考核指标应用于日常管理，与员工的绩效挂钩，有效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

2．4　激发劳动热情，助力工程创建

乌东德工程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核准以来，通过在乌
东德水电工程建设中深入开展劳动竞赛，广大建设者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有效激发，确保了各项工
作扎实有序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混凝土浇筑、金结埋
件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在质量管理方面：承始终秉承“千年大计，质量为

先”的理念，紧紧围绕年度质量管控目标，持续实施全
方位、多层次质量监督管理，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质量
大讲堂、样板工程创建、施工技能比武等活动；广泛凝
聚参建各方力量，以 ＱＣ小组活动为抓手，推动基层全
面质量管理落地生根。 乌东德工程累计 ５７ 项 ＱＣ 成
果获得国家、行业奖励 ６７ 项，其中 ２０１７ 年获奖 ２５ 项。
工程实体质量稳步提升。
在安全管理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健全安全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与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应急能
力评估与建设，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引进安
全体验区，从“安康杯”和“安全生产月”、“防洪度汛”
等活动中，促进以“开好班前会、杜绝违章、消除隐患、
推动工程建设”为主题的单项劳动竞赛更好地形成安
全生产意识；深度应用安全管理微信系统，创建本质安
全班组等，助推乌东德工程安全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形成参建四方高度融合、自上而下有效传导的良好局
面，本质安全型工程建设初见成效，安全生产保持持续
向好势头。
在环保水保方面：认真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坚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与施工文明，严格
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中各项保护措施，２０１６ 年
３ 月，通过国家环保部组织的乌东德水电站“三通一
平”等工程环境保护验收。 目前各项环保、水保措施
有效落实，无环保责任事件和环保违法事件发生，施工
区生态环境良好。

在科研工作方面：充分依靠国内科研院所、内外部
知名专家、参建各方的力量，对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
专题研究，加强过程咨询与审查，形成了系列领先的创
新成果和自主创新技术。 ２０１７ 年全坝首次全面应用
低热水泥，大坝坝身创新不设导流底孔（为国内首个
坝身不设导流底孔的高拱坝）等，智能灌浆、智能通水
全面应用，拱坝智能建造在溪洛渡水电站基础上全面
升级应用，效果显著；人员定位系统、建筑市场管理信
息系统、施工管理 ＡＰＰ 全面在主体工程中使用，实现
大型水电工程质量验收的电子化、移动化、规范化、流
程化管理，实现水电施工过程控制的完整性、真实性、
有效性、可追溯性。
同时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工作涌现了一大批“三先

一优”劳动典型（见图 ３）。 在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劳动竞
赛考核评比中，共评比产生了葛洲坝集团乌东德施工
局等 ５家先进单位、水电六局乌东德施工局三工点等
１３ 个先进集体、三峡发展公司乌东德监理部基础项目
部灌浆组等 ２５个先进班组、葛洲坝集团乌东德施工局
副局长袁瑞卿等 ２７名优秀建设者。

图 3　2016 ～2017年度乌东德施工区“三先一优”表彰情况

３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的继承与
创新

3．1　运用已有成果，传承劳动竞赛文化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三峡集团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陆续在金沙江水电工程建设中开展以“当好主
力军、建功金沙江”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是金沙江水电工程系列劳动

竞赛中的一环。 乌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秉承了金沙
江流域劳动竞赛的优良传统，坚持指导思想上一致；坚
持竞赛办法一致；坚持评比内容一致。

（下转第 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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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嘴水电站 ３ 号机组改造后稳定性综合分析

李　东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龚嘴水电站各机组增容改造后均存在空载运行时励磁机滑环摆度和顶盖振动较大、振动负荷区间较大等问题。

利用机组振摆在线监测装置，收集 ３号机组 ２０１２ 年 ４月 １日至 ７月 ３０日的监测数据，通过稳定性综合分析研判，找出了

机组振动负荷区及其原因。 提出了对一些机组自身存在的问题应在下次停机检修调试时采取适当措施校正解决；低频

涡带对机组摆度的影响通过尾水管补气等方式解决；缩短空载时间可以解决其顶盖垂直振动较大的问题。 即通过机组

检修校正、采取适当的运行措施和调度优化基本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

关键词：龚嘴水电站；稳定性；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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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S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No．３ Generator Unit
in Gongzui Hydropower Station after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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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Ｇｏｎｇｚｕ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龚嘴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境内的大渡河下游，为坝
后式径流电站，首台机组于 １９７１ 年底并网发电，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全部投产运行，电站原装机为 ７ ×１００ ＭＷ，多
年平均发电量 ３４．１８ 亿 ｋＷ · ｈ，年利用小时数
４ ９００ ｈ，在系统中承担调峰调频和事故备用等任务。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龚嘴水电站圆满完成了
７台机组的增容改造工程（３ 号机组最后完成改造），
总装机容量为 ７ ×１１０ ＭＷ。

龚嘴水电站各机组增容改造后均存在空载运行时

励磁机滑环摆度和顶盖振动较大、振动负荷区间较大
等问题，利用机组振摆在线监测装置，收集 ３ 号机组
２０１２ 年４月１日至 ７ 月３０ 日的监测数据，进行稳定性
综合分析。

１　机组概况

水轮机型号：ＨＬＤ４４３ａ－ＬＪ－５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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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出力：１１２．６ ＭＷ
设计流量：２８９ ｍ３ ／ｓ
额定转速：８８．２ ｒ／ｍｉｎ
旋转方向：俯视顺时针
最高水头：５５．３ ｍ
设计水头：４４ ｍ
最低水头：３９．７ ｍ
吸出高度： －４ ｍ
飞逸转速：１８０ ｒ／ｍｉｎ
叶片数：１３ Ｚ导叶数：２４ Ｚ０
水导轴承间隙（单边）：０．２５ ｍｍ
发电机型号：ＳＦ１１０ －６８／１２８１
额定容量：１２９．４ ＭＶＡ
额定功率：１１０ ＭＷ
额定电压：１５ ７５０ Ｖ
额定电流：４ ７４４ Ａ
额定频率：５０ Ｈｚ
额定转速：８８．２ ｒ／ｍｉｎ
额定功率因数：０．８５ 飞逸转速：１８０ ｒ／ｍｉｎ

相数：３相
旋转方向：俯视顺时针
空气间隙：１８．５ ｍｍ
发导轴承间隙（单边）：０．３５ ｍｍ

２　机组稳定性综合分析
通过 ３号机组停机转速变化过程、开机励磁电流

递增过程、机组空载及各负荷段振摆情况等几方面收
集的数据，分析 ３号机组稳定性特性，分析评价转子质
量不平衡、磁拉力不平衡、机组振摆原因及振动区等。

2．1　质量不平衡分析

当转动部件的质量不平衡较大时，主轴摆度随转
速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很明显，停机过程基本排除了磁
拉力和水力因素的影响。 ３ 号机组各部摆度值随转速
降低而减小的趋势明显，尤其是滑环摆度和发导摆度
衰减幅度较大，说明该机组存在一定的发电机转子
（或励磁机转子）质量不平衡（见图 １，图中波形线尾部
上翘是由于机组制动器动作所致）。

图 1　3 号机组停机过程各部摆度波形图

2．2　磁拉力不平衡分析

电磁力是影响机组稳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通过
变励磁过程检验发电机电磁力对机组各部位振动和摆

度的影响。 ３ 号机组在变励磁过程中，随着发电机电
压的变化，机组各振摆无明显变化，说明机组无明显的
磁拉力不平衡（见图 ２）。

2．3　机组空载及各负荷段振摆分析

通过带负荷试验情况分析机组在质量力、电磁力
和水动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运行稳定性特性，主要
了解水力因素对机组稳定性的影响。

图 2　3号机组开机加励过程各部摆度曲线图
１）确定机组振动区。 ３号机组在 ０ ～８８ ＭＷ负荷

区为振动区，各部摆度较大（见图 ３）。 机组在 ２０ ～
５０ ＭＷ负荷区间，顶盖水平振动、顶盖垂直振动、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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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垂直振动明显偏大；３０ ＭＷ 负荷时达到峰值，顶盖
水平振动 １７４ ｕｍ，下机架垂直振动 １２７ ｕｍ，顶盖垂直
Ｘ向和 Ｙ向振动 ９５６ ｕｍ和 ５９０ ｕｍ（注：由于振动较大
和顶盖鼓面运动的影响，所测数据有所失真）；其余各

振动摆度也相对有一定增大。 应控制和减少在振动区
域的运行时间，特别要避免在 ３０ ＭＷ 负荷附近运行
（见图 ４）。 ３号机组各部摆度随工作水头变化不明显
（见图 ５）。

图 3　3 号机组各部摆度随有功负荷变化趋势图

图 4　3 号机组各部振动随有功负荷变化曲线图

图 5　3 号机组各部摆度随水头变化趋势图

０５



李　东：龚嘴水电站 ３号机组改造后稳定性综合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９月

　　２）机组滑环摆度大分析。 以 ３ 号机组滑环 Ｘ 向
摆度为例，从各负荷区滑环 Ｘ向摆度频谱图（图 ６）可
以看出，机组空载及各负荷区始终存在幅值分别为
３００、２００ ｕｍ左右，频率分别为 １．５ Ｈｚ（约为机组转频）
和 ３．０ Ｈｚ左右（约为机组转频的 ２ 倍）的摆度分量。

其中转频分量可能是由于轴线缺陷引起，在机组检修
时可以通过盘车检查并优化处理；２ 倍转频分量可能
是由于转动部件与固定部件不同心、励磁机轴中心不
正、励磁机滑环偏心或椭圆等因素引起，在机组检修时
应作相关检查和校正。

图 6　3号机组各负荷区滑环 X向摆度频谱图
　　３号机组空载时，由于转轮叶片过流量小，水流流
态较紊乱，水力激振和叶道涡等水力因素的影响下，主
轴 Ｘ向摆度还存在很多其它频率成分的分量，使得滑
环 Ｘ向摆度通频值很大，达 １ ３００ ｕｍ。

３号机组在 ６０ ～９０ ＭＷ负荷区，尾水管出现较强
的低频涡带，在其影响下，滑环摆度仍然很大（发导摆
度、水导摆度表现一致），低频涡带在 ７０ ＭＷ负荷时达
到峰值，主轴和滑环 Ｘ 向摆度（涡带频率 ０．４ Ｈｚ 左
右）分量幅值为 ３５０ ｕｍ 左右；８０ ＭＷ 负荷后，低频涡
带的影响逐渐减小，９０ ＭＷ负荷以后消失。 低频涡带
对机组摆度影响较大，应尽量避免在 ６０ ～９０ ＭＷ涡带
工况区长时运行。 如需在此区域运行，可以通过尾水
管补气等方式减小低频涡带对机组摆度的影响。

３）机组空载时及低负荷时顶盖垂直振动分析。 ３
号机组空载时顶盖垂直振动瀑布图（图 ７）显示，３ 号

机组空载时，顶盖垂振动主要由高频分量构成，这些高
频分量振动的产生是由于转轮叶片过流量小，水流流
态较紊乱，水力激振和叶道涡、卡门涡等水力因素的影
响所致，所以 ３号机组空载运行时顶盖高频振动较大，
对水轮机转轮和顶盖损害较大，应尽量缩短空载时间。
可采用对低负荷区运行时，可采用对顶盖、转轮泄水锥
自然补气或强迫补气等方式减少水力激振和叶道涡、
卡门涡等水力因素的影响，应尽量避免机组空载运行。

３　结　语

龚嘴水电站 ３ 号机组增容改造后，通过收集投运
４个月以来的监测数据，进行稳定性综合分析认为：①
该机组振动负荷区为 ０ ～８８ ＭＷ；②机组存在一定的
转子质量不平衡；③机组在振动区运行时滑环摆度通
频值过大，可能是由于轴线缺陷、励磁机轴中心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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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 号机组空载时顶盖垂直振动瀑布图

励磁机滑环偏心或椭圆等因素引起，在机组检修时应
作相关检查和校正；④６０ ～９０ ＭＷ负荷区尾水管出现
较强的低频涡带，可以通过尾水管补气等方式减小低
频涡带对机组摆度的影响；⑤机组空载时，顶盖垂直振
动较大，且主要由高频分量构成，对水轮机转轮和顶盖

损害较大，应尽量缩短空载时间，避免机组空载运行。
参考文献：
［１］ＧＢ／Ｔ８５６４ －２００３， 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规范［Ｓ］
［２］ＧＢＴ １１３４８．２ －２００７，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

定［Ｓ］

（上接第 ４７ 页）

3．2　适应新的形式，勇于开拓创新

通过与时俱进修订考核办法；新增劳动竞赛组织
领导的考核；将劳动竞赛与工程建设管理相结合；重视
过程管理，重视考核结果。 把劳动竞赛的考核指标应
用于日常管理，与员工的绩效挂钩，有效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有利推动各单位加强劳动竞赛的组织管理，促进
了制度执行，改变了过去年终由各单位评选，报上一级
再评选的“以评为主”的老办法。

４　结　语

劳动竞赛是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工程建设的有效
载体，也是工程管理者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提升工程
管理水平、促进工程建设的有力抓手和工作平台。 乌
东德水电工程劳动竞赛工作通过 ２ 年多的探索和实践

取得了一定成效，下阶段将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竞赛考
核机制，丰富竞赛形式，认真扎实开展好综合性劳动竞
赛，通过劳动竞赛不断促进工程建设管理；运用好劳动
竞赛这一抓手和工作平台，以求实创新精神推动劳动
竞赛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引领广大参建者积极参与，完
成好各项生产任务，按期实现发电目标，为把乌东德工
程建成“精品工程、创新工程、绿色工程、民生工程、廉
洁工程、和谐工程”的“十三五”创新型示范工程做出
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１］李华， 余海彬， 孟友瑞．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一线办公室管

理工作探析———以中国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为例［ Ｊ］．
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７（８）： ５７ －６０

［２］李华， 郭李鹏， 王若愚．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大监督”

工作体系构建工作研究———以中国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

为例［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８（３）： ５６ －５９，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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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锦屏一级进水口闸门动水落门试验

王文超，杨华秋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１）

摘要：在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对锦屏一级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进水口闸门动水落门安全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水轮发电机
组在 ２１０ ｍ高水头及 ６００ ＭＷ 满负荷状态下，完成了进水口快速闸门动水关闭试验。 该试验为国内首次同类型高水头
大容量水轮发电机组进水口闸门动水关闭试验，以验证进水口快速闸门在水轮发电机组事故情况下能否快速落门保证
机组安全停机。

关键词：锦屏一级水电站；进水口闸门；动水关闭试验；高水头；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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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Test of the Water Inlet Gate under Hydrodynamic Condition
in Jinping I Hydropower Station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ｃ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ｑ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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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 ｇａｔｅ ｉｎ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ａｎ ｉｎ-ｓｉｔｕ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ｅｔ ｇ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２１０ ｍ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６００ ＭＷ ｆｕｌｌ ｌｏａｄ．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ｙｄ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ｇａｔｅ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 ｆａｓｔ ｇａｔ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Key words：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 ｇａｔｅ；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锦屏一级水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 １ ８８０ ｍ、死水位
１ ８００ ｍ、额定水头 ２００ ｍ、最大水头 ２４０ ｍ、最小水头
１５３ ｍ、额定过激流量为 ３３１．２８ ｍ３ ／ｓ。 地下厂房安装
６台 ６００ ＭＷ水轮发电机组，采用单机单管供水方式，
６条压力管道平行布置，孔口中心线间距 ２６．０ ｍ。 进
水口采用岸塔式结构，塔顶高程 １ ８８６ ｍ，塔基高程
１ ７７４．０ ｍ，底板高程 １ ７７９ ｍ，布置有拦污栅、叠梁门、
检修闸门、快速闸门、通气孔等。 进水口快速闸门由门
叶、门槽及液压启闭机组成，门叶采用多轮式定轮支
撑，与启闭机之间采用平衡梁及拉杆连接，顶部设有开
度为 ２５０ ｍｍ 的充水阀。 ６ 孔进水口快速闸门由 ２ 套
液压泵站按照“一泵三机”方式驱动和控制。 机组正
常运行时快速闸门由液压启闭机悬吊在压力管道孔口

以上约 ０．９５ ｍ处，当机组发生事故导叶无法关闭时，
闸门紧急快速关闭，截断水流，防止机组发生飞逸导致
事故扩大，闸门接近底坎时的关闭速度≤５ ｍ／ｍｉｎ，关
闭快速闸门可现地操作，也可在电站中控室远方控制。
闸门关闭时靠自重落下，从全开落至全关时间为 ２ ｍｉｎ
３０ ｓ左右，闸门由全关开启至全开时间大约为１６ ｍｉｎ。
１　动水落门试验目的及条件
1．1　试验目的

由于锦屏一级水电站水轮机圆筒阀不能作为动水

情况下截断水流的设备，因此当机组发生事故且导叶
无法关闭时，需进水口闸门紧急快速关闭，截断水流，
防止机组发生飞逸导致事故扩大，此次试验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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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在事故情况下需要动水落门停机时提供试验依据

和积累实际操作经验［１ －４］ 。

1．2　试验前的巡视检查
依据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的枟锦屏一级水电站进水口快速闸门动
水关闭试验技术要求枠及枟锦屏一级电站运行规程枠中
有关机组运行安全要求，闸门动水落门试验前应进行
巡视检查，内容包括：

１）完成压力管道检查，包括对上平段、下平段进
行目测外观检查，对斜井段进行三维激光扫描手段进
行外观检查，对上平段及下平段腰线以下钢衬段进行
脱空检测，确认满足试验要求；

２）完成进水口快速闸门通气孔检查，确认通气孔
清洁无杂物、畅通无堵塞，做好孔口防护措施并提交检
查报告，试验时对进水口区域实行封闭管理，禁止人员
进入进水口通气孔周围；

３）完成进水口检查闸门、门机检查，确认检修闸
门、门机外观及工作正常；

４）完成进水口闸门液压启闭机液压泵站油质检
测，确保油量充足，高位补油箱液位计显示在正常液
位，无高低液位报警，液压系统油温正常无超范围
报警；

５）完成进水口快速闸门门槽检查，确认门槽无杂
物，外观正常；

６）完成静水条件下进水口快速闸门及液压启闭
机全行程启闭试验，确认动作正常，开度、压力等测量
数据准确，“快闭”按钮试验，确认动作正常；

７）完成进水口闸门液压启闭机泵站控制、动力电
源及机组流道压力表检查，确认实现快速关闭功能的
电磁球阀的直流电源及进水口配电室电源正常；

８）完成调速器系统检查，确认设备正常，手动关
闭导叶正常，“紧急停机”按钮试验，确认动作正常，完
成筒阀系统检查，并确认正常，确认手动起落筒阀
正常。

２　进水口闸门动水落门试验程序
进水口快速闸门动水落门试验有两项，一是水轮

发电机组在空转状态下进水口快速闸门动水关闭试

验；二是进水口快速闸门在机组带 １００％ 负荷
（６００ ＭＷ） 时的动水落门试验。 其试验步骤分别
如下。

2．1　机组空转状态下进水口快速闸门动水关闭试验

在正常情况下，机组空转状态下进行进水口快速

闸门动水关闭试验时，机组过机流量约为 ３０ ｍ３ ／ｓ，机
组紧急停机电磁阀动作后迅速关闭导叶，机组转速不
会过速。 试验中将调速器控制把手切“现地”、“手动”
方式，在进水口快速闸门液压启闭机控制柜上按下
“快闭”按钮，落进水口快速闸门，进水口快速闸门在
关闭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时监视机组转速下降情况，当
进水口快速闸门关闭至孔口净开度的 １２％（进水口快
速闸门闸门开度显示值为 １ ４３０ ｍｍ）时，立即操作调
速器电气柜“紧急停机”按钮，发电机出口开关跳开，
机组紧急停机。 此试验的目的是在小流量的状态下进
行动水关闭试验检查机组、闸门及其控制系统的运行
情况，为后续的试验提供经验参考及风险评估。 图 １
为机组空转状态下进水口快速闸门动水关闭试验的闸

门开度、导叶开度、机组转速、流量、试验水头、蜗壳末
端压力曲线图，从图 １ 可以看出：机组最大转速为
１００．４７５％Ｎｅ，符合试验前的假定；闸门总关闭时间
２ ｍｉｎ ３８ ｓ（含充水阀关闭时间），满足设计要求。

2．2　机组带 600 ＭＷ负荷状态下进水口快速闸门动
水关闭试验

　　机组带 １００％负荷运行，压力钢管达到额定流量

（３３１．２８ ｍ３ ／ｓ）。 试验中将调速器控制把手切 “现
地”、“手动”方式，在进水口快速闸门液压启闭机控制
柜上按下“快闭”按钮，落进水口快速闸门，进水口快
速闸门在关闭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时监视机组转速下
降情况，从图 ２可以看出：当进水口快速闸门关闭至孔

口净开度的 １２％（进水口快速闸门闸门开度显示值为
１ ４３０ ｍｍ）时，此时机组对应的有功为 ４３５ ＭＷ、导叶
开度为 ８１．６％，立即操作调速器电气柜“紧急停机”按
钮，发电机出口开关跳开，甩负荷 ４５３ ＭＷ，机组紧急
停机。 闸门总关闭时间 ２ ｍｉｎ ２３ ｓ（含充水阀行程），
不含充水阀关闭时间为 １ ｍｉｎ ５９ ｓ，满足设计技术要
求，机组转速最高为 １０７．４％Ｎｅ。 此项落门试验中，主
要是考核快速闸门、液压启闭机及液压控制系统、门槽
及补气孔附属设施等是否正常。 满负荷工况下的进水
口快速闸门动水闭门试验，是具有破坏性质的试验，在
验证快速闸门是否具备动水闭门试验以及关闭时限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极有可能对水工建筑、闸门及
其液压控制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因此，做好周全的准
备和风险评估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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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闸门开度、导叶开度、机组转速、流量、试验水头、蜗壳末端压力曲线图

图 2　闸门开度、导叶开度、机组转速、流量、试验水头、蜗壳末端压力曲线图

３　动水落门试验存在的风险及预控
措施

3．1　试验风险

１）进水口快速闸门在下落过程闸门卡住，可能导
致快速闸门工作门槽破坏、闸门本体破坏、水工建筑物
破坏；

２）操作机组紧急停机按钮后导叶卡住无法关闭、
剪断销剪断，可能导致机组过速；

３）机组在试验过程中振动、摆度、转速、功率、温
升等出现异常，可能导致机组轴瓦损坏、水轮发电机组
机械破坏；

４）调速器失灵、筒阀不能正常关闭，可能导致机
组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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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机保护屏和中控室模拟屏上紧急停机、事故
停机、紧急落门等按钮失效，可能导致机组无法及时停
机、机组过速；

６）若机组过速且导叶无法关闭、筒阀无法关闭、
进水口闸门关至中间位置卡住，水轮发电机组可能会
达到飞逸转速，造成水轮发电机组的机械损坏；

７）筒阀动水关闭未进行过试验验证，动水关闭可
能导致筒阀阀体、导向机构等设备损坏。

3．2　预控措施

１）在快速闸门动水关闭试验过程中，如果出现闸
门在下落过程中振动过大，甚至出现闸门卡住的异常
情况，应立即按下调速器电气柜上紧急停机按钮，关闭
导叶停机，并将相关信息汇报试验指挥部，由专业人员
现场检查快速闸门控制系统、液压管路和阀组，排除故
障后再进行试验。

２）机组在试验过程中若出现振动、摆度、转速、温
升等超过二级报警值（即紧急停机值）、机组频率不同
步、功率突然丢失等异常情况，立即按下调速器电气柜
上紧急停机按钮，关闭导叶停机。

３）若遇水车室、蜗壳进人门和尾水管进人门附近
有强烈的撞击声，或噪声突然跃升很大，同时伴有剪断
销信号装置动作，可能流道内脱落的混凝土块撞击到
导叶，甚至混凝土块卡在活动导叶中间，立即按下调速
器电气柜上紧急停机按钮，关闭导叶停机。

４）如果按下调速器电气柜上紧急停机按钮后，机
组未正常启动停机流程，则应立即按下水机保护屏事
故停机按钮停机（若无效，依次选择按下中控室模拟
屏上事故停机按钮、调试器机械柜上紧急停机按钮、调
试器事故配压阀阀芯以快速停机）。

５）若以上紧急停机操作均不能正常执行，应立即
按下筒阀控制柜上紧急关闭按钮，关闭筒阀。

６）如果进水口快速闸门全关后，机组紧急停机时
调速器由于导叶被卡住而无法关闭，则立即按下筒阀
控制柜上紧急关闭按钮，关闭筒阀。

７）机组紧急停机流程中，若有辅助设备未正常动
作（如高压油、风闸等），应进行相应手动操作。

４　动水落门停机试验的应用

１）导叶剪断销多个剪断，导叶不能正常关闭，此

时需要快速关闭进水口闸门截断水流；

２）引水隧道发生事故时，需要对引水隧道进行快
速排水检修；

３）调速器供油管路跑油导致机组导叶不能关闭，

此时需要快速关闭进水口闸门截断水流；

４）调速器控制系统失灵导致机组导叶不能关闭，
此时需要快速关闭进水口闸门截断水流；

５）水轮机调速器接力器与控制环之间的连接件
断裂，导致接力器不能控制导叶正常关闭，此时需要快

速关闭进水口闸门截断水流；

６）为尽快排出流道内的积水和最大程度上的保

护设备均需要进行动水落门停机。

５　结　语

机组进水口工作闸门是水轮发电机组和引水隧道

的重要保护设备，一旦机组导叶失控或发生飞逸事故

时必须可靠关闭。 水轮发电机组进水口工作闸门动水
落门试验不仅检验了闸门的土建和机电设备在动水情

况下落门的工作性能，同时也为机组在紧急情况下需

要动水落门停机时提供了试验依据（机组空转状态下

动水落门：机组最大转速为 １００．４７５％Ｎｅ，闸门总关闭
时间 ２ ｍｉｎ ３８ ｓ（含充水阀关闭时间）；机组带６００ ＭＷ
负荷状态下动水落门：机组转速最高为１０７．４％Ｎｅ，闸
门总关闭时间 ２ ｍｉｎ ２３ ｓ（含充水阀行程））。 因此平

时工作过程中应加强对机组工作门槽及门机的维护管

理工作，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以最大限度的减小

动水落门停机过程中的风险，防止机组事故的进一步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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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 机组接力器自动锁锭发卡处理
廖家富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自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１ 日转商业运行后，接力器多次发生锁锭发卡现象。 通过对接力器的结构、

工作原理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接力器多次自动锁锭发卡的原因不尽相同，可能是锁锭电磁阀发卡、锁锭座水平偏差、接力

器压紧行程变化等原因。 在故障检修中，应针对不同的故障原因，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关键词：大岗山水电站；２Ｆ机组；接力器自动锁锭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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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Automatic Lock Spindle Jam Fault
of the Servomotor in No．２F Unit in Dagangshan Hydropower Station

ＬＩＡＯ Ｊｉａｆｕ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Ｄａｄｕ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Ｌｅｓｈａｎ ６１４９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２Ｆ ｕｎｉｔ ｉｎ Ｄａ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ｃｋ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ｊａｍ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ｍｏｔｏｒ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ｍｏｔｏｒ．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ｊａｍ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ｊ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ｋ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ｋ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ｓｅａｔ ，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ｍｏｔ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Ｔｈ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Key words： Ｄａ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Ｎｏ．２Ｆ ｕｎｉ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ｋ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ｊａｍ ｏｆ ｓｅｒｖｏｍｏｔｏｒ

　　水轮机接力器是与水轮机导水机构的控制环采用
摇杆连接，根据流量、出力情况，调节导水机构的开度
大小的装置，在机组运行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接力器锁锭作为水轮发电机组的安全附属设施，常常
被写入机组开、停机流程，在机组开机过程中，锁锭拔
出，导叶开启机组转动；在机组停机后锁锭投入，防止
导叶突然开启、机组转动。 接力器自动锁锭的发卡，严
重影响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１ －４］ 。

１　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简介
大岗山水电站位于大渡河中游上段的四川省雅安

市石棉县境内，为大渡河干流规划的第 １４ 个梯级电
站。 坝址距下游石棉县城约 ４０ ｋｍ，距上游泸定县城

约 ７５ ｋｍ。 大岗山水电站在系统中担负调峰及调频，
枯期担负峰腰荷，汛期主要担负基荷，是四川电力系统
中骨干电站之一。 电站水头较高（Hｍａｘ ＝１７８ ｍ，Hｍｉｎ ＝
１５６．８ ｍ，Hr ＝１６０ ｍ），最大水头与最小水头之比达
１．１３５，额定水头与最大水头之比达 ０．８９９，水头变幅
达 ２８ ｍ，单机额定功率 ６５０ ＭＷ。 电站机组水轮机部
分设备由上海福伊特西门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制

造，型号为 ＨＬ（１７８．９） －ＬＪ－７２０。
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 ２０１５ －０９ －２２ 日完成 ７２ ｈ

试运行，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１ 日转商业运行。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８
日、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７ 日、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２ 日，２Ｆ 机组接力
器锁锭先后发生三次发卡现象，检修人员通过捅锁锭
电磁阀至“退出”位置，同时手动操作调速器关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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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锭均正常退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２Ｆ机组 Ｃ修期间，检
修公司将该锁锭块取出，加工车削 ７ ｍｍ，重新安装后
机组正常运行。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７ 日，２Ｆ 机组再次发生锁锭发卡现
象。 经现场检查发现，接力器全关时，锁锭座与活塞杆
之间的空间不足，宽度小于锁锭块宽度，导致锁锭块无
法投入。 同时发现，自动锁锭接力器超级螺栓上的内

六角螺栓出现松动，超级螺母出现转动现象，手动锁锭
接力器的超级螺母则未发现松动迹象。
经测量 ２Ｆ～４Ｆ机组自动锁锭接力器活塞杆端头

与超级螺母之间的距离，如图 １ 所示，得到以下数据：
２Ｆ ６５ ｍｍ，３Ｆ ６１．５ ｍｍ，４Ｆ ５９ ｍｍ，由数据可知，２Ｆ机
组自动锁锭接力器活塞杆端头与超级螺母之间的距离

明显大于其他机组。

图 1　活塞杆端头与超级螺母之间的距离测量
　　

２　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接力器自动锁
锭发卡原因分析

　　１）接力器活塞与活塞杆连接后未按要求钻铰安
装定位销，接力器反复开关造成活塞旋转，导致接力器

压紧行程变大，锁锭无法投入。 活塞杆与活塞杆连接
柄位置调整好后，图纸要求同钻铰锥销孔矱２０，安装
圆锥销 Ｂ２０ ×１００，但现场并未安装。 塞杆与活塞杆连
接柄的相对位置只由超级螺母锁锭，而超级螺母则由
内六角螺栓固定（见图 ２）。

图 2　活塞杆与活塞杆连接柄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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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富：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接力器自动锁锭发卡处理 ２０１８ 年 ９月

　　２）超级螺母预紧力不足。 图纸要求超级螺母预
紧力为 ６ ５１０ ｋＮ，而机组安装过程中，并没有专用工器
具确保该预紧力，且在安装过程中均未按要求涂抹螺
栓锁固胶。

３）机组运行振动的影响。 机组长期震动可能导
致超级螺母松动，在超级螺母松动和定位销缺失的情
况下，长时间运行可能使得活塞杆产生了相对转动。
进而活塞杆与活塞杆连接柄发生相对转动，导致活塞
杆向后移动。 接力器全关时，活塞杆与锁锭座之间距
离减小，锁锭块无法落下。

３　检修处理
3．1　临时处理方法（见图 3）

１）将接力器锁锭退出控制流程，并通过机械绑扎
确保锁锭块不会落下，同时关闭接力器锁锭电磁阀进
油球阀。

图 3　接力器锁锭临时处理方法
２）重新紧固超级螺母以及超级螺母上的内六角

螺栓，并涂抹螺纹锁固剂。
３）在活塞杆与活塞缸上做相对位置标记，观察其

是否存在转动痕迹。

3．2　永久处理方案

１）测量 ２Ｆ 机组接力器压紧行程，计算自动锁锭
接力器的压紧行程实测值与理论值的差值。

　　２）加工、制作接力器活塞杆专用夹具（见图 ４），两
侧夹住活塞杆，通过手拉葫芦等工器具转动活塞杆，将
２Ｆ机组接力器压紧行程调整为 ７ ｍｍ。

图 4　活塞旋转专用夹具
３）紧固超级螺母，预紧力为６ ５１０ ｋＮ，紧固超级螺

母上的内六角螺栓，并用螺纹锁固剂紧固。
４）根据图纸位置，使用磁座钻配钻矱２０ 销孔，安

装锥销 Ｂ２０ ×１００。
５）恢复锁锭，打开接力器锁锭电磁阀进油球阀。
６）开、停机控制流程加入锁锭投、退环节。

４　结　语
接力器自动锁锭发卡是水电站经常发生的问题，

但原因却不尽相同，可能是锁锭电磁阀发卡、锁锭座水
平偏差、接力器压紧行程变化等原因，对于自动锁锭发
卡要认真排查故障原因，找到故障本质根源，以便对症
下药，药到病除。
参考文献：
［１］李云， 杨国庆， 蔡朝东．小湾 ３ 号机导叶接力器锁锭卡涩
处理［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０）： ７０ －７１

［２］童裕军， 孙逊， 雷徐， 等．分块组合式接力器机械锁锭的
应用［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１２， ３５（４）： ３６ －３７

［３］王昊．水轮机接力器及液压锁锭设计［Ｊ］．中国机械， ２０１５
（１０）： ７２ －７３

［４］马秉林．西洱河三级电站进水阀接力器安装缺陷处理［ Ｊ］．
云南水力发电， ２００６， ２２（３）： １０３ －１０４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　　

９５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９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２３
作者简介：王朝平，男，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的工作。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底孔闸门及
液压启闭机运行振动问题分析及处理

王朝平，吴　芳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要：针对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溢流坝底孔闸门及液压启闭机运行振动和噪音问题，通过现场试验，对引起振动的
所有可能振源进行了逐一排查与分析发现，闸门及液压启闭机运行振动主要是由于活塞杆的粗糙度偏小，且因当地长期
高温，液压油的粘度偏低，油缸活塞杆表面无法形成油膜而导致干摩擦所致。 按 １％的量加入液压油添加剂后，运行振
动得到极大改善，在部分闸门开度下，振幅降低 ９０％以上。

关键词：闸门；液压启闭机；振动；问题排查；液压油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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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Abnormal Vibration of the Bottom Outlet Gates and
the Hydraulic Hoists in Upper Atbara Hydraulic Complex in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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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ｉｓｔｓ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ｍ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ｕｓ， ｏｉ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ｉｎ １％ ｄｏｓａｇｅ．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９０％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Key words： ｇａｔ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ｈｏｉｓ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位于苏丹东部的卡萨拉
州与加达里夫州交界处，由位于 Ａｔｂａｒａ 河的 Ｒｕｍｅｌａ
和位于 Ｓｅｔｉｔ 河的 Ｂｕｒｄａｎａ ２ 座大坝及其附属工程组
成，主要功能为灌溉和供水，并兼顾发电。 其中，溢流
坝共设有 １０ 个底孔；其工作闸门孔口尺寸均为
８．０ ｍ×８．５ ｍ，设计水头 ４１．３ ｍ，闸门最大开启高度
为 ９．９ ｍ；闸门为直支臂，支铰采用进口球面滑动自润
滑轴承支承型式。 启闭设备为双缸后拉式液压启闭
机，启门容量为 ２ ×２ ５００ ｋＮ，闸门闭门通过门重及配
重实现，油缸无下压要求；油缸工作摆动角度为
３４°～５８°。

２０１７ 年 ４月，对 １号和 ２ 号底孔闸门及液压启闭

机进行联调试验时，闸门在启闭过程中均出现异常噪
声、振动和爬行现象。 随后对其他底孔设备进行联调，
在运行过程中闸门均存在不同程度振动和噪音，且运
行速度越快，振动幅度和噪音越大。
闸门和启闭机运行振动比较常见，人们也对闸门

振动现象和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分析［１ －２］ ，宁辰校、潘志
军等［３ －４］对液压启闭机液压系统振动与噪声进行了研

究，但大都属于理论分析。 此外，崔柏昱等［５］通过排

查分析，说明赵山渡引水枢纽闸门及液压启闭机运行
振动是由油缸密封刚度过大引起。 总的来说，导致闸
门及启闭机运行振动的因素有很多，根据类似工程应
用和液压技术理论的经验分析，主要因素有系统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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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闸门止水漏水、连接部件发生摩擦、液压系统或油
缸缺陷等。
为了解决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闸门及液压启

闭机运行时的异常振动和噪音问题，进行了大量排查
和试验工作，本文详细描述了问题排查过程，其中应用
油缸配重试验法分析油缸挠度对振动的影响，在液压
油中添加添加剂后解决了振动问题等在类似工程中尚

属首例。

１　振动问题的排查、调试和处理
针对底孔闸门及油缸运行振动和噪音问题，成立

了专业小组，以 ５号孔的设备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设备
安装精度、轴承检查、液压系统和油缸等方面进行分
析，进行了大量的检查和调试工作。

1．1　设备安装精度复测
设备安装精度超差将导致机械别劲或摩擦阻力不

均，产生振动和噪音。 如闸门支铰同轴度超差或支铰
中心轴线偏斜超差、门叶或门槽对孔口中心线的偏差
超差、闸门两侧侧轮与轨道面的间隙超差等，均可能使
闸门运行时一侧受阻大于另一侧，从而引起振动。
经复测，闸门支铰、油缸上铰点以及侧轮、水封处

侧轨面的安装误差值，均控制在规范规定的允许偏差
范围内，安装质量合格。 可排除由于安装误差超标使
闸门产生振动的因素。

1．2　闸门支铰和油缸两端支铰轴承检查
１）闸门支铰处运行时无金属刮擦等异响，自身无

明显振动。
２）油缸上铰座为圆筒结构，一端部分埋入边墙混

凝土中，外露筒壁敲击声厚实，可判断筒内空腔已充满
混凝土；铰座与油缸上吊头连接处在闸门运行时无金
属刮擦等异响。

３）将活塞杆与闸门的连接轴退出后，检查油缸下
吊头内部零件的配合情况，其支承球面滑动轴承工作
面无异常，隔套与透盖无金属刮擦痕迹，配合正常。
因此，初步判断闸门支铰和油缸两端支铰轴承无

异常，不是振动的振源。

1．3　液压系统等检查
１）排气。 油缸内排气不充分，是导致油缸振动、

爬行的常见原因。 从缸旁阀块进行排气，以排除油缸
和系统管路里可能存在的空气。 经检验，油缸和系统
管路无憋气存在，充分排气后，振动和噪音无明显
改善。

２）油缸内泄情况检查。 油缸内泄影响液压系统

的正常运行。 将闸门开启至 ９ ｍ位置，用油缸持住，停
机断电（此时油缸下腔通过缸旁阀组保压，上腔与油
箱连通）。 观察约 ２４ ｈ，闸门无下滑，判断油缸基本无
内泄。

３）压力和流量的稳定性检测。 操作闸门运行，用
ＰＱＴ压力流量检测仪检查系统压力和流量的稳定性，
ＰＱＴ压力、流量及温度表盘指针无摆动，泵组输出油液
稳定性正常。

４）管路通径验算。 液压系统压力供油管路通径
D＝２０ ｍｍ，额定启门速度为 ０．３ ｍ／ｍｉｎ，管内计算流
速为 ２．１５ ｍ／ｓ，规范允许值压力油管流速为不大于
３．５ ｍ／ｓ，满足要求。 液压系统回油管路通径 D ＝
２５ ｍｍ，计算流速为 １．７５ ｍ／ｓ，规范允许值回油管流速
不大于 ２．５ ｍ／ｓ，满足要求。

５）同步纠偏检验。 采用液压调速阀 ＋旁路纠偏
回路进行同步纠偏控制，本闸门设置同步调整量为
９ ｍｍ，从闸门运行轨迹状态分析，满足要求。

６）增加背压。 考虑油缸设计启门容量为 ２ ×
２ ５００ ｋＮ（实际计算启门容量为 ２ ×１ ２５０ ｋＮ），存在
“大马拉小车”的嫌疑，在启门工况下增加无杆腔背压
至 ３ ＭＰａ进行试验，振动和噪音无明显改善。

７）运行速度分析。 调整油缸运行速度，分别以
０．１、０．２２、０．２５、０．３、０．４、０．５５ ｍ／ｍｉｎ 和 ０．６ ｍ／ｍｉｎ
的速度运行，振动变化不明显。 油缸运行速度为
０．２２ ｍ／ｍｉｎ时振动略小。

８）液压油检验。 本工程液压启闭机采用壳牌 Ｌ－
ＨＭ４６号抗磨液压油。 取 ２号孔和 ５ 号孔的液压油送
专业检测单位进行含水量、粘度等性能指标检测。 检
测显示， ２ 号孔液压油含水量 １８．１ ｐｐｍ，粘度
４２．９３ ｃｓｔ；５ 号孔液压油含水量 １５．２ ｐｐｍ，粘度
４５．８１ ｃｓｔ。 液压油含水量、粘度等性能指标未超标。

1．4　油缸检查，初步确定振源

１）复核油缸长细比为 ２３２．９和油缸活塞杆全部外
伸时的导向长度为 ７９８ ｍｍ，复核结果均满足规范
要求。

２）为了分析油缸挠度对振动的影响，在油缸下端
盖处加装配重进行测试，试验简图见图 １，油缸下挠变
化测量值见表 １。 试验中当每根油缸首次上拉 ２．５５ ｔ
重量时，闸门启门运行 ０ ～４．７ ｍ开度区段，噪音减小，
但振动频率变化不大；随后增加配重至 ２．９５ ｔ 和
３．３５ ｔ后，闸门配合进行全开、全闭运行，振动频率和
噪音无较大改观。 因此，通过加平衡重的方式上拉油
缸减少油缸自重产生的挠度，可使活塞杆与密封圈的
滑动运行更加平顺，但油缸挠度并不是振动和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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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

图 1　油缸配重试验简图

　　３）将油缸和闸门分离，然后对启闭机做无负荷试
验。 油缸保持约为 ４０°摆动角度，让活塞杆进行全行
程自由伸缩动作。 试验发现油缸存在运行振动，且频
率与闸门振动相似，初步判断油缸为闸门振动的振源。

２　振动和噪音问题的解决

2．1　振动和噪音发生的原理分析
根据前述排查情况，初步判断闸门振动是由液压

系统或油缸缺陷引起的，而本工程油缸振动的原因可
能是：油缸活塞杆密封圈或支承环处存在缺陷，或由于
活塞杆表面油膜不良，与密封圈之间产生干摩擦从而
使油缸产生运行振动和噪音。

2．2　油缸拆检
对油缸进行拆检，检查发现缸体内表面粗糙度、活

塞杆表面粗糙度、活塞杆直线度、活塞同心度（定位台
阶和导向带沟槽同心度）、端盖同心度（定位台阶和导
向带沟槽同心度）等均满足标准要求；活塞、活塞杆导
向带局部有破损；活塞、活塞杆组合密封圈基本完好。
其中，活塞杆表面粗糙度～Ｒａ０．２ μｍ，根据枟水电工程
启闭机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枠 （ＮＢ／Ｔ３５０５１ －２０１５ ），
活塞杆粗糙度宜为 Ｒａ０．３ ～０．４ μｍ。

表 1　底孔闸门油缸挠度测量

配重

／ｔ
右侧油缸下挠值／ｍｍ

闸门开度 ０  上抬高度 闸门开度 ４  ．７ ｍ 上抬高度

左侧油缸下挠值／ｍｍ
闸门开度 ０ 噰上抬高度 闸门开度 ４ 剟．７ ｍ 上抬高度

０ ~１０９ |１１５ 铑
２ :．５５ ７９ f３０ e３５ 侣９１ 刎２４ 鬃３３ 4
２ :．９５ ７７ f３２ e３０ 侣２ 6８０ 刎３５ 鬃３３ 4２ è
３ :．３５ ６９ f４０ e２９ 侣１１ M７８ 刎３７ 鬃３１ 4６ è

注：油缸的挠度测量是以油缸上下 ２个铰点为支承点，读取整个油缸的最大下挠值，非某一固定点的最大下挠值。

　　通过油缸拆检，判断振动不是由密封圈或支承环
缺陷引起的。

2．3　提高液压油粘度
由于现场是常年 ４０℃以上的高温环境，并根据液

压油检测和油缸拆检情况，拟通过适当提高液压油粘
度改善润滑效果，降低油缸和活塞杆的摩擦，使油缸运
行平稳。

１）试验方法。 选择液压油配套的特殊添加剂，将
添加剂加入液压油后进行调试，用振动测试仪（数据
采集设备型号：ＣＤＡＱ －９１７８）测量闸门和活塞杆的振
动情况。

２）试验结果。 图 ２ 给出了按 ０．５％（１９Ｌ）和 １％
（３８Ｌ）比例添加液压油添加剂对闸门振动的影响。 测

量点位于闸门的上面板，横坐标为液压油添加剂的量，
纵坐标表示的振动值为 ９７％峰峰值，不同颜色的曲线
代表 不 同 开 度 下 的 振 动 情 况， 启 门 速 度 为
０．２７２ ｍ／ｍｉｎ。 从图 ２中可以看出，当加入 ３８ Ｌ 液压
油添加剂后，闸门振动有了巨大的降低，振动已经处于
较低的水平。
图 ３给出了加液压油添加剂前和加入 １％（３８ Ｌ）

比例添加剂后，活塞杆在不同开度下的振动情况。 横
坐标为闸门开度，纵坐标表示的振动值为均方根值，启
门速度均为 ０．２７２ ｍ／ｍｉｎ。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当加
入 １％比例的添加剂后，活塞杆振动降低很大，特别是
右活塞杆，当闸门开度在 ３ ｍ 以下时，振幅降低大于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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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入液压油添加剂对闸门振动的影响

图 3　加入 1％的液压油添加剂对活塞杆振动的影响
　　加入添加剂前，右活塞杆垂直振动明显大于左活
塞杆对应位置的振动；加入添加剂后，左右活塞杆的振
动相差不大。 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在加入添加剂之
前，右活塞润滑不良，而该问题在加入添加剂后得到解
决，从而右活塞杆振动问题得到较大改善。
经过对本工程其余多套底孔闸门和液压启闭机进

行试验，加入一定量的液压油添加剂后，闸门和液压启
闭机运行时的异常振动和噪音问题也都基本得到消

除。 因此，引起本工程底孔闸门及液压启闭机振动的
主要原因是：在高温环境和活塞杆粗糙度偏小的情况
下，液压油粘度偏低使活塞杆无法形成油膜，导致油缸
和活塞杆干摩擦而引起振动和噪音。

３　结　语
通过对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底孔闸门及液压

启闭机运行振动和噪音问题进行排查，闸门及液压启
闭机运行振动主要是由于油缸活塞杆无法形成油膜而

导致干摩擦引起的。 虽然选用的液压油含水量、粘度

等性能指标未超标，但由于活塞杆的粗糙度偏小，工程
在当地长期高温的作用下，液压油的粘度偏低。 因此
通过添加液压油添加剂提高油液粘度后，改善了油缸
和活塞杆的干摩擦状况，从而解决了振动和噪音问题。
在该工程油缸振动问题的排查过程中，通过油缸

配重试验验证油缸挠度与闸门振动的关系，在液压油
中添加添加剂后解决了油缸的振动问题等，在其他类
似工程中尚属首例，可为其他工程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１］潘锦江．闸门振动问题探讨［ 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２００１， ２１（６）： ３６ －３９
［２］林敦志．闸门振动现象及振动特性分析［ Ｊ］．科技资讯，

２０１０（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３］潘志军， 张浩， 周益安， 等．倒挂式液压启闭机液压系统
振动故障分析［Ｊ］．浙江水利科技， ２０１７， ４５（３）： ７７ －７９

［４］崔柏昱， 郑建媛．赵山渡引水枢纽弧门液压启闭机振动和
噪音问题的分析［Ｊ］．华电技术， ２００４， ２６（６）： ７ －８

［５］宁辰校， 张戌社．液压启闭机液压系统振动与噪声研究
［Ｊ］．液压与气动， ２０１３（２）： ６４ －６６

３６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９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８ －０１
作者简介：黄泰山，男，工程师，从事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维护工作。

浅谈变压器直阻测量后消磁的必要性

黄泰山，吕晓勇，洪　心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１５００）

摘要：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后，变压器铁芯产生的剩磁可能会造成变压器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以及一次设备的损坏。
对变压器剩磁的产生原因以及剩磁对造成继电保护装置误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控制和消除剩磁的方法，
希望对继电保护设备以及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剩磁；涌流；保护；消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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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
Key words： ｒｅｍａｎｅｎｃｅ；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电力变压器是输送电能的重要设备之一，变压器
的质量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电
力变压器在调试及检修后都需要进行预防性试验［１］ ，
绕组直流电阻测量属于变压器预防性试验中必做项

目。 绕组直流电阻测量方法是在变压器绕组上施加直
流电压，测量每相的直流电阻，通过比较三相电阻值判
断内部是否发生匝间短路。 由于铁磁材料固有的磁滞
现象，试验结束后会在变压器铁芯中产生剩磁，当变压
器投入运行时铁芯剩磁会使变压器铁芯半周饱和，在
励磁电流［２］中产生大量谐波，这不仅增加了变压器的
无功消耗，缩减变压器寿命，而且可能造成继电保护装
置误动作，导致严重的设备事故和经济损失。
所以我们在变压器进行直流试验后必须对变压器

进行消磁，确保变压器安全稳定运行。

１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与剩磁的产生
变压器测量直流电阻是为了检验三相绕组内部导

线和引线的焊接质量、是否存在断股或匝间短路以及
三相绕组的平衡性是否一致。 根据变压器的结构，绕
组之间几乎是依靠绝缘导线本身的绝缘介质进行绝缘

的，如果绝缘处理时存在缺陷，加上变压器负荷较大，
绝缘薄弱处易造成匝间短路。
现在一般采用专门的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在被

测绕组中通入 ５ ～２０ Ａ 左右的直流电流，测量出绕组
中的电流和绕组两端的电压降，再根据欧姆定律，就可
以计算出被测绕组的直流电阻，主变压器的整个测试
过程大约需要 １０ ｍｉｎ 以上。 但是由于铁磁材料固有
的磁滞现象［３］ ，当铁磁体被磁化到饱和状态时，磁畴
的磁矩集中到磁场方向，当磁化场减到零时，由于各向
异性作用，磁矩将转移到离磁化场最近的易磁化方向，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试验结束后会在变压器铁芯中产

生剩磁，剩磁的多少取决于变压器绕组通过直流电流
的强度和时间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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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剩磁对继电保护的影响
在电力变压器的空载合闸中，铁心中剩磁的大小

和极性会直接影响励磁涌流的大小。 当变压器有剩磁
时，合闸瞬间变压器上骤增的电压在变压器内部产生
单极性的偏磁，如果和剩磁的极性相同，则变压器内部
的总磁通就会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增加，从而导致励磁
涌流也随之增大。
励磁涌流对电气量保护的电流采样值和重瓦斯保

护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扰。
励磁涌流会导致变压器保护装置采样的差流值较

大，引起变压器保护误动作。 变压器合闸瞬间，高压侧
产生的磁通与剩磁极性若极性一致，会导致励磁涌流
过大，达到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动作值，且谐波制动闭锁
值未达到时，变压器差动保护就会动作。
当变压器空载充电过程中励磁涌流过大时还会产

生较大的电动力，引起主变绕组和铁芯剧烈振动，造成
变压器内部油流涌动，冲击瓦斯继电器，触发重瓦斯保
护动作。

３　剩磁导致继电保护装置误动的典型
案例分析

3．1　剩磁导致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
某电站 ６号主变压器检修完工后转倒挂运行，监

控系统远方检无压合上进线边开关后，主变差动保护
动作， 进线边开关分闸。
从故障录波装置及主变保护装置获得的相关数据

如下：
１）保护动作时刻差动电流达到 １．８４Ｉｅ，超过差动

保护动作定值（差动启动定值 ０．３Ｉｅ），导致两套保护
动作出口；

２）以 Ａ套保护装置为例，保护装置录波主变高压
侧三相电流波形图 １所示，Ａ、Ｂ、Ｃ三相电流的最大峰
值分别为 ０．７１、０．８８ Ａ和 １．２４ Ａ，其中 Ｃ相最大电流
峰值约为 ３．７５倍额定电流。 Ａ、Ｂ 相完全偏向正半波
一侧，有一定的间断角，Ｃ 相完全偏向负半波一侧，间
断角不明显。

图 1　保护装置录波高压侧电流

　　３）保护动作时刻 Ａ 相基波为 ０．７８Ｉｅ （ Ｉｅ ＝
０．２３４Ａ），二次谐波为 ０．２６Ｉｅ，谐波含量为 ３３％；Ｂ 相
基波为 １．８８Ｉｅ，二次谐波为 ０．１４Ｉｅ，谐波含量为
７．４％；Ｃ相基波为 １．７８Ｉｅ，二次谐波为 ０．１４Ｉｅ，谐波含
量为 ７．９％。 主变压器保护装置采用综合谐波制动方
式， 取 谐 波 最 大 相 制 动， 谐 波 制 动 比 率 为

０．２６Ｉｅ／１．８８Ｉｅ＝１３．８％，谐波含量较小，略低于保护定
值的 １５％，因此二次谐波制动开放，差动保护动作。

４）本次空充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主变高压侧零
序电流，如图 ２所示，零序 ＣＴ变比为 ４００／１，一次电流
最大峰值达到了 ５８４Ａ（主变高压侧一次额定电流为
９３４Ａ，峰值为 １３２１Ａ）。

图 2　A套保护装置录波高压侧中性点零序电流

　　根据间断角的存在、二次谐波含量以及零序电流
的出现，可以判断造成此次主变差动保护动作是由励

磁涌流造成的。 与相关部门沟通确认，６Ｂ 主变进行过
直流电阻测试后仅进行了简单的放电处理，主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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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剩磁。 主变倒挂空充的合闸瞬间，主变高压侧产
生的磁通与剩磁方向叠加，导致励磁涌流过大，变压器
保护采样的差流值远大于差动保护整定值，且二次谐
波抑制比 １３．８％略低于整定值的 １５％，变压器差动保
护动作跳开进线边开关。

3．2　剩磁导致厂用变差动保护动作

某电厂厂高变 １６Ｂ在空投操作过程中，厂用电差
动保护动作。 现场保护装置动作记录如图 ３、图 ４。

图 3　变压器 A套保护动作报告

图 4　变压器 B套保护动作报告

　　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在变压器空投过程中厂
变差动保护的差流速断保护动作，动作相为 Ｃ 相，实
际差流值为 ６．３ Ａ左右（厂变差动速断保护设定值为
８Ｉｅ＝８ ×０．７２１ Ａ＝５．７ Ａ）。

图 ５的故障录波波形具有典型的励磁涌流特性：
电流偏向时间轴的一侧，说明该电流有较大成分的非
周期分量；电流变化曲线为尖顶波，说明含有数值较大
的高次谐波分量；电流波形之间出现间断角。 对厂高
变Ｃ１６Ｂ进行检查，变压器外观无任何异常，现场也未

图 5　A套保护装置录波高压侧中性点零序电流
发现有何异味，同时得知厂高变 Ｃ１６Ｂ 刚刚进行过直
流电阻测试，且未进行消磁处理。 确定此次保护动作
是由于厂高变 Ｃ１６ 进行直流电阻测试后存在较大剩
磁，空投时励磁涌流过大，超过厂变差动速断保护设定
值（厂变差动速断保护不受涌流判据闭锁），造成此次
保护动作出口。

４　剩磁的消除方法
控制或消除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后产生的铁芯剩

磁，最根本的方法是严格控制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时
的电流与试验时间。 但变压器的容量越大，直流电阻
测试时间越长，为缩短试验时间，就不得不采用较大电
流的测试方法。 当直阻测试完成并经过了放电后，变
压器内铁磁元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剩磁。 剩磁会对变
压器正常运行产生干扰，因此，消除剩磁［４］就成为直

阻测试后的一项必需工作。
根据剩磁形成的机理，可以采用直流法消除剩磁。

（下转第 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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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引水隧洞机组运行方式限制因素分析与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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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大型水电站引水隧洞长，机组容量大、运行水头高，机组开机空载并网，增、减负荷以及关机过程中，引水系统巨
大的水流惯性，不可避免地将对机组的运行产生影响。 结合电站的过渡过程分析成果和电网的实际情况，在对相关电站
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引水隧洞超长，引用流量大，引水隧洞末端布置巨型差动式调压室结构较为复杂，过渡过程工况压差
较大等特点，在保证安全裕度的情况下，分析电站的运行控制因素，并结合机组增加负荷和甩负荷等两种工况进行了详
细研究，制定了机组运行方案，以保证电站安全。

关键词：长引水隧洞；水电站；运行工况；限制因素；负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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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ｓ ， ｌａｒｇｅ ｕｎ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ｌｏ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ａｎｄ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 ｌａｒ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 ｔａｎｋ，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ｅｎｏｕ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 ，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ａｄ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Key words： ｌｏ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某大型水电站利用雅砻江 １５０ ｋｍ 大河湾的天然
落差，通过长约 １６．６７ ｋｍ的引水隧洞，截弯取直，获得
水头约 ３１０ ｍ。 电站总装机容量 ４ ８００ ＭＷ，单机容量
６００ ＭＷ，额定水头 ２８８ ｍ，多年平均发电量 ２４２．３
亿 ｋＷ· ｈ，保证出力 １ ９７２ ＭＷ，年利用小时 ５ ０４８ ｈ。
它是雅砻江上水头最高、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该
水电站属大型工程，工程等别为一等，永久性主要建筑
物如引水系统和发电厂房建筑物等按 １ 级建筑物设
计，其他次要建筑物按 ３ 级建筑物设计。 该水电站机
组通过 ４条长引水隧洞为 ８ 台机组发电供水，一洞双
机运行模式，设置每 ２ 台机组设有 １ 个调压井，防止 １
台机组故障跳机后压力脉动过大影响另 １台机组。

１　机组运行限制因素
因该电站超长引水隧洞的特点，同时机组发电所

需要的流量大且工况复杂，需设置必要的运行限制因
素，并留有一定的裕度，以确保运行安全［１ －３］ 。
根据大波动的数值计算分析结果，为满足不超过

计算控制值的要求，过渡过程大波动对机组运行提出
如下限制因素。

１）为满足调压室最低涌浪水位和引水隧洞沿线
最小压力要求，对于叠加工况，２ 台机组同时甩负荷
后，建议第 １台机组在 ４５０ ｓ之后再开启，第 ２ 台机组
在 ５００ ｓ（即第 １台机开启后 ５０ ｓ）之后再开启增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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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控制上游调压室大井底板及隔墙压差的
工况，为限制最大压差基本控制在“１ 台机组增负荷
后，在最危险时刻，２ 台机组甩全部负荷”的水平，在第
１台机组开启增负荷后，第 ２台机组应在 ９００ ｓ之后再
开启增负荷，以防止在不利时候增负荷的 ２ 台机组突
甩负荷导致调压室压差过大。
根据过渡过程模型试验结果，从引水建筑物结构

安全角度分析，主要有如下 ３种工况。
工况 １　水库死水位，１ 台机组启动增负荷后，至

少需要等待 ７ ～８ ｍｉｎ 以后才可以增另 １ 台机组的
负荷。
工况 ２　水库死水位，２ 台机组丢弃负荷后，至少

需要等待 １５ ～２０ ｍｉｎ后才能增 １ 台机组负荷，然后至
少需要等待 ７ ～８ ｍｉｎ 以后才可以增另 １ 台机组的
负荷。
工况 ３　水库死水位，１台机组丢弃负荷后建议至

少等待 １５ ｍｉｎ以后才能增负荷。

２　从电站平稳运行的角度分析运行限
制因素

2．1　增负荷工况限制因素
表１和图１ ～图２ 展示了１ 台机停机，同一水力单

元另外 １台机组从停机增至不同负荷工况的上游调压
室水位波动衰减情况。

表 1　1台机增负荷工况上游调压室水位波动幅度

增出力

／ＭＷ
波谷到波峰总振幅／ｍ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第六波

６００ N５４ 9．６４ ３６ �．１６ ２７ !．３９ ２１ 晻．９１ １８  ．１６ １５ }．４２

５５０ N５５ 9．７４ ３６ �．００ ２６ !．３５ ２０ 晻．５７ １６  ．７２ １３ }．９７

５００ N５０ 9．２５ ３２ �．７２ ２３ !．８７ １８ 晻．４３ １４  ．７５ １２ }．１１

４５０ N４４ O．８ ３０ �．０３ ２２ !．０８ １７ 晻．０９ １３  ．６８ １１ }．２２

４００ N３９ 9．８１ ２７ �．３９ ２０ !．４３ １６ 晻．００ １２  ．９４ １０ 摀．７

３５０ N３５ 9．９６ ２５ �．３３ １９ !．３０ １５ 晻．３７ １２  ．５９ １０ }．５２

３００ N３２ 9．６４ ２３ �．１５ １７ !．８１ １４ 晻．２２ １１  ．６６ ９ f．７４

　　从图、表看，随着一次增负荷目标容量的降低，虽
然增负荷后调压室涌浪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但涌浪衰
减均表现出初期较显著、后期较缓慢的特点。 为避免
在调压室涌浪大波动时，另外 １ 台机组增负荷造成的
调压室拉空或两机开启后在最不利时间突甩负荷造成

的调压室压差超标，应控制同一水力单元另外 １ 台机
组增负荷在调压室涌浪振动幅度大幅降低时进行。

图 1　1台机组下调压室水位波动过程

图 2　1台机组增负荷 600 MW因素下调压室水位波动过程
为简化机组操作，避免误操作，并留有一定裕度，

建议第 １台机组增负荷至 ２７０ ＭＷ 及以上时（或一次
增负荷容量超过 ２７０ ＭＷ 时），至少间隔 ４０ ｍｉｎ 才能
开启同一水力单元的第 ２台机组。

2．2　甩负荷工况限制因素
表 ２和图 ３展示了同一水力单元正常运行的 ２台

机组突甩 １ 台机组工况的调压室水位波动情况。 同
样，从计算结果看，突甩负荷后调压室涌浪初期衰减较
快，后期衰减较慢，为控制调压室低涌浪水平，需待调
压室涌浪振幅衰减至较低幅度（小于 ２０ ｍ）后，方可开
启机组。
为简化机组操作，并留有一定裕度，建议 １台机组

甩负荷后，至少间隔 ４０ ｍｉｎ后才能恢复开机。
表 ３和图 ４展示了 ２台机组同时甩负荷工况的调

压室水位波动情况。 从计算结果看，调压室涌浪衰减
情况与 １台机组甩负荷类似，为控制调压室低涌浪水
平，需待调压室涌浪振幅衰减至较低幅度（小于 ２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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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启机组。
同一水力单元双机甩负荷属较大事故工况，为简

化机组操作，并留有一定裕度，建议同一水力单元 ２ 台
机组同时突甩负荷后，至少间隔 ６０ ｍｉｎ 后才能恢复
开机。
表 2　2台机组突甩 1台机组工况上游调压室水位波动幅度

波次
出现时间

／ｓ
波谷到波峰

总振幅／ｍ
占额定水头的

比例／％

第一波 ４２５ *５９ 痧２０ 敂．４９

第二波 ９６０ *３７ 痧１２ 敂．８５

第三波 １ ４９０ 行２８ 痧９ }．７２

第四波 ２ ０００ 行２２ 痧７ }．６４

第五波 ２ ５４０ 行１８ 痧６ }．２５

第六波 ３ ０７０ 行１５ 痧５ }．２１

图 3　2台甩至 1台工况上游调压室水位波动及衰减过程

表 3　2 台机组同时突甩负荷工况上游调压室水位波动幅度

波次
出现时间

／ｓ
波谷到波峰

总振幅／ｍ
占额定水头的

比例／％

第一波 ５００ *７９ 痧２７ 敂．４０

第二波 １ ０５０ 行４６ 痧１６ 敂．００

第三波 １ ５８０ 行３０ 痧１０ 敂．４０

第四波 ２ １００ 行２２ 痧７ }．６０

第五波 ２ ６００ 行１７ 痧５ }．９０

第六波 ３ １５０ 行１４ 痧４ }．９０

图 4　2台机同甩负荷工况上游调压室水位波动及衰减过程

３　机组限制因素分析
由于该电站引水系统采用一洞两机长隧洞布局结

构，在调整机组负荷过程中水力瞬变复杂，某些运行工
况下进行增负荷操作时将导致调压井产生脱空现象。
为了避免调压井运行中发生脱空危险，确保电站安全
稳定运行，根据华东设计院枟某大型水电站水力过渡
过程专题研究报告枠和模拟试验结果，需要制定相关
规定，对危险工况进行限制。

3．1　水库水位对机组负荷限制规定
１）库水位在 １ ８０５ ～１ ８１０ ｍ之间运行时，单条隧

洞最大负荷不能超过 ２ ×４００ ＭＷ。
２）库水位超过 １ ８１５ ｍ 时，单条隧洞最大负荷不

能超过 ２ ×４２０ ＭＷ。
３）库水位低于 １ ８００ ｍ时，禁止机组运行。

3．2　人工调整增加机组负荷规定
１）同一引水隧洞 ２ 台机组不能同时增加负荷操

作，且一次增加负荷不能超过 ２００ ＭＷ。
２）同一引水隧洞中，允许 １台机组增加负荷，另 １

台机组减少负荷，增加和减少的负荷相加不能超过
２００ ＭＷ。

３） Ⅰ、 Ⅱ 号每条引水洞总负荷不得大于
２ ３００ ＭＷ， Ⅲ、 Ⅳ 号 引 水 洞 总 负 荷 不 得 大 于

２ ３５０ ＭＷ。
４）同一引水隧洞增负荷规定。 Ⅰ、Ⅱ、Ⅲ、Ⅳ号隧

洞增负荷执行以下要求，同时，在进行第二级增负荷
前，必须确认调压井水位在最低允许稳定水位以上。
当 ６Ｆ机组增负荷大于 １５０ ＭＷ时，执行增 ２００ ＭＷ间
隔时间。 ①第一级增加 ５０ ＭＷ，若第二级增加
５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４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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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１０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２０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１２ ｍｉｎ。 ②第一级增加
１５０ ＭＷ，若第二级增加 ５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７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１５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１２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２０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１８ ｍｉｎ。 ③第一级增加 ２００ ＭＷ，若第二级增加 ５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９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１５０
ｍｉｎ，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１６ ｍｉｎ；若第二级增加 ２００
ＭＷ，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２０ ｍｉｎ。
3．3　同一引水隧洞机组甩负荷后增负荷规定

同一引水隧洞机组甩不同容量负荷后，水力稳定
用时不同，第一级能增加的负荷容量和对应间隔时间
也不同。 因此，甩负荷后第一级增加负荷执行以下规
定，之后增加负荷则执行人工调整增机组负荷规定。

１）甩负荷容量小于 １００ ＭＷ，若增加小于 １００ ＭＷ
负荷需间隔 ９ ｍｉｎ。

２）甩负荷容量在 １００ ～３００ ＭＷ之间，若增加小于
１００ ＭＷ负荷需间隔 １６ ｍｉｎ。

３）甩负荷容量小于 ３００ ＭＷ，若增加 ２００ ＭＷ 负
荷需间隔 ２０ ｍｉｎ。

４）甩负荷容量在 ３００ ～４５０ ＭＷ 时，若增加小于
１００ ＭＷ负荷需间隔 ２０ ｍｉｎ，若增加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Ｗ 负
荷需间隔 ２５ ｍｉｎ。

５）甩负荷容量在 ４５０ ～６００ ＭＷ 时，若增加小于
２００ ＭＷ负荷需间隔 １０ ｍｉｎ，若增加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Ｗ负
荷需间隔 ２０ ｍｉｎ。
综上所述，出于保证引水发电建筑物和机组结构

安全和电站平稳可靠运行的角度，并留有一定裕度，以
保证长引水隧道一洞双机机组运行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某水电长引水隧洞一洞双机运行的特

点，为了保证水轮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通过模拟机
组正常增加负荷工况下的调压井的压力脉动，确定了
机组运行的限制条件，明确了各种工况下对应机组负
荷调整的策略。
参考文献：
［１］孔庆蓉， 张永良， 江春波．锦屏二级电站长引水隧洞水力

特性研究［Ｊ］．水力发电， ２００９， ３５（３）： ３２ －３４， ３７

［２］陈祥荣， 范灵， 鞠小明．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系统水力学

问题研究与设计优化［Ｊ］．大坝与安全， ２００７（３）： １ －７

［３］吴世勇， 周济芳．锦屏二级水电站长引水隧洞高地应力下

开敞式硬岩隧道掘进机安全快速掘进技术研究［ Ｊ］．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８）： １ ６５７ －１ ６６５

（上接第 ６６ 页）
在变压器高压绕组两端正、反向分别通入直阻测试时
直流电流的 １／２，并逐渐减小以缩小铁芯的磁滞回环，
达到消除剩磁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反复冲击 ４ 到 ５
次即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另外，可以使用交流法消除剩磁，如发变组零起递

升电压消磁、和外加交流空载消磁等。 发变组零起递
升电压消磁即发变组自零电压开始，逐步平稳升压，在
发电机额定电压的 ３０％，５０％，８０％处分别停顿一下，
检查相关设备无异常后再加压至 １００％Ｕｅ，最后并网
带负荷；外加交流消磁可以同时结合长时感应耐压试
验进行，即用一个低于变压器额定电压的交流电源给
变压器空载充电，在变压器低压侧施加 １．１ 到 １．３ 倍
额定电压后平稳降回至电压“０”，然后切断电源，重复
２到 ３ 次可达到消磁的目的。

５　结　语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后出现的保护动作现象，有

很大比例都与铁芯中存在的剩磁有关系。 了解变压器

剩磁的产生机理、剩磁对继电保护设备的影响以及采

取有效的消除剩磁方法，将对继电保护设备以及变压

器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目前，发电

厂在变压器进行绕组直流电阻测量后，建议进行发变

组零起递升电压试验，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直接将全电

压突加在设备上造成的设备损坏，还可以有效消除变

压器剩磁，防止变压器差动保护误动作。

参考文献：
［１］ＤＬ／Ｔ５９６ －２０１５，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Ｓ］
［２］何越， 熊元新， 姜山， 等．变压器空载合闸励磁涌流的仿

真分析研究［Ｊ］．电力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５（１）： ３３ －３６

［３］陈文臣， 雷晓燕， 王磊．电力变压器铁心剩磁检测方法研

究［Ｊ］．四川电力技术， ２００９， ３２（６）： ４５ －４８

［４］寇海荣， 王新中， 史明彪．变压器直流电阻试验后剩磁影

响及对策［Ｊ］．山西电力， ２０１１（３）： ２４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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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工程海上升压站消防系统优化分析

黄　毅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海上风电配套的海上升压站电气设备集中、离岸远、环境条件严酷、无人值守，必须设置可靠的消防措施，保护工
程安全。 通过结合海上升压站的消防特点，分析推荐适用于海上升压站的高压细水雾灭火方式，并对消防系统的设计参
数选择、设备材料选择以及检验验收等问题提出优化分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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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the Fire Protection System for
Offshore Substation of Wind Farms

ＨＵＡＮＧ Ｙ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ｓｔ， ｈａｒ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ｆｉｒ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ｍｉｓｔ ｆｉｒ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Key words：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海上升压站将变电站中众多的电气设备集中布置
在远离陆地的海上钢结构平台内，也被称为海上风电
的“心脏”。 大容量、离岸远的海上风电场往往配套设
置海上升压站，以减小电能输送的损耗。
海上升压站［１］由上部钢结构、下部支撑组成，外

形示意见图 １。 主要设备均布置在室内，每层甲板留
有运输通道、电缆通道、巡视通道和疏散楼梯间。
海上升压站一般按无人值守设计。
设置消防设施是保障海上升压站安全可靠运行的

重要手段。 除了采取建筑防火、火灾报警、事故疏散等
措施外，还应根据保护对象的功能、平台环境、运行条
件等消防特点和要求，考虑管理方便和工程投资合理，
采用合适的消防方式，优化消防配置。

图 1　海上升压站外形示意图

１　消防特点和要求
从灭火对象上来看，海上升压站属于变电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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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消防设施应能扑灭（带油）电气设备尤其是油浸式
变压器的火灾；从结构上看，升压站平台为钢结构件，
在很小的空间里，布置众多的生产用房，一旦发生火灾
或蔓延，钢结构受热变形将影响平台的结构强度，消防
设施应能保护生产设备、钢结构平台，并具有隔热、冷
却、降温的效果；从施救条件上看，平台距岸较远、无人
值守，发生火灾时难以得到及时救援，消防设施应技术
成熟、安全可靠、自动化操作简单，立足自救；从环境和
使用条件上看，海上平台长期受到水流冲击，处于振动
和颠簸状态，空气湿度大、盐雾腐蚀大，消防设施应能
适应海上恶劣的环境条件，具有防盐雾、耐腐蚀特性；
从布置上看，升压站平台体量小，消防系统的设置应经
济、合理，设备布置紧凑。
海上升压站是风电工程的关键部位，平台一旦发

生火灾，将影响整个风电场的运行。 消防措施应能适
应海上环境条件，能保护海上升压站的设备、钢结构平
台以及巡视人员的安全，防止火灾的发生和蔓延。

２　消防方式
水是最常用的灭火剂，应用方便、来源丰富、价格

低廉。 因此，在消防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变电站用得最多的是水喷雾和细水雾灭火。 水喷

雾和细水雾灭火系统都是以水为灭火剂，通过喷头形
成水雾进行灭火和控火。 水雾的作用，一是降温，吸收
热量；二是窒息，阻断氧气；三能有效地阻断强烈的热
辐射；另外，水雾还具有乳化作用。 在灭火过程中，几
种作用同时发生，从而有效控制火灾、抑制火灾和扑灭
火灾。
与细水雾相比，水喷雾系统工作压力低、雾滴直径

大、发散体积小，有效灭火需要的消防水量大；系统管
网压力不大于 １．０ ＭＰａ，国内设备生产制造技术成熟，
安装维护经验丰富。 在水源充足、设备布置方便的情
况下，水喷雾系统优点显著，应用较多。

在开展海上升压站消防设计之初，也考虑过水喷
雾灭火，消防水源采用海水淡化或直接用海水［２］ 。 如
果用淡化水作为消防水源，势必增设海水处理设备和
淡水贮存设备，设备多、系统复杂、布置面积大，如平台
上还有生活用水需求，则海水淡化的方案可以结合生
活用水、不失为一个好方案。 若取海水直接作为消防
水源，其优点是能保证在发生火灾时一直有足够的灭
火用水，缺点是取海水设备的防腐技术复杂，系统的运
维成本增加。 所以基本排除了水喷雾灭火方式。
通过调研了解到大部分海上平台采用高压细水雾

灭火方式，主要消防设备采用欧美进口。 高压细水雾
系统工作压力高，喷头产生的细水雾雾滴直径小，有很
强的吸热能力和降温效果，对海上平台的钢结构有很
好的冷却作用；细水雾吸收热量后迅速汽化，体积急剧
膨胀，通常达到 １ ７００ 多倍，从而降低了空气中的氧气
浓度，抑制了燃烧中的氧化反应速度，起到窒息的作
用，有利于平台上快速扑灭火灾。 高压细水雾系统用
水量少、水渍损失少、灭火除烟效率高、隔热冷却效果
好、电气绝缘性能好，有利于保护人员疏散和消防员灭
火；系统压力高、管道管径小、布置及安装都较方便，比
较适合用于布置紧凑的海上升压站；欧美进口设备有
很多应用经验，经过国际上专业严格的试验检验，性能
优异、技术可靠，有利于保护无人值守海上平台的
安全。
所以，海上升压站平台采用高压细水雾灭火方式

是合适的。
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由消防水箱、供水设备（增

压泵、过滤器、高压泵组、阀件等）、区域控制阀组、水
雾喷头、管网、火灾探测器和火灾报警控制中心等组
成。 当保护对象发生火灾，区域控制阀组开启、管网压
力下降后，消防泵自动启动，消防水进入管网，由水雾
喷头喷射灭火，灭火流程见图 ２。

图 2　细水雾灭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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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消防系统优化分析
细水雾灭火系统是上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哈龙灭火

系统的替代系统之一，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标准
设计办法，不同厂家设计的细水雾系统其强度、喷头间
距以及控火性能都是不一致的［３］ 。 我国的细水雾尤
其是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正处于国外产品进入、国内
产品跟进的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完善空
间［４］ 。 风电工程海上升压站是国内风电行业近５年来
出现的新兴工程，设计中主要参照国内海洋石油平台
和北欧海上变电站的经验，但是作为能源电力项目，设
计和检验验收标准还是要依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在建及投运的海上升压站情况来看，高压细水

雾灭火系统在设计参数选择、设备材料选择以及检验
验收等方面，还有一些优化方案可供进一步的分析
探讨。

１）系统压力。 高压细水雾系统的定义是指配水
系统管道压力大于等于 ３４．５ ｂａｒ（即 ３．４５ ＭＰａ）的系
统，国内外一般采用 ５、８、１０、１２ ＭＰａ 等几种。 水雾喷
头是高压细水雾系统的关键灭火部件，其雾滴粒径、雾
化锥角、水雾动量等雾化效果和灭火性能与工作压力
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喷头水力设计时需要寻求
最佳匹配，最终通过型式试验和火灾模拟试验进行验
证［５］ ，这也是不同品牌产品的技术核心所在。
目前，１０ ＭＰａ压力等级是市场的主流应用。 研究

表明，在此压力下细水雾雾滴直径 ＤＶ０．５０ 可小于
１００ μｍ、ＤＶ０．９９ 在 ２００ μｍ 以下，对变压器等电气设
备灭火效果较好、用水量也不大。 １０ ＭＰａ 是高、中压
管网的分界线，该压力等级管道的制造、安装、施工技
术较成熟，且供水设备、消防水箱、供水管径都不大，在
平台上的布置紧凑、方便。
曾经有人提出进一步提高工作压力，以降低细水

雾雾滴直径、改善灭火性能，但是有试验证明，喷头工
作压力升高、喷头的雾滴直径变小了，但是灭火性能却
不一定增加；而良好的喷头结构设计与加工，同样能获
得较小的雾滴直径［６］ ，取得优良的灭火效果。 据了
解，有喷头工作压力为５．０ ＭＰａ、８．０ ＭＰａ的品牌，在国
际市场上也有着不错的口碑和广泛的应用。 另外，压
力升高还将增加设备及管网投资。 所以，海上升压站
的高压细水雾系统工作压力选择，主要还是依据灭火
实验数据，以经济合理为根本目标，不宜局限在
１０ ＭＰａ。

２）系统持续喷雾时间。 ＧＢ５０８９８枟细水雾灭火系
统技术规范枠中提出，“系统工作压力不小于 １０ ＭＰａ、

用于保护油浸式变压器室时，设计喷雾强度不小于
１．２ Ｌ／ｍｉｎ· ｍ２ ，持续喷雾时间不小于 ２０ ｍｉｎ”，而美
国国家消防协会标准 ＮＦＰＡ７５０枟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Ｍｉｓｔ
Ｆｉ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细水雾灭火系统标准）枠推荐
“水量应能持续供应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 规范提出的最
少持续喷雾时间，是在一定的喷雾强度下模拟实体火
灾试验的实际灭火时间基础上、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
确定的。 可见，喷雾时间的长短，跟保护对象的喷雾强
度有关，据采用 ＮＦＰＡ标准的国外厂商介绍，他们进行
油浸式变压器的火灾模拟试验时采用的设计喷雾强度

不小于 ０．８ Ｌ／ｍｉｎ· ｍ２ （ＮＦＰＡ标准中并没有列出不同
保护对象的喷雾强度），这也解释了 ＧＢ 和 ＮＦＰＡ中规
定的持续喷雾时间不同的问题。
对高压细水雾系统来说，确定了系统设计喷雾强

度后，持续喷雾时间的长短，对消防设备的选择没有影
响，只是增大了消防水量和消防水箱容积。 而海上升
压站平台一旦失火，外部救援不能及时到达，喷雾时间
长、喷雾水量大，灭火后水雾还能对平台钢结构进行冷
却，所以在 ２０１７ 年发布实施的 ＮＢ３１１１５枟风电场工程
１１０ ～２２０ ｋＶ海上升压变电站设计规范枠中提出了“细
水雾灭火系统工作压力不小于 １０ ＭＰａ、用于保护油浸
式变压器室时，设计喷雾强度不小于 １．２ Ｌ／ｍｉｎ· ｍ２，
设计喷雾时间 ３０ ｍｉｎ”的规定。 笔者认为，喷雾时间
长对工程消防是有利的，但是也带来了水箱容积增加、
甲板结构承载增加等问题，所以，系统持续喷雾时间的
长短，还有待实践检验。

３）消防泵数量。 高压细水雾系统采用多级柱塞
泵作为消防泵。 该泵型扬程高，按常规一主一备共 ２
台配置的话，则单泵流量大、电机功率大、泵组尺寸大，
设备笨重、不方便布置。 海上升压站各保护对象的消
防用水量差别比较大，最大的保护对象是油浸式变压
器室，除了 ＧＩＳ室消防用水量为最大用水量的 １／２外，
其余保护对象的用水量基本都只有最大用水量的

１／８ ～１／１０左右，因此，消防泵选用多台主泵同流量并
联运行加 １台备泵的方式，可以灵活组合消防泵数量
从而满足不同对象的消防用水量需求［７］ 。 这种方式
下，单泵容量不大，采用模块化制造、安装，方便灵活，
失火时消防泵的启动数量由对应区域控制阀出口的压

力自动控制。 考虑细水雾喷枪的用水量，消防主泵在
５台以上较合理，另设 １台备泵，此时大部分工况下消
防泵都达到 １００％的流量备用，最大流量时也有至少
２０％的备用，超过美国国家消防协会标准 ＮＦＰＡ７５０
枟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Ｍｉｓｔ Ｆｉ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细水雾
灭火系统标准）枠推荐的“供应细水雾的水泵流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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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少于设计计算流量的 １０％”的要求。
海上升压站平常无人值守，投入营运后，管理单位

还应重视消防设施包括消防泵、区域控制阀、火灾监控
系统等的运维管理工作，保证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能
随时应对火灾风险。

４）材质选择。 高压细水雾喷头的喷孔细小，水垢
或金属的锈蚀很容易引起堵塞，在系统设置上，一方面
设过滤器保证水质，另外就是选用不锈钢管材、以防止
管网锈蚀以及微生物滋生。 不锈钢分很多种，用在海
洋环境的主要有 Ｓ３１６０３（原 ３１６ Ｌ）不锈钢以及双相不
锈钢。 这里对这两种材料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如下。

３１６Ｌ不锈钢，牌号 ０２２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为奥氏体不
锈钢，又称钛钢，具有良好的耐氯化物侵蚀性能和耐高
温氧化能力；双相不锈钢，应用最多的 ２２０５ 双相不锈
钢，牌号 ００Ｃｒ２２Ｎｉ５Ｍｏ３Ｎ，由铁素体相和奥氏体相组
成，兼有奥氏体不锈钢所具有的易于加工制造与铁素
体不锈钢所具有的较高强度和耐氯化物应力腐蚀性

能。 两种材料的机械性能比较见表 １，双相不锈钢的
机械强度高于 ３１６ Ｌ不锈钢，因而，３１６ Ｌ 作为设备的
零部件广泛使用，而双相不锈钢用作结构受力件更合
适。 从价格上比较，若普通 ３０４ 不锈钢为 １，则 ３１６Ｌ
不锈钢为 １．３，２２０５ 双相不锈钢为 １．６ ～１．８。

表 1　两种不锈钢材料的机械性能比较

牌号
抗拉强度

σb ／ＭＰａ
屈服强度

σs ／ＭＰａ
延伸率

δ／％

２２０５ 双相不锈钢 ≥６２０ {≥４５０ ┅≥２５ 拻
３１６Ｌ不锈钢 ≥４８０ {≥１７７ ┅≥４０ 拻

　　可见，无论是 ３１６ Ｌ不锈钢或 ２２０５ 双相不锈钢，
均具有海洋环境的抗氯腐蚀能力；根据它们的机械性
能，均可用在高压细水雾系统中承受静压的消防泵零
部件、管网、阀件等消防设施上。 虽然 ２２０５ 双相不锈
钢各方面性能比 ３１６ Ｌ更优，但考虑经济因素和使用
的广泛性，海上升压站的高压细水雾系统还是选用
３１６ Ｌ不锈钢材质。

５）产品检验认证。 依据我国枟消防产品监督管理
办法枠和海上消防产品检验制度，消防设备必须经国
家指定的检测机构强制检验或型式检验合格认可，并
准许在中国使用；应用在海上的消防产品，还应满足
ＣＣＳ中国船级社检验认可。 来自中国船级社 ｗｗｗ．
ｃｃｓ．ｏｒｇ．ｃｎ官网资料，中国船级社接受了包括中国在
内的 ４５ 个国际上主要航运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授权，为
有关船舶、海上设施代行法定检验，为应用在海上的相

关配套产品提供型式检验认可服务。 也就是说，用于
海上升压站的高压细水雾消防产品，尤其是高压泵组、
区域控制阀、细水雾喷头等关键设备，应具有 ＣＣＳ 或
国内专业检测机构签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型式试
验报告以及中国国家强制性消防产品 ３Ｃ认证等。
目前在建和已建海上升压站的高压细水雾多为国

内代理的欧美产品，这些品牌厂商都有雄厚的技术能
力、丰富的工程经验、完善的产品检验认证手续。 项目
建设中，建议借鉴 ＦＩＤＩＣ国际工程经验，在投标阶段由
该品牌厂商提供授权投标函、产品验收时提供原产地
证明或报关单等，以保证实际应用的产品完全符合认
证、检验证书中的内容，有效地保护海上升压站平台的
安全。

４　结　语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进入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

期，东南沿海将开发建设规模成片的海上风电场。 风
电工程海上升压站是电力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电力工
程与海洋工程的结合；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具有清洁、
高效、低碳、环保、经济、灵活、安全等一系列优点，是非
常适合用于海上升压站的消防方式。 海上升压站消防
系统的设计、建设、管理，除了文中提出的几点优化建
议，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如，喷头的性能，需要良好
的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来保证；系统压力高，虽然干式
系统可以减少误动作，但管路在海上颠簸环境下易发
生松脱、泄漏，应加强运维管理；海上环境恶劣，消防设
备室的保温、通风、防盐雾等设备应可靠等。
总之，对海上升压站的消防应引起高度重视，做到

精心设计、严格验收、科学管理，保障海上升压站的安
全，使风电工程发挥最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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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息， ２０１７（６）： ６９ －７０

［２］崔艳红．海上平台消防泵选型探述［ Ｊ］．中国海洋平台，
２０１１， ２６（４）： ５４ －５６

［３］ＮＦＰＡ７５０， 细水雾灭火系统标准［Ｓ］
［４］ＧＢ５０８９８ －２０１３，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Ｓ］
［５］刘志斌， 仝艳时， 姚斌， 等．工作压力对细水雾雾场特性
参数影响的实验研究 ［ Ｊ］．火灾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３ （１）：
５０ －５５

［６］张洪江， 刘炳海， 徐伟， 等．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用中的几
个问题［ Ｊ］．消防科学与技术， ２０１４， ３３ （１１）： １ ２９７ －
１ ３００

［７］李艳华．海上固定生产平台消防泵数量配置探讨［ Ｊ］．工
业用水与废水， ２０１４， ４５（４）： ７７ －７９

４７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９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０
作者简介：史嘉贶，男，工程师，主要从事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

浅析高温环境下风力发电机组选型限制性条件

史嘉贶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３３）

摘要：作为风力发电项目的核心设备，风力发电机组的选型对于项目建设成本控制、运行成本控制、发电量、安全稳定运

行至关重要。 通过分析了巴基斯坦第一风力发电项目气温条件、机组等级、项目建设运行条件，总结了高温环境下风力

发电机组选型的限制性条件，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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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the Wind Turbine Unit Model Selection
under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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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ａｒ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

Key words：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

　　随着全球化石能源的日益稀缺，全球环境的恶化，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世界各国能源发展目标［１］ 。

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能以其储量大、分布广

泛、使用清洁、开发利用潜力大等优势，受到世界各国

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２］ 。 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

主要形式之一，可为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供应，并有效缓

解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 在各类新能

源开发中，风力发电是技术相对成熟、具有大规模开发

和商业开发条件的发电方式。 风力发电机组是将风能

转化为电能的设备，也是风力发电项目核心设备之一，

其经济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可影响项目建设成本、运行

成本、发电量以及安全稳定运行，因此，风力发电机组

的选型对于风电项目开发和运行至关重要。

本文分析了三峡巴基斯坦第一风力发电项目场区

气温条件、机组等级、项目建设运行条件，总结了高温

环境下风力发电机组选型的限制性条件，并给出了相

关建议。

１　风力发电机组选型限制性条件分析

三峡巴基斯坦第一风力发电项目位于巴基斯坦信

德省卡拉奇市东北部塔塔地区 Ｊｈｉｍｐｉｒ 村附近，距卡拉

奇市直线距离约 ９０ ｋｍ，距阿拉伯海海岸线约 ８０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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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区占地面积约 ４．６９ ｋｍ２ ，海拔高度在 ５０ ～

６０ ｍ。 项目场区风资源丰富，主风向稳定，风能品质

较好。 项目场区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受来自大

陆的东北季风影响，夏季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

影响。

根据项目场区的气候特点、风资源情况和巴基斯

坦当地风电产业发展情况，项目机组选型限制性条件

主要包括项目场区气温条件、机组等级和项目建设运

行条件。

1．1　气温条件分析

１．１．１　平均气温
１）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位置平均气温。 基于项目场区

Ｚｏｒｌｕ测风塔 ８０ ｍ和 ５ ｍ高度气温数据，计算 Ｚｏｒｌｕ测
风塔位置月平均气温，气温数据见表 １。
如表 １所示，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月平均气温整体较高，

均在 １５℃以上；８０ ｍ 高度年平均气温达 ２７．３℃，５ ｍ
高度年平均气温达 ２６．８℃；４ ～７ 月平均气温均超过了
３０℃，高温炎热时间较长。

表 1　Zorlu 测风塔位置月平均气温统计表 ℃

月份 １ 棗２ 篌３ P４ �５  ６ f７ 妹８  ９ }１０ 痧１１ M１２ *均值

８０ ｍ高度气温 １８ �．７ ２２ 苘．６ ２８ 9．０ ３０ 枛．３ ３１ 篌．０ ３１ O．１ ３０ �．１ ２９  ．１ ２９ f．５ ３０ 侣．１ ２６  ．８ ２０ |．４ ２７ 痧．３

５ ｍ高度气温 １７ �．３ ２１ 苘．０ ２７ 9．１ ３０ 枛．３ ３１ 篌．７ ３２ O．０ ３０ �．９ ２９  ．６ ２９ f．９ ２９ 侣．１ ２４  ．４ １８ |．６ ２６ 痧．８

　　２）ＦＦＣ测风塔位置平均气温。 依据项目场区 ＦＦＣ
测风塔 ８０ ｍ和 ５ ｍ 高度气温数据，计算 ＦＦＣ 测风塔
位置月平均气温，气温数据见表 ２。
如表 ２所示，ＦＦＣ 测风塔位置月平均气温变化与

Ｚｏｒｌｕ测风塔位置月平均气温变化相似；ＦＦＣ测风塔位
置年平均气温较高，８０ ｍ和 ５ ｍ高度年平均气温分别
为 ２６．６℃和 ２６．５℃。

表 2　FFC测风塔位置月平均气温统计表 ℃

月份 １ 棗２ 篌３ P４ �５  ６ f７ 妹８  ９ }１０ 痧１１ M１２ *均值

８０ ｍ高度气温 １７ �．５ ２０ 苘．８ ２８ 9．３ ２９ 枛．３ ２９ 篌．７ ３０ O．８ ２９ �．８ ２８  ．５ ２９ f．５ ２９ 侣．７ ２６  ．９ １８ |．８ ２６ 痧．６

５ ｍ高度气温 １６ �．０ １９ 苘．０ ２７ 9．６ ２９ 枛．６ ３０ 篌．７ ３１ O．７ ３１ �．４ ２９  ．４ ３０ f．２ ２８ 侣．８ ２５  ．１ １８ |．４ ２６ 痧．５

１．１．２　气温频率分布
１）Ｚｏｒｌｕ测风塔位置气温频率。 根据 Ｚｏｒｌｕ测风塔

测量的 ８０ ｍ高度气温数据，计算各温度区间的频率，
计算结果见表 ３。

如表 ３ 所示，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位置的温度分布较集
中，２５℃以上气温出现的频率较高，温度区间 ２７．５ ～
２８．７５℃频率最高，频率为 １３．５３７％；４０℃以上气温出
现频率较低，频率低于 １％。

表 3　Zorlu 测风塔位置 80 m高度温度频率统计表

温度区间／℃ ＜８ Q．７５ ８ 貂．７５ ～１０ １０ ～１１ 痧．２５ １１ :．２５ ～１２．５ １２ h．５ ～１３．７５ １３ 妹．７５ ～１５ １５ ～１６ è．２５ １６ 蝌．２５ ～１７．５

温度频率／％ ０  ．０４６ ０ :．０９１ ０ ~．１２ ０ 枛．２８５ ０ 哪．７１２ １  ．２６ ２  ．０６９ ２ N．８４４

温度区间／℃ １７ 鞍．５ ～１８．７５ １８  ．７５ ～２０ ２０ ～２１ 痧．２５ ２１ :．２５ ～２２．５ ２２ h．５ ～２３．７５ ２３ 妹．７５ ～２５ ２５ ～２６ è．２５ ２６ 蝌．２５ ～２７．５

温度频率／％ ３  ．１７５ ３ :．２６６ ３ h．４８８ ３ 枛．０７８ ３ 哪．３６９ ４ 蝌．１１５ ６  ．３７３ １１ d．１４９

温度区间／℃ ２７ 鞍．５ ～２８．７５ ２８  ．７５ ～３０ ３０ ～３１ 痧．２５ ３１ :．２５ ～３２．５ ３２ h．５ ～３３．７５ ３３ 妹．７５ ～３５ ３５ ～３６ è．２５ ３６ 蝌．２５ ～３７．５

温度频率／％ １３ "．５３７ １０ P．０８３ ８ h．５１６ ７ 枛．６５５ ５ 哪．８４８ ３ 蝌．９１６ ２  ．４５１ １ N．３１７

温度区间／℃ ３７ 鞍．５ ～３８．７５ ３８  ．７５ ～４０ ４０ ～４１ 痧．２５ ４１ :．２５ ～４２．５ ４２ h．５ ～４３．７５ ＞４３ M．７５

温度频率／％ ０  ．７４７ ０ :．３０８ ０ h．１２５ ０ 枛．０４６ ０ 哪．０１１ 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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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ＦＦＣ 测风塔位置气温频率。 根据 ＦＦＣ 测风塔
测量的 ８０ ｍ高度气温数据，计算各温度区间的频率，
计算结果见表 ４。
如表 ４所示，ＦＦＣ 测风塔位置温度频率分布情况

与 Ｚｏｒｌｕ测风塔位置相似，２５℃以上气温出现的频率
较高，温度区间 ２７．５ ～２８．７５℃频率最高，频率为
１１．３６８％；４０℃以上气温出现频率较低，频率低
于 １％。

表 4　FFC测风塔位置 80 m高度温度频率统计表

温度区间／℃ ６ 鞍．２５ ～７．５ ７ 揶．５ ～８．７５ ８ #．７５ ～１０ １０ ～１１  ．２５ １１ h．２５ ～１２．５ １２ 枛．５ ～１３．７５ １３ 耨．７５ ～１５ １５ ～１６ 种．２５

温度频率／％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 h．０５２ ０ 枛．０８３ ０ 哪．３４８ ０ 蝌．７３７ １  ．３８９ ２ N．０８４

温度区间／℃ １６ 鞍．２５ ～１７．５ １７ 揶．５ ～１８．７５ １８ 9．７５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５ ２１ h．２５ ～２２．５ ２２ 枛．５ ～２３．７５ ２３ 耨．７５ ～２５ ２５ ～２６ 种．２５

温度频率／％ ２ "．８５ ３ :．４１５ ３ h．７７２ ３ 枛．４６７ ３ 哪．６０４ ４ 蝌．０２７ ５  ．２０５ ８ N．２４８

温度区间／℃ ２６ 鞍．２５ ～２７．５ ２７ 揶．５ ～２８．７５ ２８ 9．７５ ～３０ ３０ ～３１  ．２５ ３１ h．２５ ～３２．５ ３２ 枛．５ ～３３．７５ ３３ 耨．７５ ～３５ ３５ ～３６ 种．２５

温度频率／％ １１ "．２９３ １１ P．３６８ ９ h．５８７ ７ 枛．９６２ ６ 哪．６６９ ５ 蝌．５３１ ３  ．６５８ ２ N．１６６

温度区间／℃ ３６ 鞍．２５ ～３７．５ ３７ 揶．５ ～３８．７５ ３８ 9．７５ ～４０ ４０ ～４１  ．２５ ４１ h．２５ ～４２．５ ４２ 枛．５ ～４３．７５ ４３ 耨．７５ ～４５

温度频率／％ １  ．３１３ ０ :．６２７ ０ h．３３６ ０ �．１１ ０ 哪．０３９ ０ 蝌．０１５ ０  ．００１

1．2　风力发电机组等级分析

由于气候特点、环境因素、地形条件的差异，造成
风力发电机组安全运行的外部条件有所不同，为保证
机组在项目运行期的安全，需充分考虑当地的风资源
特点，选择合适的机组。 为此，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了
风力发电机组等级［３］ ，作为机组设计、制造和风电场
风资源评估的参考依据（见表 ５）。

表 5　风力发电机组等级

ＩＥＣ等级 Ⅰ Ⅱ Ⅲ Ｓ
５０年一遇最大风速

／（ｍ· ｓ －１）
５０  ．０ ４２ |．５ ３７ 痧．５

Ａ ０ O．１６

Ｂ ０ O．１４

Ｃ ０ O．１２

具体值由

设计者

制定

注：Ａ、Ｂ、Ｃ指机组轮毂高度处 V＝１５ ｍ／ｓ时的湍流强度。

１．２．１　湍流强度分析
近地面层由于受地形强迫、地表摩擦等因素影响，

大气运动处于高度湍流状态，一般来说，地形和地表状
况越复杂，湍流运动越明显。 过强的湍流强度对风力
发电机组的性能、安全运行和电能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湍流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Ir ＝σ
V

式中： Ir 为湍流强度；σ为某时段风速的标准偏

差，ｍ／ｓ；V为某时段平均风速，ｍ／ｓ。
１）Ｚｏｒｌｕ测风塔位置湍流强度。 根据 Ｚｏｒｌｕ测风塔

３０、６０、８５ ｍ高度的测量数据，计算 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位置
平均湍流强度和 V＝１５ ｍ／ｓ 时的湍流强度，计算数据
见表 ６。 如表 ６所示，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位置平均湍流强度
小于 ０．１２，湍流强度较弱；根据 ＩＥＣ６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５ 标
准有关规定［３］ ，可确定 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 ８５ ｍ高度湍流强
度属于 ＩＥＣ Ｃ类。

表 6　Zorlu测风塔位置湍流强度数据

高度／ｍ ３０ M６０  ８５ 镲
平均湍流强度 ０ 抖．１１６ ４ ０ 噰．０８９ ７ ０ X．０８１ ５

V＝１５ ｍ／ｓ时的湍流强度 ０ 抖．０９５ ６ ０ 噰．０８４ ８ ０ X．０７７ ４

　　２）ＦＦＣ 测风塔位置湍流强度。 根据 ＦＦＣ 测风塔
３０、６０、８５ ｍ高度的测量数据，计算 ＦＦＣ测风塔位置平
均湍流强度和 V＝１５ ｍ／ｓ 时的湍流强度，计算数据见
表 ７。 根据 ＩＥＣ６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５ 标准有关规定［３］ ，可确
定 ＦＦＣ测风塔 ８５ ｍ高度湍流强度属于 ＩＥＣ Ｃ 类。

表 7　FFC测风塔位置湍流强度数据

高度／ｍ ３０ M６０  ８５ 镲
平均湍流强度 ０ 抖．１１７ １ ０ �．１０１ ０ X．０８２ ２

V＝１５ ｍ／ｓ时的湍流强度 ０ 抖．１７８ ８ ０ 噰．１６０ ５ ０ X．０７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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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机组轮毂高度湍流强度。 根据 Ｚｏｒｌｕ 测风塔位
置和 ＦＦＣ测风塔位置湍流强度分析结果，可确定项目
机组轮毂高度（８５ ｍ）的湍流强度为 ＩＥＣ Ｃ类。
１．２．２　５０年一遇最大风速分析

通过采用 ５ 日风速极值法确定项目场区 ５０ 年一
遇最大风速，根据项目场区测风数据，利用上述方法计
算项目场区实际空气密度条件下 ５０ 年一遇最大风速
为 ４３．２ ｍ／ｓ；项目场区实测空气密度为 １．１５ ｋｇ／ｍ３ ，
将上述风速折算到标准空气密度（１．２２５ ｋｇ／ｍ３ ）对应
的风速为４１．９ ｍ／ｓ，根据 ＩＥＣ６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５ 标准有关
规定［３］ ，项目 ５０年一遇最大风速为 ＩＥＣⅡ类。
１．２．３　风力发电机组等级

根据项目场区湍流强度分析结果和 ５０ 年一遇最
大风速分析结果，确定项目风力发电机组等级为
ＩＥＣⅡＣ。
1．3　建设运行条件分析

１．３．１　建设条件
项目场区位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工业体系不健

全，其技术力量薄弱、制造能力有限，境内没有具有风
力发电机组设备制造能力的厂家，因此，项目所需机组
设备需从其他国家进口。 如在机组设备安装或调试阶
段需要更换出现故障的部件，项目现场和巴基斯坦境
内均无相关备品备件，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上述备品
备件，进口设备所需时间较长，机组部件故障影响了工
程进度。 为避免因机组部件故障导致工程进度滞后，
确保机组顺利完成安装和调试，机组设备应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
１．３．２　运行条件

项目场区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平均气温较高，昼
夜温差较大，且风沙较重。 较高的气温、较大的昼夜温
差、较重的风沙给机组运行带来了不利因素。 在不利
气候和环境条件下，机组运行的稳定性和电网适应性
至关重要［４ －６］ 。
相对于双馈齿轮增速型机组，永磁直驱型机组没

有齿轮箱，其机械传动部分构造简单，运动部件较少，
机械磨损较小，故障率较低；此外，永磁直驱型机组采
用了全功率变频器，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电网适应

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基于项目建设条件和运行条件分析结果，借鉴类

似气候和环境条件下其他风电项目建设和运行经验，

可确定项目机组类型为永磁直驱型风力发电机组。

２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三峡巴基斯坦第一风力发电项目场

区气温条件、机组等级、项目建设运行条件，总结了高

温环境下风力发电机组选型的限制性条件，并给出了

相关建议，内容如下。

１）气温条件是高温环境下机组选型重要的限制

性条件之一。 由于风电项目所在区域平均气温较高，

高温炎热时间较长，因此，在机组选型过程中，需依据

项目场区气温数据，借鉴类似气候条件下其他风电项

目机组运行经验，合理设定不同负荷条件下机组安全

运行的温度区间。

２）机组等级是高温环境下机组选型的限制性条

件，也是机组设计和项目场区风资源评估的关键因素。

在机组选型过程中，需根据项目场区湍流强度分析结

果、５０ 年一遇最大风速分析结果，确定机组等级。

３）项目建设运行条件是高温环境下机组选型的

关键限制性条件，在机组选型过程中，需分析项目所在

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售后服务能力，以及机组运行的

气候和环境条件，评估机组的可靠性、稳定性和电网适

应性后，确定机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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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光伏电站去补贴

有媒体报道称，国家能源局将于近期组织一批无
补贴光伏示范项目建设，这引起市场的热议。 光伏发
电规模已经超过预期，现行的可再生能源基金收取与
预期收益已经与光伏发展严重偏离，开展去补贴项目
无疑势在必行。 业内认为，在平价上网“最后一公里”
实施“无补贴”，顺应了当前光伏市场发展的整体
趋势。

一问：无补贴光伏发电示范项目要来了吗

国家发改委今年 ５ 月 ３１ 日曾经发布文件提出，积
极鼓励不需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 鼓励各地出台
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减少非技术成本，降低补贴强
度。 这个“５３１ 政策”被视为光伏行业进入平价上网的
敲门砖。 而无补贴项目显然就是光伏发电向平价上网
阶段迈出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东方日升在“５３１ 政策”之前就已经在试

点无补贴项目。 “从‘５３１ 政策’发布到现在，已经差不
多三个月，光伏行业从最初的无所适从，到现在渐渐寻
找新出路，甚至已经在新领域或无补贴的项目都有所
成就。 所以，如果今年启动无补贴项目申报，那么产业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决条件。”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
监庄英宏说。
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认为，无补贴光伏示范项

目将推动我国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进程。 通过设立无
补贴项目，推动高性价比产品的应用；通过技改提高产
品效率、压缩技术成本；通过政府协调压缩非技术成
本，从而尽快实现用电侧和发电侧的平价上网。
苏美达集团总裁蔡济波表示，补贴下调基本已成

定局，无补贴项目是接下来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
前，光伏产业离平价上网只差“最后一公里”，甚至有
一些项目已经能够做到平价，比如领跑者项目。 通过
“５３１ 政策”的调整，整个光伏行业的成本将会得到大
幅下降。 从长远来看，行业将会有一年半载的过渡期，
而一旦达到平价上网的标准，无补贴示范项目启动后，
光伏市场或将迎来春天，平价之后市场将会有一个比

较大的增长。
正信光电营销总裁李倩表示，工商业领域电价较

高，近年来不少企业选择安装分布式光伏项目来降低
能耗成本，而上海、江苏、浙江等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
了光伏扶持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即使没有补贴，这些
地区工商业分布式项目依然可以保证较高的收益率。
这些区域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未来有望优先实现用电

侧平价上网。

二问：去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如何获得正向收益

目前，光伏领跑者示范基地已经出现中标电价比
当地燃煤标杆电价低的情况，这说明目前技术先进、资
源条件好的部分项目已经具备上网侧平价的条件。 在
前期“５３１ 政策”对光伏行业影响的基础上，一旦开展
无补贴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又会对光伏行业产生哪些
影响呢？
庄英宏认为，“５３１ 政策”已经让光伏行业对无补

贴项目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如果无补贴光伏发电项
目今年开展，短期内肯定会对行业产生影响，但不会
太大。
对于光伏企业而言，如何能使得去补贴项目获得

正向收益？ 蔡济波表示，无补贴项目的开展，对企业在
项目设计和产品制造上的能力以及专业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在弃光限电、市场无序、规范标准缺失、补贴
拖欠等问题逐渐凸显的背景下，行业亟须从“规模至
上”向“质量、效率至上”转变。
李倩表示，对于制造企业而言，积极推动技术革

新、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品质是推动系统成本下降
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此之外，项目建设企业是否拥有
丰富的施工经验、专业科学的项目设计能力、可靠专业
的后期运维方案等，都会对项目收益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市场开拓方面，抢占市场不在于速度，而应放眼长
远，以技术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不断提升技术创新水
平，并加速新兴技术的量产化应用，如此才能在这场优
胜劣汰的竞争中存活。 另外，新的格局也是考验企业
的资源整合能力，如何降低光伏发电非技术成本，也是
当下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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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光伏发电去补贴的国际经验有哪些

２０１５ 年，英国能源气候变化部公布了其 ＦＩＴ（上网
电价补贴）审查结果，提出下调 ＦＩＴ近 ９０％的建议，并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强制削减所有 ＦＩＴ项目。 该政策下达
后，英国短期内出现了光伏大滑坡。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英国光伏行业逐渐获得发展的新机遇。

“根据安永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国家吸引力指数报
告，英国排名第 ７，高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第 １０ 和
１３ 位。 由此可见，无补贴的过程中，虽然会出现短期
震动，但长期来看，光伏行业会进入平价时代，并健康
发展。 所以，中国在去补贴的过程中无需担心，只要找
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道理，光伏行业必将健康有序发
展。”庄英宏说。
对于英国在实施无补贴方面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蔡济波表示，首先，两国的国情以及市场政策是不一样
的，就参考价值上来说，还要看接下来国内政策的具体
走向。 其次，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英国的新增太阳能装
机容量逐年下滑，目前已经连续 ２ 年增量减半。 彭博
新能源财经的数据也预计该国今年仅有 １４ ＭＷ的户
用光伏新增容量，较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０６ ＭＷ的峰值明显下
降。 这也反映了光伏补贴削减确实对英国的发展速度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倩表示，欧盟各国的大方向是减少光伏补贴，使

之更为市场化。 德国作为欧盟的典型代表，其并网补
贴自 ２００９ 年后也大幅减少。 德国 ２０１６ 年通过枟可再
生能源法枠改革方案，自 ２０１７ 年起不再以政府指定价
格收购绿色电力，而是通过市场竞价发放补贴。 在这
样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光伏电站更容易降低成本，企业
在前期需要投入的更多，拍卖机制对大型公用事业来
说更受欢迎。 此外，绿证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推广。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市场电价＋绿证收
入”制度，通过一些可行的手段，进行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销售，减少政府的补贴，让更多人出于自愿目的来
消费可再生能源。 这些都值得中国借鉴。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阿根廷迈向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高查瑞 ３００ ＭＷ光伏电站项目
在今年 ４月正式开工，总工期约 １１ 个月。 这是阿根廷
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也是中阿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一
次成功合作。
阿根廷北部胡胡伊省高查瑞地区的克雅人信仰太

阳，太阳永恒普照、守护他们的家园。
然而，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高查瑞地区是阿根廷

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平均海拔超过 ４ ０００ ｍ，荒芜戈壁上偶有几株仙人
掌，大风吹过龟裂土地卷起阵阵风沙，人烟稀少，只有
羊驼在高原上肆意奔跑⋯⋯
克雅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向游客出售手工艺品和

可以缓解高原反应的草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离乡打
工。 当地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通
电。 高原上的村落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是用数字
指代。
中阿“一带一路”合作，帮助阳光照进克雅人的

生活。
高查瑞高原的日照资源极为丰富，全年平均日照

时数超过 ２ ５００ ｈ，胡胡伊省政府决定在这里建 １ 座光
伏发电站。 中阿双方在去年 ５ 月举行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签署合作文件，中国电建集团
和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标这一项目。
大约 １ 年前，高查瑞高原来了中国工程师。 光伏

电站项目的招聘信息传遍当地村落：工人工资半月一
结，上下班都有车辆接送，优先聘用周边居民。 招聘岗
位有技术工人、清洁工、杂工⋯⋯
罗克· 冈萨雷斯曾常年在外打工，现在是光伏电

站工地上的一名打桩工。 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自己稳
定的收入让 ３个儿子有了生活保障，目前工作 ２１ ｄ就
可回家和家人团聚一周，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
他很有干劲，觉得自己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以前，人们在高原上没有工作，年轻人因此离开

家乡。 我现在建设的光伏电站可以为整个胡胡伊省供
电，未来每个村子、每户人家都能通上电。”
在光伏电站项目工程师米卡埃拉· 戈尼的陪同

下，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高山间一块广阔的土地被平
整出来，９ ０００多根光伏支架矗立其上，第一批光伏板
已经架起。
戈尼介绍，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高查瑞 ３００ ＭＷ光

伏电站项目在今年 ４ 月正式开工，总工期约 １１ 个月。
这是阿根廷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也是中阿在清洁能
源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

“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可以创造约 １ ５００ 个就业
岗位，这大概是当地十几个村庄人数的总和。”戈尼说。
上海电建阿根廷光伏项目总工程师丁宗洪告诉新

华社记者，项目的建成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改善居民生活，还能改善当地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
境。 项目采用的先进光伏发电技术以及积累的高海拔
建设经验，对于阿根廷能源开发而言十分宝贵。 更重
要的是，中国高新技术正在加速走向世界，中国制造在
全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来源，新华网，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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