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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经济运行研究

潘　露，高鹏飞，李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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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的型式一般为 ＳＶＧ＋ＦＣ或全 ＳＶＧ。 本文针对北方大型风电场，通过全寿命周期经济及技术
方面的对比，对不同容量组合的无功补偿装置型式进行比较，选出合适的无功补偿装置组合型式，供风电场设计同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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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al Operation of the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Device
in Large-scale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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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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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的型式一般为
ＳＶＧ＋ＦＣ或全 ＳＶＧ，其容量普遍在 ２０ Ｍｖａｒ 以上。 大
型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由于其容量较大，可以采用的
型式组合较多，如何选取合适的无功补偿装置，不仅要
考虑风电场的初期投资，还要考虑后期风电场运行过
程中的可靠性及经济性。 文献［１］ 对小容量的 ＳＶＧ＋
ＦＣ组合与小容量的全 ＳＶＧ进行了全寿命周期的经济
比选［１］ 。 本文结合风资源情况，从全寿命周期经济运
行角度出发，对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型式的优化
配置进行了分析。

１　大型风电场常用无功补偿装置型式
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一般设置在中压母线上，中

压母线的电压等级通常为 ３５ ｋＶ，因此大型风电场无
功补偿装置的电压等级基本为３５ ｋＶ，其常用的无功

补偿方式大致分为两类［２ －７］ 。
第一类是集合式并联电容器组 ＦＣ（Ｆｉｌｔｅｒ Ｃａｐａｃｉ-

ｔｏｒ）。 并联电容器组一般由电容器、串联电抗器、避雷
器、断路器、放电线圈及相应的控制保护仪表装置组
成。 ＦＣ是静态容性无功补偿装置，只能产生容性
无功。
第二类是静止无功发生器 ＳＶＧ（Ｓｔａｔｉｃ Ｖ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相当于一个可以产生超前电流 ９０°或滞后电流
９０°的逆变器，同时，它带有自整流充电能力。 ＳＶＧ 可
以在感性和容性间快速连续动态调整，但其动态调整
步长一般为 ＳＶＧ总容量的 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可
以动态平滑调整。

３５ ｋＶ电压等级 ＳＶＧ目前根据 ＩＧＢＴ串联后的电
压等级划分为直挂式和降压式。 直挂式 ＳＶＧ的 ＩＧＢＴ
管串联后的线电压为３５ ｋＶ；降压式 ＳＶＧ的 ＩＧＢＴ管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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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后的线电压为 １０ ｋＶ，需要额外增加一台 ３５／１０ ｋＶ
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为 １０ ｋＶ 后连接 ＳＶＧ。 降压型
ＳＶＧ由于价格高、增加了变压器损耗，一般多应用于
无功补偿容量为 １０ Ｍｖａｒ及以下的风电场中。

３５ ｋＶ电压等级 ＳＶＧ 冷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风冷、空调降温、新风机组、水冷。 前几年，国内主要厂
家都采用风冷方案，即在进风口设置百叶窗，无功补偿
功率柜采用轴流风机直接将热量排出室外。 但是在运
行过程中，特别是湿度较大的山区风电场、海边盐雾较

大的风电场及存在凝露严重的风电场，由于进风口没
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水汽（或盐雾）、灰尘等大量进入
室内，造成无功补偿设备在运行中出现 ＩＧＢＴ 模块放
电等较多问题，影响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目前主流的无功补偿装置生

产厂家都在推广水冷方案。 在改造项目上，主要采用
空调方案以及新风机组方案。
对这些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如表 １所示。

表 1　无功补偿冷却方式技术经济比较

冷却类型 风冷方案 空调冷却方案 新风机组冷却方案 水冷方案

原理

采用风机通过空气循环，直
接将热量排出室外，能保证
９０％的热量排出室外

房间密闭，完全采用空调方
案降温，保证设备安全

与风冷方案类似，在进风口
处加装新风机组，能有效去
除水汽、灰尘等

房间密闭，采用水循环
直接冷却无功补偿模

块

耗能情况 耗能较小 耗能很大 耗能较大 耗能较小

造价 最低
ＳＶＧ本体造价较低，但空调
造价较高，总体较高

较高 较高

运行效果

能保证设备运行，但在湿度
大、凝露及污秽严重的地区
容易故障

效果较好 效果略好 效果较好

缺陷
不可避免的带来大量水汽

灰尘，经常造成设备故障

空调需要持续耗能，增加厂
用电，空调能耗基本与 ＳＶＧ
能耗持平

安装相对复杂，需要较大场
地布置

造价略高

　　在 ＳＶＧ容量不大的情况下，且当地气候条件较好
时（干燥，无凝露发生），一般可以选用空冷型 ＳＶＧ，其
容量在 １５ Ｍｖａｒ及以下，运行相对稳定。 在 ＳＶＧ容量
为 １５ Ｍｖａｒ以上时，由于其散热较大，进出风量需要较
大，运行可靠性降低。
空调冷却方案由于空调安装费用及后期运行损耗

费用较高，大容量 ＳＶＧ 一般不推荐采用，在容量较小
的情况下，可选择性采用。
新风机组冷却方案占地较大，其在环境条件较差

的区域具有一定优势，但需要频繁更换相关过滤元器
件，维护不便，大容量 ＳＶＧ不推荐采用。
水冷技术装置已经运行两年以上，经实践验证，其

运行环境适应性较高，后期维护工作量较小，故障率很
低，由于水冷系统冷却效果好，且冷却水管漏水问题基
本解决，其容量越大，散热效果相对较好，在大容量
ＳＶＧ中推荐采用。

３５ ｋＶ电压等级 ＳＶＧ根据本体 ＳＶＧ安装的位置，
可以分为户内式 ＳＶＧ和集装箱式 ＳＶＧ。 户内式 ＳＶＧ

需要单独的建筑空间即 ＳＶＧ 室，用于安装 ＳＶＧ 户内
部分，一般在北方极冷地区或环境条件恶劣（污秽、凝
露）地区采用；集装箱式 ＳＶＧ顾名思义，即其本体部分
全部安装在一个集装箱内，集装箱可以户外整体安装，
ＳＶＧ的本体散热、照明等由集装箱统一考虑。 户内
ＳＶＧ方案需要按照厂家要求进行房间的温湿度控制，
而集装箱方案安装调试较为方便，环境适应性较强，其
应用较为广泛。
综上分析，对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容量较大，

ＳＶＧ优先推荐采用直挂水冷式集装箱方案，也可以根
据现场实际的气象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采用能够
保证运维可靠性的其他方案。 ＦＣ 作为静态的容性无
功补偿装置，性能稳定，价格远远低于 ＳＶＧ，可以作为
动态 ＳＶＧ的一个补偿。

２　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容量估算
根据国家电网调（２０１１）９７４ 号文件：风电场应综

合考虑各种发电出力水平和接入系统各种运行工况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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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暂态、动态过程，配置足够的动态无功补偿容
量，且动态调节的相应时间不大于 ３０ ｍｓ。 同时，根据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对直接接入公共电网
的风电场，其配置的容性无功容量能够补偿风电场满
发时场内汇集线路、主变压器的感性无功及风电场送
出线路的一半感性无功之和，配置的感性无功容量能
够补偿风电场自身的容性充电无功功率及风电场送出

线路的一半充电无功功率。
由于风力机组在运行时额定功率因数可以保持在

－０．９５ ～０．９５，根据此特点，风力机组本身无需再进行
无功补偿，风电场的无功补偿主要集中在升压站主变、
３５ ｋＶ箱变、集电线路和送出线路无功损耗上。

按照以上原则，无功补偿容量应大于主变无功损
耗＋箱变无功损耗＋集电线路损耗＋５０％的送出线路
损耗。
大型风电场容量一般在 １００ ＭＷ 及以上，单台风

机容量以 ２．０ ＭＷ为主，箱变容量 ２．２ ＭＶＡ，电压等级
一般为 ３５ ｋＶ，经主变升压后电压等级一般为 １１０ 或
２２０ ｋＶ。 受 ３５ ｋＶ 母线额定电流限制（户内 ＫＹＮ －
４０．５开关柜选型），１１０ 或 ２２０ ｋＶ 升压变压器容量一
般选择 １００ ～１８０ ＭＶＡ左右。
本文以最为常见的北方大型风电场（主变容量为

１００ ＭＷ，升压站电压等级为 ２２０ ｋＶ）为例，进行无功
补偿容量计算如下［８］ 。
主变的无功损耗：
主变容量 １００ ＭＶＡ，I０％ ＝０．５％，Uｓ％＝１４％。

则△QＴ ＝△Q０ ＋△Qｓ （ S２ ／SＮ ２ ） ＝（ I０％） SＮ ＋

（Uｓ％）SＮ（S２ ／SＮ ２ ） ＝１４．５ Ｍｖａｒ
箱变的无功损耗：
箱变容量 ２．２ ＭＶＡ，I０％ ＝０．７％，Uｓ％＝６．５％。

则△QＴ ＝△Q０ ＋△Qｓ（S２ ／SＮ ２ ） ＝（I０％／１００）SＮ ＋
（Uｓ％／１００）SＮ（S２ ／SＮ ２ ） ＝０．１４６ Ｍｖａｒ

∑△QＴ ＝５０ ×△QＴ ＝７．３ Ｍｖａｒ
集电线路的无功损耗：
架空型集电线路消耗无功，电缆型集电线路由于

对地电容的存在，产生无功。 根据经验，１ ｋｍ 架空型
集电线路消耗的无功为 ０．０７ Ｍｖａｒ，１ ｋｍ 电缆型集电
线路产生的无功约为 ０．０４ Ｍｖａｒ。 北方大型风电场一
般采用架空型集电线路，每 １００ ＭＷ对应的架空型集
电线路约 ４５ ｋｍ左右，经计算，每台主变对应的集电线
路消耗无功约为 ３ Ｍｖａｒ。
送出线路的无功损耗：

２２０ ｋＶ送出线路消耗的无功为 ０．１ Ｍｖａｒ／ｋｍ，送
出线路长度一般不小于 ２０ ｋｍ，计算无功损耗为
２ Ｍｖａｒ。

因此，单元主变对应的无功补偿装置容量约为
１４．５ ＋７．３ ＋３ ＋２／２ ＝２５．８ ＭＶａｒ，取无功补偿容量为
２５ ＭＶａｒ。

固定无功损耗容量计算：
正常运行时，主变及箱变的空载电流消耗的无功

损耗为固定损耗，主变及箱变对应的短路阻抗负载无
功损耗为可变损耗，架空型集电线路及送出线路的无
功损耗为可变损耗（随负荷变化）。
则单台变压器单元固定无功损耗约为：０．５％ ×

１００ ＋０．７％ ×２．２ ×５０ ＝１．２７ Ｍｖａｒ，取固定无功损耗
约为 １．５ Ｍｖａｒ。
基本不变的无功损耗可由 ＦＣ 进行固定补偿，随

负荷变化的无功补偿负荷由 ＳＶＧ进行动态调整，在有
负荷的时候，减少 ＳＶＧ 的运行功率，在无负荷的情况
下，如调度无相关指令，ＳＶＧ可不投入运行。
根据以上分析，可拟定以下三个方案：
方案一：采用全 ＳＶＧ，ＳＶＧ 容量为 ２５ Ｍｖａｒ；方案

二：采用 ＳＶＧ＋ＦＣ，其中 ＦＣ的容量仅需满足固定无功
损耗的容量，即 ＦＣ 容量为 １．５ Ｍｖａｒ， ＳＶＧ 容量为
２３．５ Ｍｖａｒ；方案三：采用 ＳＶＧ ＋ＦＣ，ＦＣ 的容量适当增
大，按不大于总无功补偿容量的 ２０％选取（ＦＣ 容量过
大，后期运维时 ＳＶＧ 需要发出感性无功平衡 ＦＣ 固定
容量，不经济）。
若采用全 ＳＶＧ 方案，ＳＶＧ 全年挂网；若采用 ＳＶＧ

＋ＦＣ方案，ＦＣ长期挂网，ＳＶＧ 作为动态调整的部分，
在长时间段无风期间，可根据调度指令退出运行。 考
虑到调度指令的不确定性，在进行方案比选阶段，按
ＳＶＧ和 ＦＣ均为全年挂网，在 ＦＣ容量大于所需容性无
功的情况下，由 ＳＶＧ发出感性无功对其平衡。

３　风频威布尔分布及风力发电机功率
曲线

　　风速频率是指某一风速段的观测次数占总观测统
计次数的百分比。 风电场风速频率曲线一般符合威布
尔分布，其二参数概率密度函数用下式表示：

f（v） ＝K
A （

v
A ）

K －１ｅｘｐ［ －v
A ）

K］ （１）

式中：f（v）为概率密度函数，表示风速为 v时的风速频
率；A为尺度参数；K为形状参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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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不同，威布尔分布函数中的尺度参数 A 和
形状参数 K也不同。
风速表征单位时间内空气移动的距离，风能表征

空气运动产生的动能，风速 V与风机捕获的能量 P之
间的关系可用公式（２）表示：

P＝１
２ ρSV３ （２）

式中：ρ为空气密度；S为风机扫风面积。
风力发电机组是把风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其转

化过程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通过风机叶片及
附属设备将风能转换为旋转机械能，第二个过程是通
过发电机及其附属设备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在这两
个转化过程中，必然存在一部分能量以热能或其他方
式的能量损耗，在这里引入机组利用效率 Cp：

Cp ＝
Pｏｕｔ

１
２ ρSV３

（３）

对应不同的风速 V 及其对应的输出功率 Pｏｕｔ，机
组的效率略有变化。 风机厂家一般都有对应机组的功
率曲线，表征不同风速时的净出力。
本文为简化计算，将风速按区间统计，将风频曲线

分段统计，用以计算无功补偿装置投产后的损耗。

４　全寿命周期经济比选

4．1　初始投资比较

对第二节中的三个方案进行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比

选，ＳＶＧ拟采用 ３５ ｋＶ直挂水冷户外集装箱方式，容量
为 ２０ Ｍｖａｒ／２３．５ Ｍｖａｒ／２５ Ｍｖａｒ的价格（含土建及安装
费）分别为 ２２０万／２５０万／２６０万；３５ ｋＶ户外 ＦＣ容量
为 １．５ Ｍｖａｒ／５ Ｍｖａｒ的价格（含土建及安装费）分别为
１６万／２５万；３５ｋＶ户外 ＦＣ 配套 ３５ ｋＶ开关柜价格为
１５万。

方案一初始投资为 ２６０ 万元，方案二初始投资约
２８１万，方案三初始投资约为 ２５１万。

4．2　后期运行电能损耗

三种 ＳＶＧ的损耗参数见表 ２。
ＦＣ容量为 １．５ Ｍｖａｒ／５ Ｍｖａｒ 的损耗（含电容器及

Ｈ３支路滤波电抗器等）分别为 １４．２ ｋＷ／２２ ｋＷ。

4．3　简化计算假设条件

利用文献［１］中相应条件，对 ２ ＭＷ的风机，将输
出功率分为五档，０ ～２５０ ｋＷ、２５０ ～７５０ ｋＷ、７５０ ～
１ ２５０ ｋＷ、１ ２５０ ～１ ７５０ ｋＷ、１ ７５０ ～２ ０００ ｋＷ，对应的

表 2　SVG损耗参数表

容量

２５ Ｍｖａｒ
输出／％ ±０ N±２５ *±５０ 痧±７５ 5±１００ 憫
损耗／ｋＷ ２５ 蝌．００ ５７ 8．８８ １３３ 敂．９１ ２１３ 儋．８７ ３０２  ．５０

容量

２３ 噰．５ Ｍｖａｒ
输出／％ ±０ N±２５ *±５０ 痧±７５ 5±１００ 憫
损耗／ｋＷ ２３ 蝌．５０ ５４ 8．４０ １２５ 敂．８８ ２０１ 儋．０３ ２８４  ．３５

容量

２０ Ｍｖａｒ
输出／％ ±０ N±２５ *±５０ 痧±７５ 5±１００ 憫
损耗／ｋＷ ２０ 蝌．０１ ４６ 8．３０ １０７ 敂．１３ １７１ 儋．０９ ２４２  ．００

风速段分别约为：０ ～５．５ ｍ、５．５ ～７．５ ｍ、７．５ ～８．５ ｍ、
８．５ ～９．５ ｍ、９．５ ～２５ ｍ。 根据南方区域已做多个风电
工程的风速威布尔分布曲线，加权平均统计后，以上 ５
个风速区间的频率分布分别约为 ４５％、２０％、１０％、
１０％、１５％；根据北方区域已做多个风电工程的风速威
布尔分布曲线，加权平均统计后，以上 ５个风速区间的
频率分布分别约为 ３０％、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为
使计算完整，暂以北方区域某风电场平均风速频率分
布为例，进行计算。
实际的风电场无功需求容量应可简化为公式ΔQ

＝３I２X＋ΔQ０ ，其中ΔQ０ 为固定补偿容量；３I２X为无功
补偿可变部分；X为风电场电气系统等效感抗；I 与系
统等效电流风电场输出功率成正比，故无功补偿可变
部分与风电场实时发电容量的平方成正比。

4．4　无功补偿装置损耗计算

根据以上条件，算得不同风速频段无功补偿装置
的平均损耗见表 ３。
从表 ３可以看出：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的加权

运行损耗功率为 １２０．１３ ｋＷ／１１７．８ ｋＷ／１１３．８５ ｋＷ，
方案三的损耗最小，方案二次之，方案一较高，主要是
因为 ＦＣ 的损耗率小于 ＳＶＧ 的损耗率，且 ＦＣ 容量不
大，没有太多 ＳＶＧ 的反向功率，若继续增大 ＦＣ 的容
量，则由于 ＳＶＧ的反向无功容量太大，导致在小风速
时候损耗较高，全年加权损耗增大。
考虑风电场各种因素发电量折减，综合折减系数

按 ０．７５考虑。 方案一较方案二无功补偿的全年损耗
差值为：２．３３ ｋＷ×８ ７６０ ｈ· ０．７５ ＝１．５３万 ｋＷ· ｈ；方
案一较方案二无功补偿的全年损耗差值为：３．９５ ｋＷ
· ８ ７６０ ｈ×０．７５ ＝２．５６万 ｋＷ· ｈ；对北方区域风电场
进行以上分析，以假定北方区域风电上网电价 ０．４５
元／ｋＷ· ｈ，则方案二较方案一每年可节省电能损耗价
值约 ０．６８８万元，方案三较方案儿每年可节省电能损
耗价值约 １．１５万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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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无功补偿装置损耗计算表

风速段／（ｍ· ｓ －１） ０ ～５ 妹．５ ５ 篌．５ ～７．５ ７ 圹．５ ～８．５ ８ 妹．５ ～９．５ ９ 侣．５ ～２５

频率分布／％ ３０ 侣２０ *１０ 拻１０ z３０ b
风电场输出功率／ｋＷ 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７５０ 2７５０ ～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０ ～１ ７５０ N１ ７５０ ～２ ０００ 6
无功输出／Ｍｖａｒ １ 貂．５ ～１．８６ １ 葺．８６ ～４．８ ４ �．８ ～１０．６７ １０ �．６７ ～１９．５ １９ 儋．５ ～２５

方案一

损耗／ｋＷ

ＳＶＧ ２９  ．１ ～３０．７ ３０ 篌．７ ～５１．１ ５１ 蝌．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２２０ 照．２ ２２０ ǐ．２ ～３０２．５

平均值小计 ２９ 敂．９ ４０ f．９５ ８０ N．５５ １６５ c．１ ２６１ 4．３５

频率加权 ８ g．９７ ８ O．１９ ８ !．０５５ １６ 6．５１ ７８  ．４０５

合计 １２０ d．１３

方案二

损耗／ｋＷ

ＳＶＧ ２３  ．５ ～２３．８ ２３ !．８ ～３７ ３７ ～８９ 眄８９ ～２０２ 祆２０２ ～２８４ 浇．５

ＦＣ １０ 敂．８ １０ |．８ １０ d．８ １０ L．８ １０ 4．８

平局值小计 ３４ ~．４５ ４１ |．２ ７３ d．８ １５６ c．３ ２５４ 4．０７

频率加权 １０ g．３３５ ８ O．２４ ７ 7．３８ １５ 6．６３ ７６  ．２２

合计 １１７ {．８

方案三

损耗／ｋＷ

ＳＶＧ ３６  ．５ ～３３．８ ３３ 篌．８ ～２０．５ ２０ 圹．５ ～５５．５ ５５ 谮．５ ～１６５ １６５ ～２４２ 觋
ＦＣ ２２ 侣２２ *２２ 拻２２ z２２ b

平局值小计 ５７ ~．１５ ４９ f．１５ ６０ 拻１３２ L．２５ ２２５ K．５

频率加权 １７ g．１４５ ９ O．８３ ６ {１３  ．２２５ ６７  ．６５

合计 １１３ d．８５

５　效益分析

由第二第三节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方案一、二、三
的初始投资分别为 ２６０ 万元，２８１ 万元和 ２５１ 万元；以
方案一为基准，其差额投资及差额损耗收益如表 ４。

表 4　效益对比表

方案 投资差额／万元 损耗经济差额／万元

方案一 ０ 侣０ d
方案二 ２１ 儋－０ 8．６８８

方案三 －９ 耨－１ 8．８３８

　　由表 ４ 可以看出，方案一较方案二少投资 ２１ 万
元，每年可节省 ０．６８８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约 ３０．５
年，很明显，方案一优于方案二；方案三较方案二少投
资 ９ 万元，且每年可节省 １．８３８万元，很明显方案三优
于方案一。
显而易见，从经济上进行全寿命周期的比选，方案

三优于方案一，方案一优于方案二。

６　其他运行优劣分析
在无功补偿装置型式选择上，如单台主变对应一

套 ＳＶＧ装置，则 ＳＶＧ装置一旦发生故障（目前 ＳＶＧ的
故障率在湿度较大或凝露严重的地区较为普遍，一般
年故障率在 ２ 次／年左右，故障率为 ２％），风电场如持
续运行，在风机发电运行状态，由于功率因数或电压不
能满足要求，电网侧可能会按无功电量进行一定的罚
款；在风机停机状态，风电场作为用户端，从电网侧下
电，由于升压站主变及箱变固定无功损耗的存在，使得
电网侧需要额外提供感性无功电量，此时的有功需求
不大，功率因数低至 ０．２ ～０．４ 很正常，由于功率因数
不合格也会导致罚款。
如单台主变对应 ＳＶＧ ＋ＦＣ 型式，在 ＳＶＧ 故障的

情况下，ＦＣ单独挂网可以一定的运行时间内满足风电
场无功功率要求。 在风机发电运行状态，可以在 ＳＶＧ
停运期间支持风电场继续运行，可减少罚款额度。 在
风机停机状态，站用电继续运行，由于ＦＣ的存在，可

（下转第 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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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工作在电力生产管理中既是基础，又是核心。 运维生产管理模式是否科学、合理，事关风光
新能源场站电力生产的安全、经济、效率及效益的问题。 紧密结合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实际，对传统运维分离模式的管
理现状和存在的弊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安全生产及管理优势的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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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
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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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形势日
益严峻，能源结构转型迫在眉捷。 从 １９８６年国内第一
个风电场在山东荣成并网发电，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我国首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国投敦煌 １０ ＭＷ
光伏发电站投产运行，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
机 １．６４ 亿 ｋＷ，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１．３ 亿 ｋＷ，国内风
电及光伏装机容量双双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风光新能
源经历 ３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创造了“中国速度”，
更为全球风光新能源发展探出了“中国路径”，给出了
“中国方案”。
但是，在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管理方面，尤其在运

维模式上，各公司各场站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还没有
一个成熟的、相对高效、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效率，同时也潜藏着
诸多安全风险。 所以，对于我国风光新能源持续平稳
发展而言，探索一种高效、安全、可行的运维管理模式
已然十分必要。

１　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模式现状分析

1．1　现状
目前，大部分风光新能源场站的电力生产管理都

沿袭了大型水（火）电厂（站）运维分离模式，即专业机
电运行与专业机电检修维护分设，而专业机电检修维
护又细分为若干专业班组。
机电运行人员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全场站所有

电气、机械设备运行状况的监视、调整及其运行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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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倒闸倒换操作；所有需停电检修维护的相关设备
的停电停运操作及相应安全措施的设置，即 做好“四
隔四防”：隔断电源、隔断油源、隔断水源、隔断气源，
防触电、防伤害、防误碰、防误动；全场站所有电气设
备、机械设备日常巡检；机电设备故障或事故的排查、
分析与处理；所有电气、机械设备的运行技术分析、经
济分析及其他统计分析，并填报各种相应分析报表。
检修维护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所辖机电

设备运行状况定期巡检、日常维护；故障检查分析与处
理；计划性检测、检修、预试；技术改造升级；所辖机电
设备备品备件管理。

1．2　运维分离管理模式的适应性
对于大型水（火）电厂（站），运维相互分离模式的

存在有其必要性。 大型水（火）电厂（站））不仅总装机
规模大，单机容量也较大（从几万到上百万千瓦），其
输出电压等级高，电流大，输出功率大，各个系统（主
辅机、发输变、配电、油气水、控制测量及信息自动化
等）结构复杂且设备种类繁多，各种设备结构、工作及
控制原理千变万化又紧密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
论哪个系统哪种设备出现大小故障，如果不能正确及
时处理，不仅可能严重损坏机电设备本身，更有可能严
重危及电网安全。 这就要求机电运行人员必须熟悉各
类系统各种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发电厂及电
网运行的各类管理规程；并具有较高的故障、事故分析
判断和处理能力。 对于检修维护人员，为了保证设备
健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仅必须熟练掌握
所辖机电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
具有精准的故障、事故分析判断能力和精良的处理修
复能力。 所以大型水（火）电厂（站）的运行和维护人
员都工作任务重、责任大，素质要求较高，运维分离管
理模式更能满足高度系统性、复杂性的需求。
但国内大型风力发电场单机容量尚未超过

１０ ＭＷ，光伏发电单元则更小，场站总装机容量
２００ ＭＷ以下占绝大多数，按水（火）电厂（站）的规模
标准衡量，只能算小微规模场站，发电系统构成简单，
控制系统和设备种类较少、相互间联系相对松散，单个
场站运维人员相对较少，运维管理仍全部套用大型发
电厂（站）模式，显然不合适。

1．3　运维分离模式现状存在的优劣利弊
运维相互分离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由于运维严

格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和需
要掌握的技能都相对较少，则熟练员工的培育周期短，
成长成熟快。 机电运行人员与设备检修维护人员工作

界面清晰，工作职责明了，各专业管理相对简单易行。
但其劣势却更为突出，一是工作效率长期低下。

主要表现在，因分工不同以及检修维护人员各自的专
业局限性，对机电设备运行的相互关联缺乏了解，缺乏
系统整体意识，常常导致在日常生产工作中，运行人员
与检修维护人员对于某项工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
展开该项工作所需的前提条件、安全措施等发生分歧，
争执不休。 以致反复沟通、来回修改和层层审核，极大
地拖延了工作票手续履行速度、延迟了工作进度、降低
了工作效率。
二是，工作量饱和度较差，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浪

费［１］ 。 对于发电企业而言，电力生产主要包括机电运
行和机电设备检修维护。 相当多的运行操作和检修维
护工作需相互配合，即机电设备检修维护工作需要由
机电运行人员完善一定的安全措施设置后才能进行；
或运行操作工作则需要相关机电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

全面结束后才能进行。 所以，很多时候存在着检修维
护人员与机电运行人员相互交叉等待的情况，日工作
量饱和度不高，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由于风光新能源
场站存在面广分散以及进入大发电期维护工作量急剧

减少的特点，这种浪费情况更为突出。
在运维分离生产管理模式下，不乏新能源场站实

际运维工作中，为了避免运行人员与检修维护人员相
互交叉等待造成人力资源和时间上的浪费，而采取在
相关工作票中注明“安措检修自理”等投机取巧的办
法。 不严格规范执行操作票制度，不填写设置相应安
措的操作票，没有严格的安措执行顺序、没有严格的职
责分工，很大程度上存在检修维护人员嫌麻烦不做安
措或不做到位或不做彻底等安全隐患；存在检修维护
人员随心所欲、敷衍了事，或执行顺序严重错误导致设
备损坏甚至人员伤亡事故等安全隐患。
三是设备故障处理、恢复不及时，降低机电设备可

利用小时数和利用率。 由于机电运行人员与检修维护
人员作息时间不完全同步，在机电设备发生大小故障
时，机电运行人员只做简单故障隔离，彻底深入的分析
处理，一概等检修维护人员到场再做，相关机电设备甚
至主设备无奈长时间陪停，严重降低设备可利用小时
数和利用率，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效率与效益。
四是不利于员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由于专业分工

的局限性以及工作实践机会的限制，机电运行人员对
包括一、二次机电设备的检测、预试、检修维护知识知
之甚少，同时因学而无用便缺乏深入了解学习的动力；
反之，检修维护人员对机电设备运行知识和技能也存
在同样的情况。 这就导致员工虽然工作量不饱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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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面较窄、工作技能单一、综合素质不高，同时又缺
乏自我提升的动力。

２　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一体化生产管
理模式初探

2．1　运维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概念
针对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分离管理模式存在诸多

弊端的情况，经过对大量生产实践的调研分析，提出运
维一体化管理的解决方案。
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一体化模式是指，对传统分

离模式中隶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的不同专业班组（机电
运行与机电设备检修维护）进行优化整合，整合后成
为同类专业班组，承担机电运行与机电设备检修维护
的双重责任；再通过优化作业流程、优化资源配置，严
格过程控制，严格职责分工、严格考核制度，确保电力
生产安全有序、稳定高效，实现人力资源效能的相对最
大化［２］ 。
具体来说，风光新能源场站电力生产人员不区分

运行和检修维护，每个电力生产人员既是机电运行人
员又是机电设备检修维护人员，既要掌握机电运行知
识，又要掌握机电设备检修维护知识；既要具备机电运
行技能，又要具备机电设备检修维护技能。 而作为一
个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人员，首先必须熟练掌握场站
机电设备的组成、结构、作用、原理、性能、控制和联系，
熟练掌握机电运行技能和机电运行管理知识，这是一
个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人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更是最基本门槛要求。 同时至少熟练掌握一个细分专
业机电设备试验、检测、故障分析处理、检修维护技能，
这是一个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人员应具备的最根本的

素质、最具存在的价值。 总之，就是通过优化整合，培
育和打造“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复合型电力生
产者和管理者；培育和打造一支人员精简，技能精湛，
业务精干，能运、能维、能检，运必精益，维必精细，检必
精良的高素质电力生产队伍。

2．2　运维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优劣利弊
首先，风光新能源场站实行运维一体化电力生产

管理模式，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运维一体，能较好
地解决因工作专业的局限性而导致的知识面狭窄、工
作技能单一、缺乏系统整体意识等弊端，也消除了拖
延、推诿、扯皮的环节，进而加快了履行工作票手续的
速度，促进了工作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于需要事
先执行的诸如停电、隔离、装设接地线等安全措施的户
外工作，优势更显著。 无论风电场还是光伏场站，单个

场站总装机容量不大，但都覆盖面广且分散。 光伏场
站光伏电池组件覆盖面积小者几百亩，大者上千亩甚
至超万亩；风电场覆盖面积更大，离控制楼最近的风电
机组在千米左右，最远的可达十多公里甚至数十公里
之远。 对于这类户外检修维护工作，按照运维分离的
做法是，先由机电运行人员执行布置安措的操作票，安
措布置妥善之后，再由检修维护人员履行相应的工作
票手续，之后才能到现场进行相应的检修维护或故障
处理工作，如此一来二去，势必造成工作过程时间上极
大浪费，同时也伴随着人力资源及财与物的浪费。 实
行运维一体，就可由同一组运维生产人员以一条龙的
工作方式进行安措布置→检修维护或故障处理→恢复
运行等工作，在减少人力资源以及财与物浪费的同时，
大大缩短整个工作过程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运维一体会大幅降低人力资源的占用，增加

工作量饱和度，较大幅度节约人力成本，提升效益。 如
果严格按照传统的运维分离，在确保安全，确保员工休
假权益条件下，要有效展开最基本的运维生产活动，一
个新能源场站无论容量大小，每天最少应有机电运行
人员 ５人、机电设备检修维护人员 ２ 人共 ７ 人在岗。
其中，三个机电运行人员负责早、中、夜班机电运行倒
班值班；两个机电运行人员负责场站机电设备日常巡
检，负责设备倒换倒闸、安措布置、故障排查隔离等操
作（假设所有操作事项都在白天），其中一人担任操作
监护人、一人担任操作执行人；两个机电设备检修维护
人员（最少工作人员组成要求）负责场站机电设备的
检修维护、故障排查处理工作，其中一人担任工作负责
人、一人担任工作成员。 风光新能源场站点多面广、荒
芜偏远这一特点决定了场站电力生产运维人员只能采

取集中上班集中休假的作息方式，而法定年人均节假
日大约 １２０ ｄ左右，即一年内大约 １／３ 的时间是休息
日，所以，每天场站实际在岗的电力生产人员应大约为
场站所配置电力生产人员总人数的 ２／３ 左右。 因此，
无论一个新能源场站装机容量大小，可持续展开电力
生产的最少人员配置应是 ７ ÷２／３≈１１（人）。 实行运
维一体，场站无需配置专业机电运行人员，每天实际在
岗人员可减少 ２ 人，原来需要至少 ４ 人协作才能完成
的故障隔离与处理或检修维护工作，只需要 ２ 人一条
龙式进行安措布置→检修维护或故障处理→恢复运行
等工作就可以顺利完成，一个场站可持续展开电力生
产的最少人员配置就可以减少到 ５ ÷２／３≈８（人），节
省人力大约 ２７％。
而且，风光新能源场站实行区域大集控是大势所

趋，一般而言，机电设备检修维护人员与机电运行人员
８



张继平：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管理模式初探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的配备比例大约为 ２．５∶１，实行区域集控的集团公司
或分子公司，在运维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下，场站现场
可以节省电力生产人力资源大约 ２８％。
再者，有利于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实行运维一体，

作为一个电力生产人员，既要掌握专业机电运行知识
与技能，又要掌握专业检修维护知识与技能。 即既要
熟练掌握场站全部机电设备的组成、结构、作用、原理
和联系，熟练掌握故障或事故分析与正确处理技能；又
要熟练掌握各系统及各种设备故障的查找与分析、消
除与修复，诊断与校验、检测与预试技能。 因此，可极
大拓宽运维人员的工作面、知识面，提高员工的综合
素质。
另外，电力生产的安全更有保障。 由于运维一体，

要求每一位电力生产人员全面掌握电力生产运维技

能，增强了全员“会安全，能安全”的安全能力，安全风
险辨识与控制能力增强，大大提高了安全生产的保障
系数。
实行运维一体生产管理模式的唯一难点是，对每

个电力生产员工的安全意识、工作责任心、工作技能要
求较高；对每个电力生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
平要求更高。 如此，一个成熟合格的电力生产员工和
电力生产管理者的培育和成长周期相对较长。

３　运维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下电力生
产安全控制与保障

3．1　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安全培训，增强安全意识

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素质，素
质决定命运。 有统计数据显示，９８％的事故是因为不
安全行为导致，而人为因素中，安全意识薄弱因素占比
９０％左右［３］ 。 因此，必须利用各种途径和形式，持续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宣传引导，不断加强安全文化
建设，营造安全文化氛围，增强运维人员安全意识，提
升安全技能，自觉规范安全行为，保障生产安全。

3．2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使作业有秩序，过程有
标准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彻底改变“一个师傅
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馨”的传统做法。 建立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以
细化作业流程为基础，以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为指导，推
进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安全管理。 严厉排查治理生产
安全隐患，严格监控重大危险源，建立健全预防机制，
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的要求，使人、机、物、环境处于良好和谐状态，并持续
改进。 全面深化本质安全，增强人员安全素质、提高装
备设施水平、改善作业环境、强化岗位责任落实，切实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
工作的长效机制。

3．3　严格执行操作票与工作票制度

“工作票和操作票”［４］的管理与执行是包括安全

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制度等一切安全管理活动的落脚
点，是最末端、最关键、最具实效的安全防线。 一直以
来，“两票”的管理与执行分属运行和检修维护两个不
同管理部门职责。 传统观点认为只有这种分离管理方
式，才能保证“两票”的严肃性、正确性，这其实是一个
认识误区，是一种不切电力生产实际的传统和惯性思
维。 能否保证“两票”的严肃性，执行是否到位、彻底、
正确，主要取决于执行人的安全意识、工作态度和工作
责任心。 在运维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下，为切实保障
“两票”的严肃性，保证“两票”执行得认真彻底、规范
正确，必须更加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与工作票制度，更
加加大“两票”的执行力度，更加严格规范“两票”的执
行流程。
第一，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操作票和工作票制度，

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工作流程，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
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严格“两票”履行和执行人员的资格准入门

槛。 操作票操作人、操作监护人、工作票签发人、工作
票许可人、工作负责人、工作成员都必须经过充分的安
全意识教育，经过规范的安全技能培训，经过严格的安
全规程考试并合格，确保每个“两票”履行和执行人有
强烈的安全意识，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娴熟的安全技能。
第三，“两票”执行中采用“一人一票、交叉负责”

的工作负责制。 这是指由同一组人员进行一条龙式工
作时，实行担任操作票监护人者不担任相关工作票负
责人；担任工作票负责人者不担任相关操作票监护人，
以使职责分担，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尤其在仅有 ２人
开展一条龙式工作时，只有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交叉
负责”的工作负责制，才能切实保证“两票”的严肃性，
保证“两票”执行的认真彻底、规范正确， 为生产安全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全国范围内装机容量 ５ 万 ｋＷ 以下的小

微型风光新能源场站，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践行 “运维
一体化”电力生产管理模式。 这些小微型场站大多配
置电力生产运维人员８人左右。人力资源紧凑，资源

（下转第 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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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溪河水电站
库首右岸四围坪河间地块岩溶渗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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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淋溪河水电站库首右岸四围坪河间地块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广泛，地层岩溶结构复杂，野外地质调查和勘探以及物
探测试证实地块内主要分布三个岩溶地下水系统，地块北、西、南侧存在地下水分水岭，地块南侧分布相对隔水岩层，但
存在渗漏通道，经工程防渗措施处理后在水库蓄水情况下该河间地块内不可能产生向库外渗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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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Karst Leakage in Siweiping Interstream Land Block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Reservoir Head of Linxihe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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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 ｒｏｃｋ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ｕ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ｘｉｓｔ．Ｔｈｕ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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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溇水是澧水上游的最大支流，地跨湘、鄂两省，水
能蕴藏量丰富。 拟建淋溪河水电站位于溇水与淋溪河
交汇处峡谷谷口溇水河段，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
２９３．００ ｍ时，河流回水至上游江坪河水电站坝址处。
拟建淋溪河水电站坝址及库区多碳酸盐岩分布，岩溶
较发育，库首右岸受南侧淋溪河和北侧大洞溪支流的
切割形成四围坪河间地块，该河间地块岩溶渗漏问题
是影响坝址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１　四围坪河间地块地形地质环境
四围坪河间地块是一规模较大的岩溶洼地，地块

范围北至溇水右岸大洞溪支流，东至溇水、南至淋溪
河，西至马鞍会一带，平面形态近方形，其长（宽）在

２．２ ～２．８ ｋｍ之间。
河间地块内碳酸盐岩发育，主要发育地层详见

表 １。
四围坪河间地块主要发育褶皱为东山峰～堰塘湾

（四围坪）背斜，背斜轴走向为 Ｎ４５°～５０°Ｅ，总体上北
西翼产状 ２８５°～３２５°∠３０°～４５°，南东翼产状 １３０°～
１６０°∠２５°～５５°。 背斜长度约 １５ ｋｍ，该背斜贯穿整个
四围坪河间地块。 背斜轴部岩层产状呈平缓状，但裂
隙极为发育，部分发育成张裂隙（断裂）；两翼裂隙距
离背斜轴部越远，数量相对越少，但牵引从属褶曲发
育。 主要发育断层有 Ｆ２８５、Ｆ３１６、Ｆ３３４、Ｆ３３６、Ｆ３４０、
Ｆ３４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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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围坪河间地块地层简表

地层系统

界 系 统 组
代号 岩性特征

古

生

界

奥

陶

系

上统 临湘组 Ｏ３ l 灰色瘤状泥灰岩

中统
宝塔组 Ｏ２ b 灰色、浅紫色厚层龟裂纹灰岩

牯牛潭组 Ｏ２g 浅紫红色厚层龟裂纹灰岩

下统

大湾组 Ｏ１d 紫红色中层瘤状泥灰岩、泥质灰岩夹灰绿色瘤状泥灰岩

红花园组 Ｏ１h 灰色厚层结晶灰岩，有少量白云质燧石团块

分乡组 Ｏ１ f
下部灰色厚层生物碎屑灰岩、页状泥灰岩，含磷；上部灰岩及少量薄层页状白云
岩，硅质页岩

南津关组 Ｏ１n
上段：灰色巨厚层粗（亮）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下段：上部灰色中厚层状含磷灰
岩，夹白云岩，含燧石团块；中部灰色～深灰色厚层灰岩，含磷生物灰岩，含燧石
团块夹页岩；下部浅灰～灰色中厚层状致密结构灰岩，底部砂质灰岩、泥灰岩

寒武系 上统 三游洞群 ∈３ sn
上部浅灰色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灰岩，含少许灰黑色燧石条带；下部深灰
色黑色块状白云岩夹灰质白云岩及灰岩

２　岩溶地质

2．1　岩溶层组
四围坪河间地块内主要分布岩溶地层为寒武系上

统三游洞群（∈３ sn）和奥陶系下统南津关组（Ｏ１n）、分
乡组（Ｏ１ f）、红花园组（Ｏ１h）以及奥陶系中统牯牛潭组
（Ｏ２b）碳酸岩岩层。

2．2　主要岩溶类型
岩溶是水对可溶岩的化学溶解作用与机械破坏作

用以及由于这些作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与形态的总

称［１］ 。 研究区的岩溶地貌类型主要有岩溶洼地、深切
沟谷、落水洞、漏斗、竖井、水平溶洞以及各种小型溶沟
溶槽、岩溶裂隙等，这些岩溶形式与地下岩溶管道、地
下河以及岩溶泉等相互连通，构成了研究区三维岩溶
发育系统。

１）岩溶洼地。 位于四围坪河间地块中部四围坪
小学一带，呈北西至南东向，基本上沿 Ｆ３４０ 断裂走向
发育，其长轴长约 ８５０ ｍ，短轴最宽约 ２８０ ｍ、最窄处仅
约为 ６５ ｍ，洼地边缘最高高程为６００ ｍ，最低高程为四
围坪小学旁高程为 ５６１．０ ｍ 的 ３４７ 号落水洞，长轴方
向的坡降约为 ７．５％ ～１２％，短轴方向坡降为 １５％ ～
２５％。 其长轴两端分别发育有多个长、短轴在几十至
上百米大小的小型洼地，整体呈串珠状发育。 该洼地
中发育有多个落水洞，洼地底部凹凸不平，多基岩出

露，部分落水洞洞口可直接见到，呈多个 Ｖ型漏斗状；
２）深切沟谷。 四围坪河间地块研究区内发育有

多条深切沟谷，构成了河间地块的地表水排泄网；
３）落水洞、漏斗、竖井。 据调查，研究区河间地块

垂直岩溶（落水洞、漏斗、竖井）共４９个（见表 ２），主要
分布于河间地块谷地中以及谷地两侧地区，５００ ～
６５０ ｍ高程段 ３０个，６５０ ～７５０ ｍ高程段 １９个，尤以奥
陶系下统南津关组（Ｏ１n）地层岩溶最为发育。 除位于
四围坪小学旁的 ３４７ 号落水洞常年有水流入外，其余
垂直岩溶大部分为无水干洞或仅有季节性水流入。 垂
直岩溶绝大多数顺断层或裂隙发育，其方向和规模受
构造控制，洞口规模从几平方米至上百平方米不等，此
类垂直岩溶发育深度较大，无充填，且多通向地下岩溶
管道系统；
表 2　四围坪河间地块不同高程及地层垂直岩溶分布特征

地形标高段

／ｍ
高程段发育

数量

各地层发育

个数
发育地层

５００ ～６５０ b３０ e
３ |Ｏ１ f

９ |Ｏ１h

１８ 摀Ｏ１n

６５０ ～７５０ b１９ e
１ |Ｏ２g

３ |Ｏ１ f

１５ 摀Ｏ１n

合计 ４９ e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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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水平溶洞。 河间地块内主要有硝洞、四围坪无
名洞、大洞溪无名洞、十二拐洞等。 四围坪河间地块地
下岩溶洞穴主要有以下发育特征：

①洞穴水平发育方向，主要为北东向（Ｎ１０°～４５°
Ｅ）和南东向（Ｓ１４０°～１６０°Ｅ），与河间地块内两个主构
造方向（Ｎ１０°～３０°Ｅ、Ｓ１２０°～１５０°Ｅ）基本一致。 在局
部部位上，洞穴呈顺岩层倾向、走向、或倾向和走向二
者兼具的模式发育；

②洞轴线方向上具有梯级发育特征，在顺岩层倾
向、走向发育洞穴中更具明显，洞穴轴向顺岩层倾向台
阶状发育，或顺岩层倾向下台阶后再顺岩层走向发育。
该特征反映了早更新世以来，长江深切，排泄基准面下
降，河间地块地下水遭受强烈袭夺，水位急剧下降的变
化模式，在其作用下，洞穴形成了以岩层倾向和走向两
个方向发育的特征。 最终，不同高程洞穴发育贯通形
成洞穴系统；

③地下水补给有较大的坡降，并由高处及分水岭
地带的洼地、漏斗、落水洞等进行补给。 补给连接通道
主要为大型裂隙或管脉状岩溶小管道，具有快速补给
快速排泄的特征；

④洞穴沉积物如钟乳石、石笋等不发育；但高位洞

穴、裂隙中有风化残余粘土沉积，如硝洞、四围坪无名
洞洞穴；

⑤洞穴形态上，具有多层结构，大部分为相对狭窄
通道，大型厅堂不发育。

５）岩溶裂隙发育，根据调查分析，河间地块主要
发育以下三组节理裂隙。 ①第一组节理裂隙，走向为
Ｎ１０°～５０°Ｅ；②第二组节理裂隙，走向 Ｎ３０°～７０°Ｗ；
③第三组走向为 Ｎ６０°～８０°Ｅ，为顺层节理裂隙。 其
中，第一、地二组最为发育，具明显优势；裂隙多呈陡倾
或直立状、近闭合，多被粘土或方解石脉充填。 在不同
的构造部位因受应力方向不同，其裂隙节理发育有很
大差异，其发育密度与间距变化较大。 在堰塘湾（四
围坪）背斜轴部附近裂隙（节理）发育密度最大，可达
３０条／ｍ，一般为 １０ ～１５ 条／ｍ，而且大多数为方解石
脉充填，宽度从 ０．０１ ～２．０ ｃｍ 不等，部分发育成张性
裂隙，其宽度达 ０．５ ～１．５０ ｍ；

６）溶沟、溶槽。 研究区内多发育在谷坡地带，深
度相对较小，多为粘土夹碎石充填，岩溶活动性相对较
弱或处于相对稳定期，是浅层地下水的主要补给通道。

2．3　河间地块主要岩溶地下水系统
工程区主要地下暗河或岩溶管道有 ３处，见表 ３。

表 3　工程区主要地下暗河或岩溶管道一览表

编号
出口高程

／ｍ
出口流量

／（Ｌ· ｓ －１）
水流方向

长度

／ｋｍ
地层代号

补给区 排泄区
位置

Ｓ３０３暗河 ２３５ 儋８ ～８５０ {７０°（顺岩层走向） ＞３ 痧Ｏ１n Ｏ１n 坝址右岸硝洞

Ｓ４０６泉 ２２５ �．２ 不明 ４５°（顺结构面走向） － － ∈３ sn 坝址右岸（猫子滩）

Ｓ３１６泉 ２３７ �．５ ３０  － － － Ｏ２b 淋溪河左岸丘水洞

2．4　河间地块岩溶发育特征

根据地面调查和地下洞穴探测，河间地块岩溶发
育系统具有以下 ３ 个显著特征：

１）岩溶的发育强度受挽近期地壳继承性间歇隆
起及其伴随的掀斜作用的影响明显。 受地壳强烈抬升
影响，岩溶多以垂直岩溶（落水洞、漏斗、天然竖井）为
主，多层岩溶之间有一定的水力联系。 因受地壳北西
向南东方向的掀斜作用，溯源侵蚀作用致使四围坪岩
溶槽谷及洼地从北西至南东高程依次降低；

２）岩溶的发育程度受地层岩性及其厚度控制，相
对隔水层对岩溶裂隙水起限制汇集和导向作用。 碳酸
盐岩纯度高的比含泥质、硅质等较多的岩溶更发育；厚

层或岩组厚度较大的比薄层或岩组厚度较小的可溶岩

岩溶发育；纯碳酸盐岩组合的比含有非碳酸盐岩夹层
的岩溶更发育；如寒武系上统三游洞群（∈３ sn）、奥陶
系下统南津关组（Ｏ１n）、红花园组（Ｏ１h）等岩层厚度
大，纯度高，因而地下暗河、岩溶管道等发育，而奥陶系
下统分乡组（Ｏ１ f）、大湾组（Ｏ１d）、奥陶系中统牯牛潭
组（Ｏ２g）、宝塔组（Ｏ２b）及奥陶系上统临湘组（Ｏ３ l）地
层，因夹有弱岩溶地层或相对隔水地层，其间的地下水
多以岩溶裂隙泉形式排泄，流量小，规律性较差，难以
形成规模较大的岩溶管道；地下暗河或岩溶管道的发
育方向与位置明显受上下巨厚层相对隔水层控制；

３）层面及断裂构造控制岩溶发育的方向和格局。
岩层在褶皱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张性、张扭性裂隙，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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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表与地下水的循环，岩溶管道、洞穴相对发育，据
库区水文地质调查 Ｓ３０７暗河（大洞溪）、Ｓ３０３ 暗河（硝
洞）顺层发育；Ｓ４０６潭眼（猫子滩）顺断层结构面发育。
在分水岭地段，沿构造线方向，形成线状或放射状的岩
溶管道排泄系统。

３　地下水分水岭
根据四围坪河间地块地质发展史及溇水河谷发育

史，结合物探 ＥＨ４高频大地电磁探测及水文地质钻探
验证，经综合分析判断，四围坪河间地块存在地下水分
水岭，地下水分水岭的分布位置地块北部在洞古坪以

东大致平行淋溪河，洞古坪以西大致平行十二拐沟，其
高程在３２０ ～４５０ ｍ之间（见图１）；地块南部发现 Ｆ３４０
断层淋溪河一侧地下水波动在 ２５５．３０ ～２９７．９７ｍ，存
在局部水位低槽，这是因为地块南部与淋溪河之间连
续分布的岩溶不发育的奥陶系下统大湾组（Ｏ１ｄ）瘤状
泥质灰岩（厚达 １１０．６０ ｍ）作为相对隔水岩层阻挡了
河间地块内地下水向南侧淋溪河的排泄，根据物探成
果和现场 ＳＺＫ３、ＳＺＫ５ 等钻孔长期水位观测资料以及
ＳＰＤ１平洞揭露含水层情况资料，证实四围坪河间地块
和淋溪河间存在高于水库正常蓄水位 ２９３ ｍ的地下水
分水岭（见图 ２）。

图 1　四围坪河间地块岩溶地下水系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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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淋溪河－小洞溪水文地质剖面图

４　河间地块岩溶渗漏分析
四围坪河间地块北侧边界为大洞溪，没有发现四

围坪河间地块在大洞溪沟的低位排泄点。 但丰水期溪
沟右岸边坡沟槽中有地表水流，说明在雨水季节，部分
地下水从高位排出地表后向大洞溪沟汇集，最终排向
溇水河。 枯水期大洞溪与小洞溪交汇处 Ｓ３０９ 泉出水
口以下（３０３．０ ｍ 高程）至大洞溪左岸 Ｓ３０６ 泉以上
（２７６．５ ｍ高程）段地表干枯。 据实地测流成果分析，
大洞溪上游主要溶洞及裂隙泉的补给量大于下游出口

流量 ２０％以上，说明大洞溪的水量除通过地表径流汇
入溇水外，还有部分潜入地下形成地下径流，经调查分
析大洞溪形成地下径流的部位与上述大洞溪支流地表

断流的部位一致，分布高程大体在 ２７７ ～２９３ ｍ。
河间地块东北侧边界为溇水，溇水在此横切地层

走向发育，据岩溶水文地质调查，溇水右岸（四围坪河
间地块东北坡）主要发育硝洞暗河系统（Ｓ３０３）和猫子
滩潭眼洞泉系统（Ｓ４０６），它们是四围坪河间地块地下
水的主要排泄点。 硝洞暗河系统（Ｓ３０３）为顺层发育
的岩溶管道系统，主要分为两层，上层为硝洞，洞内无
水，洞口底板高程 ３６８．７ ｍ，洞口宽 ２５．８ ｍ，高约２２ ｍ，
溶洞发育在东山峰—堰塘湾背斜南东翼的一个次级小
背斜轴部，洞口朝向北东，进口段洞道走向为 Ｎ５０°Ｅ，
向洞内逐渐过渡为近东西向，其总体走向大致与岩层
走向相同（背斜的倾伏端岩层走向呈弧型弯曲）。 该
洞可探明长度 ２９２ ｍ，洞内宽为 ６ ～２５ ｍ，高 ４ ～１５ ｍ，
洞道末端为消水口，宽 ０．８ｍ，高 ０．２ｍ，洞底有粘土堆
积，顶部为钟乳石胶结并见粘土堵塞；下层为硝洞泉，
洞口高程 ２３５．０ ｍ，洞口宽 １．８ ｍ，高约 １．３ ｍ，常年均
有地下水涌出。 猫子滩潭眼洞泉系统（ Ｓ４０６）为顺
Ｆ３４１ 和 Ｆ３２３ 走向发育的岩溶洞泉系统，该洞泉系统
规模较大，出口有两个，其中一个为岸边的潭眼，而另
一个为溇水猫子滩河中的涌泉。

河间地块南部边界为淋溪河，淋溪河左岸（四围
坪河间地块南坡）主要出露奥陶系下统大湾组（Ｏ１d）
地层，岩性以泥灰岩为主，厚度为 １１０．６ ｍ，其上覆奥
陶系中统（Ｏ２b、Ｏ２g）及下伏奥陶系下统（Ｏ１n、Ｏ１ f、
Ｏ１h）地层岩性均为相对较纯、岩溶较发育的灰岩或白
云岩。 受岩性和岩层厚度的控制，奥陶系大湾组
（Ｏ１d）岩溶相对不发育，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弱导水特
征；但从雨季泉水流量判断，局部裂隙依然较发育，且
有一定规模。 淋溪河沿岸出露多个裂隙泉，如 Ｓ３１４油
井塔泉、Ｓ３１６丘水洞泉、Ｓ３２１鸡喊溪泉等，泉口标高为
２３８ ～２８０ ｍ，均在库水位以下。 在野外降水后次日调
查结果，Ｓ３１４、Ｓ３１５、Ｓ３１６、Ｓ３１７、Ｓ３１８、Ｓ３１９、Ｓ３２０、Ｓ３２１
泉合计排泄量大于 ２８１ Ｌ／ｓ，最大为 Ｓ３１６ 丘水洞泉上
出水口，大于 １２０ Ｌ／ｓ。 地下水连通试验表明，位于四
围坪小学的 Ｈ３４７落水洞与 Ｓ３０３ 硝洞泉不相连通，而
与 Ｓ３１６丘水洞泉有一定水力联系［２］ 。 综上所述，经综
合分析可以断定四围坪河间地块主要存在三大岩溶管

道系统：大洞溪→四围坪→硝洞暗河系统（Ｓ３０３）、四
围坪→猫子滩潭眼洞泉系统（Ｓ４０６）和四围坪→丘水
洞洞泉系统（Ｓ３１６）。 其中大洞溪→四围坪→硝洞暗
河系统（Ｓ３０３）与区域大型岩溶管道发育规律一致（即
顺层发育），通道分布高程 ２２０ ～２９３ ｍ，出口在坝址上
游附近；四围坪→猫子滩潭眼洞泉系统（Ｓ４０６）受 Ｆ３４１
和 Ｆ３１６断层走向控制，顺断层破碎带发育，通道分布
高程 ２２４ ～２４５ ｍ，与硝洞暗河系统（Ｓ３０３）有一定的水
力联系，出口在坝址上游库区；四围坪→丘水洞洞泉系
统（ Ｓ３１６）受 Ｆ３４０ 走向控制，通道分布高程 ２３７ ～
５６０ ｍ，从连通试验接收信号情况分析，该管道系统较
为复杂，且不畅通。
从以上分析判断及验证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四围坪河间地块岩溶发育，主要岩溶管道系统

有 ３条，岩溶管道系统发育受地层岩性及断裂构造走
向的控制； （下转第 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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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钻爆法隧洞施工过程中，围岩的节理裂隙对岩体爆破效果的影响最为显著。 通过对凤凰寨隧洞施工过程中不
同地质条件进行分析，总结不同地质条件对钻爆施工的影响，并针对不同地质问题提出了相关改善爆破设计的建议，取
得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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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引水，
向唐东地区、随州府澴河北区以及大悟澴水区供水，解
决鄂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的大型工程。 引水线路共有
隧洞 ５５座，总长 １１９．４３ ｋｍ，占整个引水线路总长的
４４．３％。 除宝林隧洞（１３．８２０ ｋｍ），其余隧洞均采用
钻爆法施工。 凤凰寨隧洞位于引水线路桩号
２１９ ＋２５０ ～２２９ ＋３８０处，长 １０．１３０ ｋｍ。 隧洞沿线穿
越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构造位置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因此对凤凰寨隧洞地质条件对爆破影响进行研究，对
全线爆破作业将极具指导意义。

１　工程地质条件

1．1　地形地貌
凤凰寨隧洞沿线地面高程 １１８．５ ～３４４ ｍ，相对高

差 ２２０ ｍ左右，为低山丘陵地形。 洞线桩号 ２１９ ＋５００

～２１９ ＋６００ 为一冲沟，沟底高程 １１５．０ ～１２０．０ ｍ，沟
内有水塘分布；２１２ ＋４２０ ～２２１ ＋４５５ 处为一干沟，沟
底高程 ２０２．０ ｍ；２２５ ＋５７５ ～２２５ ＋８７５ 段为朱家湾水
库下游冲沟，沟底高程 １５１．０ ｍ，沟内零星分布有水
塘；２２８ ＋５７５ ～２２８ ＋６７５ 段为张家冲水库下游冲沟，
沟底高程 １３７．０ ｍ，沟内无水。 ２２４ ＋３００ＮＥ 向 １７５ ｍ
为寺屋沟水库，２２６ ＋５００ＮＥ １００ ｍ为北风咀水库。
隧洞进口底板高程为 １０３．４９ ｍ，出口底板高程为

１０２．６７ ｍ，隧洞开挖段面 ４．２ ｍ×４．８ ｍ。 隧洞沿线地
面高程 １１８．５ ～３４４ ｍ，相对高差 ２２０ ｍ 左右，埋深
１０ ～２３５ ｍ。
1．2　地层岩性

根据钻孔揭示，结合地质测绘资料，工程区沟谷或
缓坡地带多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堆积（Ｑ４

ａｌ）覆盖，成
分以壤土、粘土为主，局部夹有碎石、砾石；桩号 ２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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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２２１ ＋１５０ 之间为震旦—青白口系白兆山组
（Ｚ２b）黑云母片岩、钠长片岩；桩号 ２１９ ＋２５０ ～２２０ ＋
１５０、２２１ ＋１５０ ～２２８ ＋８３０ 之间为震旦—青白口系岔
河组（Ｚ２ c）：钠长片岩夹透镜状大理岩；桩号 ２２８ ＋８３０
～２２９ ＋３８０ 之间为震旦—青白口系随县群垸子湾组
（（Ｑｎ－Ｚ１）y）浅灰色绢云钠长片岩。
围岩物理力学指标建议值如表 １所示。
表 1　凤凰寨隧洞围岩物理力学指标建议值

围岩

类别

单轴抗压

强度／ＭＰａ
变形模量

E／ＧＰａ
泊松比

μ

单位弹性抗力系数 K０

／（ＭＰａ· ｃｍ－１）

有压洞 无压洞

Ⅲ ４５ #．４ ～４９．３ ７ f．５ ０ 哪．２６ ３５ 拻１０ c
Ⅳ ２０ ～２５ 5３ f．０ ０ 哪．３２ １３ 拻３ M
Ⅴ １２ P．９ ～２０ ≤０ 晻．５ ０ 哪．３５ ≤５ *≤１ {

1．3　地质构造
工程区属秦岭褶皱系一级构造单元。 隧洞位于北

大巴山—随县加里东褶皱带（二级）随县—会寨复背
斜（三级）关庙倒转复式背斜（四级）关庙倒转背斜北
翼。 洞身在桩号２１９ ＋６２０、２２４ ＋２５０、２２５ ＋０００、２２６ ＋
７８０、２２８ ＋８２０ 处有断层（Ｆ１９、Ｆ２０、Ｆ２２、Ｆ２３、Ｆ１０）通
过。 均具逆断层性质。

图 1　凤凰寨隧洞工程地质纵剖面图

1．4　水文地质条件
隧洞沿线地下水为基岩裂隙水，主要分布在基岩

的构造裂隙、风化裂隙中，水量较贫乏，且不均衡，主要
靠大气降水补给，河床为其排泄基准面。 钻孔终孔地
下水位高程 １１６．３４ ～１４４．１０ ｍ，隧洞处于地下水位
之下。

２　光面爆破设计［１］

2．1　爆破参数
为克服及减少岩石的夹制作用，凤凰寨隧洞掏槽

孔深度 L＝３．３ ｍ，周边孔深度 L ＝３ ｍ，掏槽孔比其它
孔深 １０％。 每一循环总装药量据 Q ＝qv ＝qsl 计算为
７６．８ ｋｇ，单孔装药量通常以线装药密度表示，周边孔
的线装药密度一般为 ０．１５ ～０．３５ ｋｇ／ｍ，掏槽孔是周
边孔 １．５ ～２．５倍，辅助孔是周边孔的 １．５ ～２ 倍。 据
公式 Qn ＝γLη可计算单孔装药量分配：周边孔为
０．５９ ｋｇ，折合为 ３．０卷，采用 ３ 卷；辅助孔为 １．１７ ｋｇ，
折合为 ５．９ 卷，采用 ６ 卷；掏槽孔为 １．４２ ｋｇ，折合为
７．１卷，采用 ７卷。 凤凰寨隧洞炮孔数量据 N ＝qS／ηγ
计算为 ８１个。

2．2　炮孔布置及起爆网络连接
周边孔布置采用经验公式 E ＝（１０ ～１８）d确定周

边孔间距，现场平均炮孔直径为 ４０ ｍｍ，通过多次试验
和综合分析，Ⅲ类围岩取 E ＝４５０ ｍｍ。 按最小抵抗线
经验公式 W＝（１０ ～２０）d＝４００ ～８００ ｍｍ，凤凰寨隧洞
为小断面隧洞，结合地质条件，取 W ＝５００ ｍｍ。 凤凰
寨隧洞采用斜孔掏槽。 斜孔掏槽孔夹角根据开挖断面
确定，一般最好夹角为 ６０°，形成等边三角形。
通过现场试验和成本分析，周边孔采用空气柱间

隔装药结构（利用导爆索实现空气间隔装药），辅助孔
和掏槽孔采用连续装药结构。
采用导爆管起爆网络，簇联方式连接，光面爆破起

爆顺序为掏槽孔—辅助孔—周边孔。 起爆顺序用雷管
段别控制。

图 2　凤凰寨隧洞光面爆破炮孔布置图

３　地质条件对爆破的影响及建议［２］

影响隧洞爆破成型的因素有很多，如施工管理、爆
破设计、测量精度、钻孔精度、地质条件变化等，其他因
素均主观可控，唯有地质条件是客观动态的。 因此有
必要对影响爆破的地质条件进行总结分析，并根据不
同的地质条件，在施工过程中调整爆破设计，保证围岩
稳定，优化隧洞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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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岩性对爆破作用的影响

一般说来，在同一构造背景下，裂隙发育密度相
当，软质岩石或原生结构面（片理、片麻理）发育的岩
石由于波阻抗较小，受爆破影响较大，在爆炸应力波的
作用下，更易于粉碎，硬质岩石或原生结构面不发育的
块状岩石则难以破碎。 凤凰寨隧洞沿线主要岩性为震
旦—青白口系白兆山组（Ｚ２b）黑云母片岩、钠长片岩，
震旦—青白口系岔河组（Ｚ２ c）：钠长片岩夹透镜状大理
岩，震旦—青白口系随县群垸子湾组（（Ｑｎ －Ｚ１） y）浅
灰色绢云钠长片岩。 其中白兆山组与垸子湾组岩性较
为单一，局部段片理极其发育，岩层多呈薄片状，与其
缓倾角产状共同作用，常导致拱腰部位形成超挖。 岔
河组片岩亦多存在上述问题，另一方面影响则来自于
片岩与大理岩互层。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本段岔
河组钠长片岩多为薄层状，部分段大理岩则为相对厚
层状，波阻抗差异明显。 若大理岩位于拱顶，则拱顶一
般爆破效果良好，但拱腰岩性分界面处钠长片岩多出
现超挖；若大理岩位于拱腰或拱墙，且炮孔布置时没有
炮孔穿透大理岩层，则大理岩段多形成欠挖，若有炮孔
穿透大理岩层，则钠长片岩多形成超挖。 另外，大理岩
中普遍发育溶隙或小型溶腔，一方面，爆破过程中溶腔
堆积物多不稳定形成超挖。 另一方面，大理岩由于溶
蚀空隙发育导致其含蓄水能力远大于其他岩性，洞室
开挖过程中大理岩段地下水异常活跃，导致层状岩体
差异风化明显，富水岩层由于其波阻抗明显低于贫水
岩层，开挖过程多形成超挖（图 ４ｄ）。
在实际开挖过程中，对于软弱岩层，根据现场实际

地质条件，调整缩短循环进尺与药量，并将周边孔位置
适当内移，通过后期排险对洞室轮廓线进行修整，在超
欠挖控制上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于软硬岩互层的状况，
通过调整周边孔孔距，使孔距小于岩层层厚，并在硬质
岩层中增加少量浅孔，控制硬岩欠挖效果明显。

3．2　岩层产状对爆破作用的影响

隧洞围岩稳定性与岩层产状、岩石的强度和完整
性密切相关。 层厚、岩体坚硬完整、层面连结紧密、隧
洞轴线与岩层走向的交角越大，围岩稳定性就越好，承
载能力就越强，隧道轴线与岩层正交时稳定性最好，承
载力最大。 反之，层薄、岩性软弱、层面连结疏松、隧道
轴线与岩层走向交角小，围岩稳定性便差，承载能力便
小，隧洞轴线与岩层走向平行时，稳定性最差，承载力
最小［３］ 。
凤凰寨隧洞所处构造背景单一，除局部段发育小

型褶皱，岩层产状整体稳定，一般 ３°～３５°∠２０°～４０°、
３２０°～３５０°∠２２°～２８°。 ２１９ ＋２５０ ～２１９ ＋２８０ 段隧洞
轴线走向 １１６°，片理走向与洞线交角 ２８°左右；２１９ ＋
２８０ ～２２０ ＋０１１ 段隧洞走向 １５５°，片理走向与洞线交
角 ６０°左右；２２０ ＋０１１ ～２２９ ＋３８０段隧洞走向 １３８°，片
理走向与洞线交角 １８°～９０°。 由以上数据，结合表 ２
可知，部分段岩层走向与隧洞轴线夹角较小，易造成边
墙不稳。 全区岩层均为缓倾角，对顶拱稳定极为不利，
根据开挖显示，超挖主要集中在拱部，残孔率极低，爆
破后岩体极易沿拱部某一层理面整体脱落，形成一倾
斜框形顶面（图 ４ａ、ｂ、ｃ）。

表 2　洞轴线与主结构面产状的不同交角关系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5］

主结构面走向与洞轴线交角 ７０°～９０° ３０°～７０° ０°～３０° ０°～９０°

主结构面倾角 ４５°～９０° ２０°～４５° ４５°～９０° ２０°～４５° ４５°～９０° ２０°～４５° ０°～２０°

洞顶 最有利 有利 一般 最不利 有利 一般 一般

侧墙 一般 一般 不利 一般 不利 最不利 最不利

　　针对工区缓倾角岩层发育的特点，实际开挖过程
中，将顶部及拱腰周边孔适当内移，并对拱腰位置加
密，拱腰及拱顶爆破效果改善明显。

3．3　节理面对爆破作用的影响

与洞室开挖边界相关的节理产状是洞室爆破开挖

过程中影响超欠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节理或断层的
走向接近垂直于洞室的轴线时，其对超欠挖的影响较

小，而当节理的走向平行于硐室的轴线时，则对超欠挖
的影响较大；当节理平行于洞室的开挖轮廓线时，岩体
将沿节理破裂，而不会沿设计轮廓线破裂，在多组节理
的组合下，这种现象将会更剧烈［４］ 。
如表 ３，凤凰寨隧洞主要发育 ５ 组裂隙，发育密

度、结合度不同段差异巨大，其中两组裂隙与洞轴线夹
角３０°左右（图３），常导致侧墙超挖。 五组裂隙相互切
割，常导致局部段岩体破碎，节理面与炮孔连线夹角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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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爆破后出现锯齿状断裂面［５］ （图 ４ｃ、ｅ）。
表 3　凤凰寨隧洞节理裂隙统计

编号 产状 地质描述

１  ９０°～１２０°∠７５°～８８°

２  １４０°～１７０°∠６０°～８０°

３  １９０°～２１０°∠６５°～８５°

４  ２４０°～２６２°∠７０°～８６°

５  ２７０°～３００°∠７５°～８８°

大部平直光滑，局部平直
粗糙，大部闭合无填充，
局部附泥质及铁质薄膜，
延伸长

　　实际开挖过程中，３、４ 组裂隙对隧洞轮廓平整度
影响较大，裂隙胶结较好、延展性较差部位多形成锯齿
形或“之”字型断裂面；对于该种部位，施工过程中，对
裂隙密集部位周边孔进行加密，减小炮孔间距，能有效
控制超挖。 延展较长，裂隙粘结较差部位，常会出现大
块岩体沿该裂隙面产生脱坡滑动，形成超挖。 施工过
程中根据地质条件变化，对已开挖部位及时喷锚支护，
爆破过程中适当控制装药量并调整装药位置，控制超
挖有明显改善。

图 3　凤凰寨隧洞主要节理平面及断面分布图

图 4　凤凰寨隧洞典型掌子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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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软弱带对爆破作用的影响
凤凰寨隧洞主洞穿越较大规模的断层 ５条。 其中

Ｆ１９号断层同时穿过 １号支洞。 断层破碎带岩体内节
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软硬间隔，极不均匀，逆断层
岩体相互嵌接层有一定的自身承载能力，但当裂隙发
育密集且结合度差或破碎带内含有断层泥，尤其是地
下水较活跃、岩体结构较为松散的应视为软弱岩体
对待。

１号支洞 Ｆ１９ 断层斜穿过洞身，断层上下盘岩性
为钠长片岩与大理岩互层，断层破碎带内充填断层泥
并夹断层角砾，断层地下水活跃。 爆破后地下水携带
断层充填物涌出，于隧洞顶部形成一空腔（图 ４ｆ）。
对于断层破碎带开挖，单纯爆破控制有较大难度，

必须结合适当的超前支护措施，结合断层产状、性质等
对爆破参数作出相应调整，减少对围岩的震动，保证良
好成形。

3．5　不同地质条件爆破设计建议
对不同岩石应选择不同性能的炸药，使炸药波阻

抗尽可能与岩石波阻抗相匹配。 对于软硬岩互层的岩
层，在周边孔布置时，做适当调整，尽量保证周边孔间
距小于层厚，同时可考虑在周边孔之间的硬岩层增加
浅孔，避免产生欠挖。
隧洞超欠挖的产生受周边炮孔的外插角、开口位

置和钻孔深度的影响，四者关系为 h ＝a ＋Lｔａｎθ，随着
外插角 θ和钻孔深度 L 的增大，h 也相应增大［６］ 。 因
此在缓倾角及破碎岩体开挖过程中，将周边孔开孔位
置适当内移。 在拱腰位置，减小周边孔间距并将其位
置适当内移当做超挖保护层，确保裂隙向着利于轮廓
成型的方向发展，同时控制装药量。 对于节理较发育

部位，岩体结构面与爆破断裂面的夹角在 ３０°左右时
爆破效果最差［７］ ，应针对不同节理产状对周边孔孔位
进行调整。
破碎带的爆破，除遵循常规的缩短循环进尺、控制

药量外，应试具体情况设计合理的周边孔、装药参数及
装药结构，保证良好的成形，尽量避免对隧道围岩的震
动，保持隧洞围岩稳定性［８］ 。

４　结　语
地质条件是隧洞爆破成型的主控因素之一。 本文

讨论了凤凰寨隧洞施工过程中不同的岩性组合、地下
水活跃程度、岩层产状、节理发育状况、断层破碎带等
对爆破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影响因
素，合理调整爆破参数，方能取得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１］ＤＬ／Ｔ ５１３５ －２０１３， 水电水利工程爆破施工技术规范［Ｓ］
［２］ＳＬ６２９ －２０１４， 引调水线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Ｓ］
［３］苏庆会．公路隧道软岩爆破超欠挖的控制技术［Ｓ］．交通
世界： 建养机械， ２００８（５）： １７０ －１７１

［４］徐干成， 白洪才， 郑颖人， 等．地下工程支护结构［Ｍ］．北
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５］丁黄平．节理裂隙岩体隧道爆破成型效果研究［Ｄ］．长春：
吉林大学， ２００９

［６］曹伟．层状岩体隧道稳定性及控制爆破技术研究［Ｄ］．长
沙： 中南大学， ２０１１

［７］魏晨慧， 朱万成， 白羽， 等．不同节理角度和地应力条件
下岩石双孔爆破的数值模拟［Ｊ］．力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８（４）：
９２６ －９３５

［８］吴信国．论层状岩体破坏判据［ Ｊ］．露天采矿技术， １９９２
（１）： １７ －２１

（上接第 ９页）
配置优化，作业流程规范，过程控制严格，职责分工严
明，以精简的电力生产队伍，安全、经济、平稳、顺利、持
续地展开电力生产运维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充分有力诠释了“运维一体化”电力生产管理模式的
可行性、有效性。

４　结　语
从传统的运维分离模式到运维一体化的转变，不

仅是一种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思维、观念的
改变。 不可盲然冒进，急于求成，必须结合企业生产实
际，遵从客观规律，有序稳步推进。 运维一体化生产管

理模式，在标准的程序下运用，在规范的制度下完善，
必然会对风光新能源电力生产的效率、效益产生深远
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张海文．变电运维一体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Ｊ］．中国电力教育， ２０１３（３０）： ２３０ －２３１

［２］许艳阳．变电运维一体化方案探讨［ Ｊ］．中国电力教育，

２０１２（３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３］祁有红．生命第一：员工安全意识手册［Ｍ］．北京： 新华出

版社， ２０１０

［４］ＧＢ２６８６０ －２０１１，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

部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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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算法的
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

吴智丁
（大唐水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摘要：梯级水电站经济调度是一个具有多维数、多目标、非线性的新问题，调度策略随决策者期望而变化。 根据不同调
度期望，构建三个分别以发电量最大、耗水量最小、末期蓄水量最大为目标的优化调度模型。 本文提出的仿水循环算法
是一种受自然界水循环过程启发提出的全新算法，即含多种约束的仿水循环算法 ＣＷＣＡ，引入水滴权重因子，可根据寻
优情况自适应地调整权重值，有效解决迭代速度与计算精度的权衡问题，以及因水滴粒子处于局部最优而导致迭代停滞
的问题。 利用不同测试函数求解结果对比表明，ＣＷＣＡ比改进粒子群算法 ＭＰＳＯ更具有效性与优越性。 经对三座梯级
水电站优化调度策略的仿真结果证明了 ＣＷＣＡ的可行性，也显示了 ＭＰＳＯ可显著提高优化结果，大幅降低收敛时间，是
一种更优越的智能种群算法。

关键词：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算法；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水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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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Dispatching for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s
with Constrained Water Cycle-like Algorithm

ＷＵ Ｚｈｉ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ａ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２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
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ｅ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ｌｉｋ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ＷＣ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ｄｒｏｐ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ｔ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ｒｏｐ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ＷＣ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ＰＳ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ｌｓ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ＷＣ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Key words：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ｌｉｋ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当前，清洁型绿色能源、节能减排越来越受到社
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关注。 我国水电资源丰富，水电
在清洁型能源中设备水平最成熟且最为稳定，如何更
好的利用其发电能力、减少水耗量、提升梯级水电站综

合效益成为研究的热点［１］ 。
一些学者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对两级水电站进行

了日运行优化调度研究，构建了调度时段末期蓄水量
最大模型，综合考虑了电气约束、水力约束、航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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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获得了较好的调度结果［２］ 。 在梯级水电站优化算
法研究方面，近十来年出现了大量的随机优化算法、智
能种群算法，这些算法随后被广泛应用于水电站优化
调度中，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其中，遗传算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通过模拟生物进化过程而构
建的一种智能种群算法，通过交叉和变异操作，对每一
代种群的粒子进行信息更新和优胜劣汰，生成出新一
代的种群。 有的学者分别引入水文学和水力学方法，
构建生态需水量模型，对水资源优化调度进行研究，利
用 ＧＡ进行求解寻优，获得了得到更高水能利用率的
梯级水库优化调度策略 ［３］ 。 粒子群算法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是一种模拟鸟群觅食的智能
种群算法，综合考虑全局最优解和局部最优解指引粒
子的迭代更新，其近几年在梯级水库优化调度问题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４］ 。 但上述方法都面临着在求解高
维函数中收敛时间较长、易陷于局部最优、无法达到全
局最优等问题［５］ 。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虑，结合自然界水循

环过程［６］ ，提出一种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粒子群算法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ｋ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ＷＣＡ）的梯
级水电站优化调度方法。 ＣＷＣＡ模仿自然界中水的流
动和循环过程对解空间进行搜索，包含汇流、分流、下
渗、蒸发、降水等五个主要步骤。 ＣＷＣＡ一方面能通过
不断自适应地调整水滴粒子种群数以及权重大小以达

到适应搜索需求、优化搜索资源、提高迭代速度、提升
搜索性能的目的。 另一方面能在保证水滴的多样性的
基础上防止算法过快陷入局部最优点，并具备一定跳
出局部最优点的能力。

为验证 ＣＷＣＡ，本文先将上述算法应用于八个不
同难度的测试函数中，以测试算法性能，随后用于计算
含三个流域梯级水电站的三个不同经济调度算例中，
并与改进粒子群算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ＰＳＯ）进行比较，两个算法的优化调度结果对比
和结论将在文末给出。

１　梯级水电站水能分析
梯级水电站是指在同一流域上分段建设的多个水

电站系统，其内在的水能关系较为复杂。 对其中单个
水电站而言，其可利用的发电流量与上游水电站下泄
流量、区间来水量、工业／农业／民生用水量、蒸发／下
渗／支流流量、以及本库区蓄水量有关。 而机组发电水
头与蓄水水位、尾水水位、水头损失等有密切关系，而
蓄水水位及尾水水位则又与蓄水量、发电流量、下泄流
量等有关。 此外若考虑多个梯级水电站的出力最大
化，则很有可能单个水电站无法实现其自身的出力最
大，因为其发电流量大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出力，同时
还有可能影响到流域以下其余梯级水电站的入库流

量，因此梯级水电站中各水能子系统间具备一定的制
约性和关联性。 但在梯级水电站水能互联系统中，水
量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平衡，该平衡特性也是梯级水
电站优化调度需要解决的重点约束条件之一，n 个梯
级水电站水能互联系统可由图 １表示。
其中：Vi，t表示 t时刻水电站 i的蓄水量，亿ｍ３；Ri，t

表示 t时刻水电站 i 上游的区间来水流量，ｍ／ｓ；QAi，t

表示 t 时刻水电站 i 的总发电流量，ｍ／ｓ；Si，t表示 t 时
段水电站 i的弃水流量，ｍ／ｓ；i＝１ 时表示龙头电站。

图 1　梯级水电站水能互联系统示意图
　　图 １ 所示为梯级水电站群 t 时刻的水能关系表
征，不失一般性，考虑各级水电站间水流时滞均为 τ，

忽略区间来水时滞和流道差异。 构建 t ＋１ 时刻各梯
级水电站水能互联模型如下：
龙头电站：

V１，t ＋１ ＝V１，t ＋（R１，t －QA１，t －S１，t）Δt （１）
非龙头电站：
Vi，t ＋１ ＝Vi，t ＋（Ri，t －QAi －１，t －τ＋Si －１，t －τ－

QAi，t －Si，t）Δt （２）
其中：t矯（１，２，⋯，T）为调度时刻；Δt 为每个调度时刻
之间的时间间隔，ｈ。 在此时间间隔内区间来水流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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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流量和弃水流量保持不变。
式（１）和式（２）经过逐级推导，构建各梯级水电站

在调度期末 Ｔ的水库蓄水量为：
龙头电站：

V１，T ＝V１，１ ＋∑
T

t ＝１
（R１，t －QA１，t －S１，t）Δt （３）

非龙头电站：

Vi，T ＝Vi，１ ＋∑
T

t ＝１
（Ri，t ＋QAi －１，t －τ＋

Si －１，t －τ－QAi，t －Si，t）Δt （４）

２　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模型
梯级水电站群的调度准则如下：①在有限的来水

情况下实现发电量最大化；②在保证负荷平衡的情况
下实现总水耗量最小；③在保证负荷平衡的情况下调
度末期蓄水量最大。 对上述三个调度准则建模如下：

１）总发电量最大：

f１ ＝ｍａｘ∑Tt ＝１
∑
NH

i ＝１
３ ６００· Qi，tHi，tΔt （５）

２）总水耗量最小：

f２ ＝ｍｉｎ∑Tt ＝１
∑
NH

i ＝１
３ ６００· QAi，tΔt （６）

３）调度末期总蓄水量最大：

f３ ＝ｍａｘ∑
NH

i ＝１
Vi，T （７）

其中：Hi，t为第 i 个水电站在 t 时刻的水头；NH 为梯级

水电站数。
４）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约束条件
①功率平衡约束：

∑
NH

i ＝１
３ ６００· Qi，tHi，tΔt －PL，t ＝０ （８）

其中：PL，t为调度期 T内的总负荷，该约束条件仅适用
于 f２ 和 f３ 。

②水系统水量平衡约束：

Vi，T ＝Vi，１ ＋∑
T

t ＝１
（Ri，t ＋QAi －１，t －τ＋

Si －１，t －τ－QAi，t －Si，t）Δt （９）
③水能约束：

Vｍｉｎ
i ≤Vi，t≤Vｍａｘ

i （１０）
QAｍｉｎi ≤QAi，t≤QAｍａｘ

i （１１）
Rｍｉｎ

i ≤Ri，t≤Rｍａｘ
i （１２）

∑
T

t ＝１
∑
NH

i ＝１
３ ６００· QAi，tΔt＝Vc （１３）

其中：Vｍｉｎ
i 、Vｍａｘi 分别为第 i 个水电站的死库容与正常

蓄水位对应库容；QAｍｉｎi 、QAｍａｘ
i 分别为水电站 i 发电流

量的下上限；Rｍｉｎ
i 、Rｍａｘ

i 分别为水电站 i 区间来水流量
的下上限；Vc 为总水耗约束，该约束仅用于 f１。 通过

标幺值去除各水能约束的单位，从而便于算法处理。
④水电机组出力约束限制：

Pｍｉｎ
i ≤Pi，t≤Pｍａｘ

i （１４）
其中：Pi，t、Pｍｉｎ

i 、Pｍａｘ
i 分别是水电站 i在 t时刻的出力以

及出力的下上限。

３　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算法（ＣＷＣＡ）
3．1　自然界水循环过程

通过对自然界水循环过程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
地表的水会通过蒸发不断转化为水蒸气升至空中，随
后在适当的情况下天空中的水蒸气会凝结并通过降雨

的形式回到地表，另一方面，地表上的水会由高海拔地
区流动至低海拔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汇流和分
流的情况，即多个支流汇聚为一条径流，或一条径流分
出多个支流，同时在水流动的过程中，一部分水会通过
下渗等运行进入地下土壤，并有可能形成地下径流。
自然界水循环过程的示意图如图 ２所示。

图 2　自然界水循环过程示意图

3．2　ＣＷＣＡ的算法结构
根据以上对水循环过程的分析，提出了求解无约

束优化问题的仿水循环算法。 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
了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算法 ＣＷＣＡ，算法框图如图 ３
所示。

ＣＷＣＡ首先进行算法的初始化，在有效解空间内
生产一系列的随机水滴，随后通过汇流、分流、下渗、蒸
发和降雨等仿水循环操作对水滴种群进行处理，最后
通过下两式更新下一代粒子的信息。

vi（k＋１） ＝σ１∑
N

i ＝１
mi［Pｂｅｓｔi（k） －F（xi）］

xpｂｅｓｔ －xi
｜xpｂｅｓｔ －xi ｜

＋σ２∑
N

i ＝１
mi［Gｂｅｓｔ（k） －F（xi）］

xgｂｅｓｔ －xi
｜xgｂｅｓｔ －xi ｜ （１５）

xi（k＋１） ＝xi（k） ＋vi（k＋１） （１６）
在式（１５）和（１６）中：i 表示第 i 个水滴粒子；k 表示当
前的迭代次数；xi ＝［ xi１ ，xi２ ，⋯，xiD］、vi ＝［ vi１，vi２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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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WCA算法框图
ｖiD］、mi ＝［mi１，mi２ ，⋯，miD］，分别表示水滴的位置、速
度与权重；D为维数；σ１ 和σ２ 为取值在（０，１）之前相
互独立的随机数；Pｂｅｓｔi为该水滴粒子 i的历史最优解；
Gｂｅｓｔ为所有粒子的全局最优解。
如图 ３所示，在经过仿水循环操作处理和水滴信

息更新后，计算这些水滴的含多种约束适应度函数，之
后 ＣＷＣＡ判断是否满足寻优结束的条件，若未满足，
则更新历史最优解 Pｂｅｓｔi和全局最优解 Gｂｅｓｔ，继续进行
迭代计算，若已满足寻优结束条件，则计算结束，输出
全局最优解 Gｂｅｓｔ。 含多种约束的适应度函数 F（xi）计
算如下：

F（xi） ＝f（xi） ＋∑
NI

j＝１
αj gj（xi） ＋∑

NE

k ＝１
βk hk（xi） （１７）

其中：f 为原始适应度；α为不等式约束罚函数因子；g
为不等式约束适应度；β为等式约束罚函数因子；h 为
等式约束适应度；NI为不等式约束个数；NE为等式约
束个数。 对于最小化问题而言，F定义为 ＣＷＣＡ的相
对海拔高度，F 越小即相对海拔越低，所得解就越优。
ＣＷＣＡ水循环操作各模块的建模如下。

3．3　汇流模块
ＣＷＣＡ水循环操作中，当多个水滴在解空间的欧

几里得距离很小，同时其适应度函数也接近的情况下，
判断其位置相近，满足汇流操作的条件。 ＣＷＣＡ将对
这些水滴进行汇聚，以增大水滴权重，汇集搜索资源，
提高算法效率。 汇流模块的建模如下：

dij（k） ＝ ∑
D

h ＝１
（xih（k） －xjh（k））２ （１８）

xm ＝１
M∑

M

j＝１
xj

vm ＝１
M∑

M

j ＝１
vj

mm ＝∑
M

j ＝１
mj

（１９）

其中，式（１８）用于计算两个不同粒子 i、 j 之间的欧几
里得距离，并以此作为依据之一判断水滴汇流。 满足
汇流条件后，多个水滴汇聚成为一个水滴，汇流后新生
成的水滴位置 xm、速度 vm 和水滴权重 mm 通过式（１９）
计算；M为参与汇流的水滴粒子数。

3．4　分流模块
在自然界中，汇流会使径流不断汇聚并最终形成

少数几条河流最终汇入大海。 然而在 ＣＷＣＡ 中若采
用同样的操作则会面临搜索快速停滞同时缺乏种群多

样性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引入分流的概念对快速汇聚
的水流进行分散处理，以提高种群多样性，扩大搜索范
围，提升搜索能力。 为避免分流操作生成过多的水滴，
定义新生成的粒子数为 ３。 分流模块的建模如下：

xs１ ＝xs２ ＝xs３ ＝xi （２０）
vs１ ＝vi
vs２ ＝σ３

vs３ ＝σ４

（２１）

ms１ ＝m０

ms２ ＝ｉｎｔ（mi －m０

２ ）

ms３ ＝mi －ｉｎｔ（mi －m０

２ ）

（２２）

其中，式（２０）定义新分流出的三个水滴延续原水滴的
位置信息；式（２１）中σ３ 和 σ４ 是介于（０，１）之间的随
机向量，长度等于 vi；式（２２）定义新生成的一个水滴
权重为默认值 m０ ，另两个水滴的权重且平分超出 m０

的那一部分分流前水滴权重。

3．5　蒸发模块
在绝大多数的智能种群算法中，粒子过早陷入局

部最优解中而导致收敛停滞是一个无法避免和忽视的

难题。 ＣＷＣＡ利用蒸发思想，判断当水滴速度接近零
时进入“水潭”（收敛停滞）中，定义水潭中一半的水滴
进行蒸发操作并存入水蒸气中，以跳出水潭，避免搜索
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半水滴则保持原先状态，并执行
下渗操作。 蒸发模块的建模如下：

Me ＝∑
P

i ＝１

mei

２ （２３）

其中，Me 为水蒸气所存储的水滴权重；P 为在水潭中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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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滴数；mei为蒸发的水滴权重。

3．6　降雨模块
当水蒸气中存储的水滴权重过大时 ＣＷＣＡ 执行

降雨操作，所有存储于水蒸气中的水滴重新回到有效
解空间内进行搜索，降雨覆盖的范围为整个解空间，能
有效解决收敛停滞的问题，提高水滴种群的多样性和
搜索性能。 降雨而成的水滴位置及速度为随机量，权
重为默认值 m０ 。 降雨模块的建模如下：

xr ＝σ５

vr ＝σ６

mr ＝m０

　r矯［１，２，⋯，NRF］ （２４）

NRF ＝
Me

m０
（２５）

其中，式（２４）为降雨后新生成的水滴位置、速度和权
重，σ５ 和σ５ 为介于（０，１）之间的随机向量，降雨生成
的水滴数量为 NRF。

3．7　下渗模块
ＣＷＣＡ令另一半处于水潭中的水滴执行下渗操

作，即对下渗的水滴进行一个小的扰动，使其能在水潭

周围的邻近解空间进行局部精细搜索。 由于部分最优
化问题的全局最优解与局部最优解十分接近，因此下
渗操作能有效提高 ＣＷＣＡ 的局部搜索性能。 下渗模
块的建模如下：

xp ＝xi
vp ＝vi ＋rp０σ７

mp ＝m０

　p矯［１，２，⋯，I］ （２６）

I＝mi

２m０
（２７）

其中：xi 为水潭的位置，即局部最优解； I 为通过式
（２７）计算后执行下渗操作的水滴数；rp０为下渗操作搜
索的最大范围；σ７ 是取值介于（０，１）间的随机向量。

４　仿真计算与分析

4．1　测试函数仿真算例
为验证 ＣＷＣＡ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本文利用 ＣＷ-

ＣＡ和 ＭＰＳＯ对九个测试函数进行了求解，优化结果如
表 １所示。

表 1　CWCA及MPSO测试函数计算结果

测试函数
ＣＷＣＡ

fｂｅｓｔ fａｖｅ

ＭＰＳＯ
fｂｅｓｔ fａｖｅ

已知最优

Ｓｈｅｋｅｌ ［Ｓ５］ －１０ X．１５３ ２ －１０  ．１５３ ２ －１０ (．１５３ ２ －１０ 忖．１５３ ２ －１０ 後．１５３ ２

Ｓｈｅｋｅｌ ［Ｓ７］ －１０ X．４０２ ９ －１０  ．４０２ ９ －１０ (．４０２ ９ －１０ 忖．４０２ ９ －１０ 後．４０２ ９

Ｓｈｅｋｅｌ ［Ｓ１０］ －１０ X．５３６ ４ －１０  ．５３６ ４ －１０ (．５３６ ４ －１０ 忖．５３６ ４ －１０ 後．５３６ ４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Ｈ３］ －３ B．８６２ ８ －３ �．８６２ ８ －３  ．８６２ ７ －３ 怂．８６２ ７ －３ 怂．８６２ ８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Ｈ６］ －３ B．３２２ ４ －３ �．３２２ ４ －３  ．３２２ ３ －３ 怂．３２２ ３ －３ 怂．３２２ ４

Ｂｒａｎｉｎ ０  ．３９７ ９ ０ 屯．３９７ ９ ０ 沣．３９７ ９ ０ 潩．３９７ ９ ０ 湝．３９７ ９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Ｐｒｉｃｅ ３  ．０００ ０ ３ 屯．０００ ０ ３ 沣．０００ ０ ３ 潩．０００ ０ ３ 湝．０００ ０

Ｓｉｘ Ｈｕｍｐ Ｃａｍｅｌ －１ B．０３１ ６ －１ �．０３１ ６ －１  ．０３１ ５ －１ 怂．０３１ ４ －１ 怂．０３１ ６

Ｓｈｕｂｅｒｔ －１８６ o．７３０ ９ －１８６ (．７３０ ９ －１８６ ?．７２９ ８ －１８６ �．７２８ １ －１８６ �．７３０ ９

　　从表 １ 中可看出，对于 Ｓｈｅｋｅｌ、Ｂｒａｎｉｎ和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Ｐｒｉｃｅ测试函数，ＣＷＣＡ 与 ＭＰＳＯ 在最终优化值 fｂｅｓｔ和
表示收敛一致性的 fａｖｅ平均优化值上表现一致。 但在
求解较难的 Ｈａｒｔｍａｎ、Ｓｉｘ Ｈｕｍｐ Ｃａｍｅｌ 和 Ｓｈｕｂｅｒｔ 上，
ＣＷＣＡ依旧能收敛至已知最优解，而 ＭＰＳＯ 的优化结
果不论是在 fｂｅｓｔ或 fａｖｅ值上均与 ＣＷＣＡ有一定差距，过
早陷入局部最优。 此外 ＣＷＣＡ 的 fｂｅｓｔ和 fａｖｅ值均十分
一致，表示了 ＣＷＣＡ算法在迭代开始后便能很快收敛
至已知最优解附近。 上述算例证明了 ＣＷＣＡ 可有效

解决收敛停滞、种群多样性差、搜索速度慢等问题，证
明了其良好的搜索性能和收敛精度。

4．2　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仿真算例
在本算例中，选取一天内 ２４ ｈ 作为调度周期，令

Δt＝１，τ＝１，且水电机组调节速率较快，为简化计算忽
略机组调节时间。 对某流域三个梯级水电站使用本文
所构建的优化调度准则，并利用提出的 ＣＷＣＡ进行求
解，与 ＭＰＳＯ的优化结果进行对比并进行分析。 表 ２
为某流域三个梯级水电站的基本参数，表 ３ 为在计算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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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 f２ 和 f３ 时所需要的 ２４ ｈ 负荷数据。 为简化
计算，本文算例中未考虑水电机组停机的情况。 三个
优化调度结果见表 ４、５、６ 所示。

表 2　梯级水电站基本参数

水电站编号 Ｈ１ 烫Ｈ２ 潩Ｈ３ n
正常蓄水位／ｍ ７５０ 刎６２０ ┅４１０ z

正常蓄水位对应库容／亿 ｍ３ 屯８０ }．２１ ０ 8．２２ ２  ．０３

死水位／ｍ ７００ 刎６１０ ┅４０２ z
死库容／亿 ｍ３ 抖２３ }．４３ ０ !．０７３ １ 蝌．７９５

装机容量／ＭＷ ２００ ×４  ３００ ×４ 铑２００ ×３ 靠
额定水头／ｍ １０６ 刎１６５ ┅３０ c

表 3　用户 24 h负荷

时段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5４：００ L５：００ c６：００ z
平均负荷／ＭＷ １２０ ９  １ ２６４ -１ ３５７ D１ ４５０ [１ ５８１ r１ ４８８ 墘

时段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5１０：００ b１１：００ y１２：００ 悙
平均负荷／ＭＷ １ ３９５  １ ４６９ -１ ５４７ D１ ５９９ [１ ６７４ r１ ７６７ 墘

时段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4１５：００ K１６：００ b１７：００ y１８：００ 悙
平均负荷／ＭＷ １ ６９２  １ ６７４ -１ ７１１ D１ ６３６ [１ ５２５ r１ ４５０ 墘

时段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０ 4２１：００ K２２：００ b２３：００ y２４：００ 悙
平均负荷／ＭＷ １ ４３２  １ ４１９ -１ ３５７ D１ ３２０ [１ ３３９ r１ ２６４ 墘

表 4　发电量最大优化结果

目标函数 算法
总发电量

／ＧＷ· ｈ
总水耗

／亿 ｍ３ 屯
水量平衡约束

／ｍ３ {水能约束
出力约束

／ＭＷ
计算时间

／ｓ

f１
ＣＷＣＡ ５５ �．７４ ２ "．７６ ０ N０ 6０ 亮７  ．４８

ＭＰＳＯ ５１ �．８８ ２ "．７６ ０ N０ 圹．１４２ ２６ 鬃１９  ．３１

表 5　水耗量最小优化结果

目标函数 算法
总水耗

／亿 ｍ３ B
负荷平衡约束

／ＧＷ· ｈ
水量平衡约束

／ｍ３ *水能约束
出力约束

／ＭＷ
计算时间

／ｓ

f２
ＣＷＣＡ １ �．７９２ ０ 敂０ |０ 6０ 亮８  ．３５

ＭＰＳＯ １ �．９５７ ０ :．１８４ ０ |０ 圹．２２９ ５４ 鬃２０  ．０３

表 6　末期蓄水量最大优化结果

目标函数 算法
末期总蓄水量

／亿 ｍ３ 贩
总水耗

／亿 ｍ３  
负荷平衡约束

／ＧＷ· ｈ
水量平衡约束

／ｍ３  水能约束
出力约束

／ＭＷ
计算时间

／ｓ

f３
ＣＷＣＡ ８１ "．５１ １ Q．８１５ ０  ０ 痧０ M０ L７ 6．５２

ＭＰＳＯ ８０ "．２６ １ Q．９７３ ０ �．１３７ ０ 痧０ 蝌．０９５ ３１ c２０ M．４６

　　如表 ４所示，在总水耗均为 ２．７６亿ｍ３ 的情况下，
ＣＷＣＡ 寻优所得的梯级水电站群最大发电量相比
ＭＰＳＯ所得的值多 ３．８６ ＧＷ· ｈ，并且 ＣＷＣＡ没有任何
约束越界，所需计算时间相比 ＭＰＳＯ减少了一半以上。
如表 ５所示，在满足负荷平衡于是下水耗量最小的优
化调度算例中， ＣＷＣＡ 在同样的总水耗为 １．７９２
亿 ｍ３ ，相比 ＭＰＳＯ减少了 ０．１６５ 亿 ｍ３，且 ＣＷＣＡ的约
束越界和计算时间比 ＭＰＳＯ 更优。 如表 ６ 所示，在末
期蓄水量最大的优化调度中，ＣＷＣＡ最优解所得末期

总蓄水量为 ８１．５１ 亿 ｍ３ ，相比 ＭＰＳＯ 的 ８０．２６ 亿 ｍ３

增加了 １．２５ 亿 ｍ３ ，同时 ＣＷＣＡ 求解下的总水耗为
１．８１５亿 ｍ３ ，相比 ＭＰＳＯ的 １．９７３亿 ｍ３ 减少了 ０．１５８
亿 ｍ３ ，同样 ＣＷＣＡ相比ＭＰＳＯ无约束越界且计算时间
更少。
上述三个仿真算例验证了 ＣＷＣＡ 算法在梯级水

电站优化调度中的有效性，表明了 ＣＷＣＡ在所述优化
调度中相比 ＭＰＳＯ具备更好的搜索能力、更优的计算
资源。 （下转第 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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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电站励磁控制系统 ＰＳＳ 参数试验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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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励磁控制系统海佛容－菲利普斯模型传递函数，结合二滩水电站励磁调节器采用的 ＰＳＳ传递函数和各参数
定值，通过 ２号机组励磁控制系统空载特性试验，确定发电机励磁回路的计算基准值及模型参数；再由 ＰＳＳ优化试验确
定 ＰＳＳ各参数，并对照相关行业标准和规程规定，用试验结果证明了该参数满足电网的要求。

关键词：模型；ＰＳＳ；参数优化；试验

中图分类号：ＴＶ７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５

Tes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PSS Parameters for
Excitation Control System in Large-scale Hydro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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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ｆｆｒ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Ｐ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ｉｎ Ｅｒｔ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ｌｏａ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２＃ ｕｎｉ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ｅｘ-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Ｓ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Key words： ｍｏｄｅｌ； Ｐ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　概　述
根据电力系统稳定性的要求，该水电站励磁控制

系统附加了 ＰＳＳ系统，增设 ＰＳＳ的目的是当系统出现
扰动时为发电机转子转速摇摆提供正阻尼，以增强与
电力系统的联系。 ＰＳＳ 能在系统突然施加一个干扰，
如线路退出运行或系统联系较弱和稳定裕度不够时，

起到重要作用［１ －４］ 。 二滩水电站机组 ＰＳＳ增益设定是
根据现场试验进行调整，取得了较好的阻尼效果。 实
践证明，二滩水电站机组增设 ＰＳＳ系统是提高系统稳
定和增加功率输送较经济和有效的一种方式。

ＰＳＳ模型采用加速功率型的海佛容－菲利普斯模
型 ＰＳＳ单元，其传递函数如图 １所示：

图 1　海佛容－菲利普斯模型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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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各参数的定义如表 １所示。
表 1　PSS参数定义

名称 简要说明 单位 范围 典型值

ＴＷ１，ＴＷ２ ]隔直时间常数 秒 ０ 枛．１⋯３０
ＴＷ１ ＝

２ＴＷ２ ＝２ 技

ＴＷ３，ＴＷ４ ]门控单元和

转换时间常数
秒 ０ 枛．１⋯３０

ＴＷ３ ＝２
ＴＷ４ ＝不使用

ＫＳ１ 後ＰＳＳ增益 标么 ０ 枛．１⋯５０ ⋯

ＫＳ２ 後电功率积分值的

补偿系数
标么 ０ 枛．０１⋯５ ⋯

ＫＳ３ 後信号匹配系数 标么 ０ 枛．０１⋯５ ⋯

Ｔ１，Ｔ２  超前时间常数 秒 ０ R．００⋯２．５０ ⋯

Ｔ３，Ｔ４  滞后时间常数 秒 ０ R．００⋯２．５０ ⋯

Ｔ７ 破电功率积分

时间常数
秒 ３⋯３０ z⋯

Ｔ８ 破陷波器时间常数 秒 ０ R．００⋯２．５０ ０ 谮．００

Ｔ９ 破陷波器时间常数 秒 ０ R．００⋯２．５０ ０ 谮．１０

Ｍ 陷波器阶次 － ２⋯５ d⋯

１ �陷波器阶次 － １⋯４ d１  
ＵＳＴｍａｘ 正限幅值 标么 ０ h．０１⋯０．２ ０ 耨．１

ＵＳＴｍｉｎ 负限幅值 标么 ０ h．０１⋯０．２ －ＵＳＴｍａｘ
Ｐ１ 破ＰＳＳ投入功率 标么 ０ �．１⋯０．５ ０ 耨．４

Ｐ２ 破ＰＳＳ退出功率 标么 ０ �．１⋯０．５ ０ 谮．３５

　　ＵＮＩＴＲＯＬ５０００ 微机励磁数字调节器采用的 ＰＳＳ
为 ＩＥＥＥＰＳＳ－２Ａ型标准传递函数，碅ω和 Ｐｅ 双输入
信号的电力系统稳定器。 碅ω和 Ｐｅ 输入信号是通过
对发电机极端电压和定子电流采样软件计算得到。 二

滩水电站励磁调节器软件中 ＰＳＳ框图如图 ２所示。

由软件图可以看出，转子频率信号（１２０１４ ｆ Ｅ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输入到 ＰＳＳ模块中的 ＩＮ＿ｆ＿ＰＳＳ，与额定频
率相对值（软件图中的－１００００）功能快）进行差值运

算，频差相对值经过隔直环节，信号输入到相加器中，

有功功率信号（１０２１８）输入到 ＰＳＳ模块中的 ＩＮ＿Ｐ＿ＰＳＳ
中，经过隔直环节，低通滤波器，信号放大，信号输入到

相加器中，与转子频率信号相加，经过陷波器，滤除掉

特定频率的信号，合成信号再经过滤波器，信号放大，

超前滞后环节，输出限幅，再与 ＰＳＳ 的 Ｐ／Ｑ 限制信号
进行比较，较大值者作为输出信号 １２０１０。

ＰＳＳ输出信号 １２０１０通过切换开关模块 ２９８，输出

信号 １２７９８，ＰＳＳ 信号 １２７９８ 接入到 ＳＰ －４２ 模块即

ＡＶＲ＿ＰＩＤ模块，信号接入 ６９１８（ＡＤＤ＿ＩＮ１＿ＡＶＲ）ＡＶＲ
附加输入 １，与 １２００１（经过限制器干预后，最终处理好

的（ＡＶＲ）ＰＩＤ 控制器偏差信号）进行相加，相加的输

出信号作为 ＡＶＲ＿ＰＩＤ调节的偏差信号。

图 2　UNITROL5000微机励磁数字调节器 PSS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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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载特性曲线确定基准值和模型
参数

　　２号机空载特性曲线如图 ３。

图 3　2号机空载特性曲线

由发电机的空载特性可以确定发电机励磁回路的

计算基准值及模型参数［５ －７］ ：

１）发电机励磁电流的基准值 Ifdb。 选取发电机空
载特性曲线气隙线上与发电机额定电压对应的发电机

励磁电流作为基准值：Ifdb ＝１ ３５０ Ａ。
２）发电机励磁回路电阻的基准值 Rfdb。 选取发电

机铭牌额定励磁电压与额定励磁电流之比为励磁回路

电阻的基准值，即：

Rfdb ＝
Ufdn

Ifdn
有 Ufdn ＝３１８，Ifdn ＝２ ７０９，则：

Rfdb ＝
Ufdn

Ifdn ＝０．１１７ ４ Ω

３）发电机励磁基准值 Ufdb： Ufdb ＝Rfdb ×Ifdb ＝

０．１１７ ４ ×１ ３５０ ＝１５８．５ Ｖ。
４）根据发电机空载特性计算模型需要的饱和系

数：对应发电机额定电压的气隙线电流为 １ ３５０ Ａ，实
际电流为 １ ５７５ Ａ，则：

ＳＧ１．０ ＝１ ５７５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０．１７

对应发电机 １．２ 倍额定电压的气隙线电流为

１ ６４５，实际电流为 ２ ３１０ Ａ，则：

ＳＧ１．０ ＝２ ３１０ －１ ６４５
１ ６４５ ＝０．４０

ＰＳＡＳＰ程序中 a、b、n的计算值如下：

a＝１

b＝１ ５７５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０．１７

n ＝１ ＋

ｌｎ
２ ３１０
１ ６４５ －１

１ ５７５
１ ３５０ －１

０．１８２ ３

５）整流器换相压降系数 Kc 计算：励磁变压器的

三相整流桥换相压降系数 Kc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Kc＝３ ×Uk ×U２
n ×Ifdb

π×Ufdb ×Sn ＝
３ ×Uk ×U２

n

π×Rfdb ×Sn
式中：Uk 为励磁变短路电压；Sn、Un 为励磁变额定容量

和二次额定电压；Ifdb、Ufdb为励磁电压和励磁电流基准

值；Rfdb为发电机励磁回路电阻基准值。

Kc＝３ ×Uk ×U２
n

π×Rfdb ×Sn ＝０．２１

６）励磁系统最大输出电压 VRｍａｘ和最小输出电压

VRｍｉｎ。

计算励磁系统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小输出电压可以

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Vｍａｘ ＝１．３５ ×Un ×ｃｏｓαｍｉｎ

Vｍｉｎ ＝１．３５ ×Un ×ｃｏｓαｍａｘ

αｍｉｎ和αｍａｘ是可控整流器的最小控制角和最大控

制角。 二滩水电站励磁系统的最大控制角 αｍａｘ ＝
１４９°，最小控制角αｍｉｎ ＝１５°。 经计算可得出

Vｍａｘ ＝１．３５ ×Un ×ｃｏｓαｍｉｎ ＝１ ３２２．２ Ｖ
Vｍｉｎ ＝１．３５ ×Un ×ｃｏｓαｍａｘ ＝－１ １７３．４ Ｖ

标幺值为：

RVｍａｘ ＝１ ３２２．２
１５８．５ ＝８．３

RVｍｉｎ ＝
－１ １７３．４
１５８．５ ＝－７．４

３　ＰＳＳ参数优化试验
１）调差系数计算。 按照系统要求，调差系数应设

置在＋４％。 在 ５０％ ～１００％无功功率负荷下测得机
端电压 Ut１和给定值 UREF１后，在发电机空载试验中测

量 UREF１时机端电压 Ut０ ，然后按照公式计算可得出实

际的调差系数。

D＝
Ut０ －Ut１

Ut０
×
IN
IQ ×１００％

试验数据如下：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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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１ ＝１８ ６８６．２ Ｖ
Ut０ ＝１８ ６４９．６ Ｖ
IN ＝１９ ６００ Ａ
IQ ＝９５０ Ａ
带入上式计算，得 D ＝－４．０５％，与设置基本

一致。
２）励磁系统在线无补偿频率响应特性试验。 发

电机有功功率调到接近机组最大出力，无功功率劲量
调小；自动励磁调节器单通道运行；ＰＳＳ退出运行。 在

ＰＳＳ输出信号迭加点输入扫频扰动信号，测量发电机

电压对于 ＰＳＳ输出信号迭加点的频率响应特性，即励

磁系统滞后特性。

２号机测试时有功出力为 P ＝５００ ＭＷ，无功出力

为 Q＝－４０ Ｍｖａｒ，如图 ４。

图 4　2 号机在线无补相频特性测量值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从 ０．１ ～２．５ Ｈｚ 这个频段
中，励磁系统相位在 ２２°到 ２２°范围内，在 １．３ Ｈｚ附近
有一个明显的拐点，由此可知，２ 号机的本机振荡频率

在 １．３ Ｈｚ附近。

３）ＰＳＳ 相位补偿特性和参数整定。 按照电网要

求，ＰＳＳ参数整定的原则是：应使其相位补偿在 ０．１ ～

２．５ Ｈｚ的频率范围内都能产生尽可能大的阻尼力矩。

根据 ＰＳＳ数学模型和励磁系统在线无补偿相频特
性测量值，按照 ＰＳＳ参数整定原则用逐步逼近的方法
确定 ＰＳＳ参数（其中 ＰＳＳ的增益需通过临界增益试验
确定）。 按照二滩水电站 ２ 号发电机 ＡＶＲ模型和 ＰＳＳ
传递函数框图的数学模型，计算得到 ２ 号机 ＰＳＳ 相频
特性的补偿有关补偿相频特性如图 ５。

有补偿相频特性值在－６３°～－１０６°范围内。

由于 ＰＳＳ采用的是发电机负的电功率（ －Ｐｅ）作

为输入信号，经隔直后， －ΔＰｅ 信号的相位超前 －Δω

约 ９０°，由 ＰＳＳ提供的电磁力矩与Δω的相位差则在＋

２７°～－１６°范围内。 因此在 ０．１ ～２．５ Ｈｚ的频率范围
内 ＰＳＳ都能产生正的阻尼力矩。

４）ＰＳＳ临界增益调整。 在选定的相位补偿下，ＰＳＳ
投入运行，逐渐增大 ＰＳＳ的增益，当观察到励磁电压和

无功功率出现明显振荡时，定为 ＰＳＳ 的临界增益。 试

验表明，当 ＰＳＳ的增益增大到 Kpss ＝１２，观察到励磁电

压和无功功率出现明显振荡。 因此，ＰＳＳ 的临界增益
定为 １２。 ＰＳＳ 的运行增益取临界增益的 １／３，即

Ks１ ＝４。

５）ＰＳＳ参数初步确定，经计算与试验可得出 ＰＳＳ
运行参数为：

ＴＷ１ ＝６ ｓ，ＴＷ２ ＝６ ｓ，ＴＷ３ ＝６ ｓ
Ｔ１ ＝０．１５ ｓ，Ｔ２ ＝０．０４ ｓ，Ｔ３ ＝０．５ ｓ，Ｔ４ ＝０．０４ ｓ
Ｔ７ ＝６ ｓ，Ｔ８ ＝０．２ ｓ，Ｔ９ ＝０．１ ｓ
Ｍ＝５，Ｎ＝１

ＰＳＳ输出限幅：Vsｍａｘ ＝＋１０％，Vsｍｉｎ ＝－１０％。

ＰＳＳ自动投入点暂定为 ０．３Pn

ＰＳＳ自动退出点暂定为 ０．２Pn

６）仿真试验。 在 ＰＳＡＳＰ 程序中，采用 １２ 型自并

励静止励磁系统模型和 ２型 ＰＳＳ在单机无穷大母线系
统 ０．１ ～２．０ Ｈｚ范围内进行仿真。

根据上述仿真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 ＰＳＳ投
入和退出两种工况下进行负载阶跃响应仿真试验，比

较有功功率的振荡情况，检验 ＰＳＳ 的阻尼作用。 通过

仿真的波形图可以看出，在同样的扰动下，ＰＳＳ退出的
情况下有功功率振荡的次数为 ４ 次以上；ＰＳＳ 投入后
降低为 １次，说明 ＰＳＳ 对于系统的低频振荡提供了良
好的阻尼。

７）ＰＳＳ参数优化后的实际运行情况。 以 ２号机为

例，２００９年 ０１月 ０９ 日 １０点 １７分，ＣＣＳ上发“ＧＩＳ２号
故障录波装置启动；一、二、四、五、六号机机组保护 １

号总启动动作；一、二、四、五、六号机机组故障录波装

置启动；二号机无功反馈故障发生，二号机定子电压测

量值故障”等报警；检查二滩水电站设备运行正常，汇

报省调并经询问为普叙线跳闸。

查看采集历史数据，２Ｆ机组无功功率突变时监控
数据表如表 ２所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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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二滩水电站 2 号发电机 AVR模型和 PSS传递函数框图

表 2　机组无功功率突变时监控数据表

机组状态量 １号机组 ２号机组 ４号机组 ５号机组 ６号机组

机端电压／ｋＶ 报警前 １８ 谮．２ 报警前 １８  ．０７ 报警前 １７ d．９ 报警前 １７ ┅．９ 报警前 １８ 铑．１

报警时 １８ 谮．２ 报警时 １７  ．０７ 报警时 １７ d．９ 报警时 １７ ┅．９ 报警时 １８ 铑．１

　　根据监控采集历史数据做波形变化比较如下：可
以看出二普线路无功和电压发生大幅波动时，导致二
滩水电站２Ｆ机组无功功率和机端电压瞬间大幅波动。
但由于励磁系统 ＰＳＳ的及时响应，系统的波动并没有
改变 ２号机组及其他 ４ 台机组的无功变浅趋势，也没
有引起其他 ５台机组的无功功率、励磁电压、励磁电流
大幅波动，也未导致机组其它参数突变及报警［８ －１０］ 。
由此，可以判断 ２号机组励磁系统 ＰＳＳ参数设置得当，
能够满足系统的要求。

４　优化后的 ＰＳＳ参数效果
通过对二滩水电站 ２ 号发电机励磁系统模型参数

测试和仿真建立的励磁系统及 ＰＳＳ 模型和参数，可以
初步确定 ＰＳＳ的参数设置，该组参数在仿真试验中，对
励磁系统有很好的暂态稳定性，达到指标如下：

１）发电机空载条件下的电压调节精度高于 １％。
２）发电机电压上升时间 ＴＲ为 ０．４４ ｓ。
３）峰值电压时间 ＴＰ为 ０．４４ ｓ。
４）超调量 ＭＰ为 １５％左右。
５）调整时间为 ３ ｓ左右。
根据枟ＤＬ －Ｔ５８３ －２００６ 大中型水轮发电机静止

整流励磁系统及装置技术条件枠关于系统性能的要求
可知该组 ＰＳＳ参数能够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 二滩水
电站励磁系统能够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可最终确定一组可以使发电机稳定运行的 ＰＳＳ参数。

５　结　语
发电机励磁系统和 ＰＳＳ都具有较深的理论知识，

通过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加深了对发电机励磁
系统和 ＰＳＳ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初步确定了励磁系统
的 ＰＳＳ参数，使励磁系统有很好的暂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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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基于特高频法的 ＧＩＳ 局部放电故障定位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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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大型水电站左岸 ＧＩＳ开关站电压等级 ５００ ｋＶ，自投运以来，在线监测系统发现某测点间歇性局部放电信号，近

一年持续放电且超过监测系统量程。 利用局部放电定位仪对该局放源进行了定位，经过分析和简单处理，在不拆卸 ＧＩＳ
设备的情况下消除了间歇性局部放电现象。

关键词：水电站；ＧＩＳ；特高频法；局部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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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and Treatment of a GIS Partial Discharge Fault based on UHF Method
ＸＵ Ｇｅ， ＲＡＮ Ｙｉｎｇｂｉｎｇ， ＬＩＵ Ｑｉａｎｃｈｉ， ＪＩＡ Ｊｉｎｇｌ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ｆａ， ＺＨＡＯ Ｇａｏｌｉ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 Ｌｔｄ．，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ｔｈｅ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 ｓｗｉｔ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ａｕｌｔ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ｕｌｔ ａｒ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Ｉ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ＧＩＳ； ＵＨ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某水电厂位于长江干流，左岸厂房为坝后式厂房，
右岸厂房为山体内地下厂房，５００ ｋＶ开关站采用 ３／２
接线，开关站内设备为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ＧＩＳ）采用全封闭结构，该结构内部状态不可见，从外
部人眼可观测的仅有气压表、分合闸状态指示等信息，
传统检测手段获取的设备状态信息量有限，且信息滞
后，难以及时发现设备潜伏性缺陷和初起故障。 以带
电检测和在线监测技术为主，辅以停电试验的诊断方
法，是如今 ＧＩＳ设备状态信息检测评估的主要手段。
通过在线监测系统发现 ＧＩＳ设备内部存在持续局

部放电信号后，需利用带电检测定位技术对局部放电
源快速准确定位，以判断缺陷类型及缺陷严重程度，制
定检修维护方案，保障 ＧＩＳ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确定
局部放电位置既可以为设备缺陷的诊断提供有效的数

据参考，也可以减少检修时间。 本文对现场常用 ＧＩＳ
局部放电在线监测技术和带电检测定位技术进行分

析，并介绍了一起大型水电厂 ５００ ｋＶ开关站 ＧＩＳ设备
的局部放电定位和处理案例。

１　ＧＩＳ局放在线监测技术
多年的运行经验证明，由于设备内部的金属微粒、

粉尘和水分等导电性杂质，特别是金属微粒的存在，引
起的 ＧＩＳ内部放电已不容忽视。 而且，ＧＩＳ 设备局部
放电往往是绝缘故障的先兆和表现形式。 当设备内部
由于制造工艺或者运行的原因存在下述缺陷时会产生

局部放电：
１）ＧＩＳ设备中固体绝缘材料内部的缺陷，如生产

工艺过程中残存在盆式绝缘子内部或与导体交界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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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隙，这种小间隙可能是制造时留下的，也可能是运行
中的热胀冷缩造成的。 这些小间隙处易发生表面
放电。

２）ＧＩＳ设备内残留自由导电微粒，如金属碎屑或
金属颗粒。 这是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缺陷，一般是由
于制造、安装等原因造成的。

３）ＧＩＳ设备中的导体表面存在突出物，如毛刺、尖
角等。 这种缺陷易发生电晕放电，在稳定的运行电压
下一般不会引发绝缘击穿，但在冲击电压下可能导致
绝缘击穿。

４）浇注绝缘体的气泡、裂纹等缺陷。
５）ＧＩＳ设备内的导体接触不良等。
在 ＧＩＳ 内发生局部放电时会伴随一些现象的出

现，如电现象、发光现象、ＳＦ６ 气体发生化学变化和机
械振动（超声波）等。 因此可以利用这些特征来测量
局部放电。 目前，ＧＩＳ局部放电的常见监测方法有：
耦合电容法，又称脉冲电流法，该法结构简单，便

于实现。 但现场测试时，外壳上的电容电极耦合探测
局放无法识别，该信号与多种噪声混杂在一起，因此此
方法的使用推广受到限制。
特高频法，其主要优点是灵敏度高，并通过放电源

到不同传感器的时间差对放电源精确定位。 在现场易
受到外部电磁场干扰，对传感器的要求很高，对数字电
路处理高频信号的要求高，此法成本较贵。
超声波监测法。 由于 ＧＩＳ内部产生局放时会产生

冲击振动及微音，因此可用腔体外壁上安装的超声波
传感器测量局放量 Ｑ。 超声波法抗电磁干扰性能好，
但由于声音信号在 ＳＦ６ 气体中的传输速率很低（约
１４０ ｍ／ｓ），信号通过不同物质时传播速率不同，不同材
料的边界处还会产生反射，因此信号模式很复杂，且高
频部分衰减很快，限制了测量范围。 它要求操作人员
有丰富经验或受过良好的培训，另外，长期监测时需要
的传感器较多，现场使用不便。
化学监测法是通过分析 ＧＩＳ中局放所生成的气体

生成物含量变化来确定局放程度的方法，但 ＧＩＳ 中的
吸附剂和干燥剂会影响化学方法的测量结果；断路器
正常开断时产生电弧的气体生成物也会产生影响测量

结果；脉冲放电产生的分解物易被大量 ＳＦ６气体稀释，
因此用化学方法监测 ＰＤ 的灵敏度较差。 另外，该方
法不能作为长期监测的方法来使用。
光学监测法是利用内置的光电倍增器监测到甚至

一个光子的发射，但由于光线易被结构遮挡，且无法检

测到绝缘内部缺陷产生的局放，因此可能有“死角”出
现。 该法监测已知位置的放电源较有效，不具备完全
定位故障能力，且 ＧＩＳ内壁光滑而引起反射，也可能影
响灵敏度。

２　局放带电检测特高频法定位技术

放电源的准确定位能够极大的方便缺陷元件的查

找及放电类型的诊断，提高检修工作效率。 特高频法
的主要定位方法有幅值比较法、时差法、定相法、三维
空间定位法等。

１）三维空间定位法。 三维空间定位法即为图 １
所示的平面分法定位，首先将两个传感器按照相同朝
向放置，移动两个传感器的位置，使示波器两个通道信
号重叠，这时，信号源位于两个传感器中间的一个平面
上。 同样的方式在相对的方向上及上下的方向上各确
定一个平面，最终定位信号源位置。 该方法一般用于
被检测信号较强且可检测范围较大的情况。

图 1　三维空间定位法原理
２）幅值比较定位法。 幅值比较法的基本思路是

距离放电源最近的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最强。 当在多
个点同时检测到放电信号时，信号强度最大的测点可
判断为最接近放电源的位置。 幅值比较法的准确性往
往受到现场检测条件的限制。 当放电信号很强时，在
较小的距离范围内难以观察到明显的信号强度变化，
使精确定位面临困难。 当设备外部存在干扰放电源
时，也会在不同位置产生强度类似的信号，难有效定
位，同时也难以区分设备内部或外部的放电源放电。

３）时差定位法。 时差定位法的基本思路是距离
放电原最近的传感器检测到的时域信号最超前。 具体
的时差定位适用于采用高速数字示波器的带电检测装

置，定位方法如图 ２ 所示。 将传感器分别放置在 ＧＩＳ
上两个相邻的测点位置，根据放电检测信号的时差，利
用式（１）即可计算得到局部放电源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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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１
２ （L－cΔt） （１）

式中：x为放电源距离左侧传感器的距离，ｍ；L 为图中
两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ｍ；c 为电磁波传播速度，３ ×
１０ ｍ／ｓ；Δt为两个传感器检测到的时域信号波头之间
的时差，ｓ。

图 2　时差法定位原理

４）定相法。 定相法的基本思路是在三相均可检
测到相似局部放电信号的情况下，基时域信号的差异
相即为放电源所在相别。 定相法往往与幅值比较法综
合应用，第一步是确定放电信号源是否唯一。 具体做
法是在同步信号不变的情况下分别检测设备三相的同

一个位置，若其 ＰＲＰＳ、ＰＲＰＤ 谱图相位分布相同，则说
明附近放电信号来自于一个放电源；若相位分布不同，
则说明附近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放电源。 第一步是
确定放电源相别，具体做法是应用高速示波器同时检
测设备三相相同位置的特高频局部放电时域信号，若
两相极性与另外一相相反，则相反的相即为放电源所
在相别。

３　案例分析
某大型水电厂左岸 ５００ ｋＶ 开关站 ＯＣＵ１２Ｂ 传感

器自投运以来监测到不连续的间歇信号。 该测点记录
事件数周期性变化趋势，先缓慢增长至最大记录数后
记录消失，最大事件数 ２８２ 次。 有两种信号出现，一种
信号幅值较高（ －５０ ｄＢｍ），软件判断类型为污秽或浮
动电极，一种信号幅值较低（ －６０ ｄＢｍ），软件判断类
型为金属颗粒，危险程度低。

２０１７年 ５月测得该局放信号持续发生，从 ４ 月 ２２
日起每天局放事件数超量程，局放幅值达到并超过
１００％即－３５ｄＢｍ。 与之前的事件数趋势不一样，本次
不是缓慢增加到最大值后突然降低到 ０ 次，而是缓慢
增加到最大事件数后持续出现。 专家诊断系统判断类
型为浮动电极放电。 放电率比 ３月测得的信号有所增
加（放电率是 ５０ 个周期内即 １ ｓ 内的放电次数，最大
值为 ５０次，目前放电率为 １２次／ｓ）。

图 3　2017年 2月至 5月事件记录数

图 4　峰值保持图及单周期图
２０１７年 ５ 月 ４ 日技术人员对 ＯＣＵ１２Ｂ 发现的疑

似局放信号进行了 １２ 次带电检测测量，其中 １ 次对
ＯＣＵ１２Ｂ位置单独测量，１ 次长时在线监测记录，１０ 次
基于持续测量模式的定位测量。 本次检测发现了一种
为浮动电极或绝缘缺陷（污秽）局放源。

表 1　

序号 通道 １ Z通道 ４ q通道 １幅
值／ｄＢｍ

通道 ４幅
值／ｄＢｍ

局放源 １定位
结果

第一次 Ａ点 Ｂ点 －３６ f．９ －５４  离 Ｂ点为 ０ t．６５ ｍ
第二次 Ａ点 Ｄ点 －３６ f．７ －５８  离 Ａ点为 ０ 崓．７ ｍ
第三次 Ｂ点 Ｄ点 －５５ f．６ －５８ 谮．２ 离 Ｂ点为 ０ 媼．４ ｍ
第四次 Ｂ点 Ｃ点 －５５ f．３ －４８ 谮．２ 离 Ｂ点为 １  ．３ ～１．７ ｍ
第五次 Ｂ点 Ｅ点 －５５ f．８ －５５ 谮．６ 离 Ｂ点为 １ 媼．１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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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定位尺寸图
图 6　内部结构图

图 7　噪音与局放信号对比图
　　水电站冬修期间，电厂决定对该局放源进行处理，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２日技术人员用局放检测仪接 ＯＣＵ１２Ｂ
内置传感器检测了处理前的局放幅值和图谱，用便携
式局放检测仪接超声波传感器对疑似局放源区域进行

了超声波测试，未发现异常超声信号。 １２ 月 １３ 日该
线路停电，电厂对疑似区域外部壳体进行了简单的振

打处理，停电过程中利用便携式局放检测仪接
ＯＣＵ１２Ｂ未检测到局放信号，排除外部干扰信号。 １２
月 １４日，ＧＩＳ设备带电运行，利用局放检测定位仪和
便携式局放检测仪接 ＯＣＵ１２Ｂ内置传感器和外置传感
器均未再检测到明显局放信号。

表 2　

时间 通道 １ 邋通道 ２ 抖通道 ３ 噰通道 １幅值／ｄＢｍ 通道 ２幅值／ｄＢｍ 通道 ３幅值／ｄＢｍ
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２（处理前） Ａ点 － － －３６ 摀．１ － －

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３（停电中） Ａ点 － － 无局放 － －

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４（处理后） Ｂ点 Ａ点 Ｃ点 无局放 无局放 无局放

　　综合上述处理情况和检测分析，ＯＣＵ１２Ｂ 测量到
的疑似局放信号可能是绝缘盆表面附着微小异物产

生。 经过对外壳进行简单的振打处理，微小异物被振
动离开绝缘盆，因此在线监测和带电检测均不能再检
测到局部放电信号。 如果是金属性微粒也可能经过一
段时间，在电场力作用下，该异物移动到其他位置形成

新的局放信号。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ＯＣＵ１２Ｂ传感器再未检测到持续的局部放电信号。

４　结　语
基于特高频法的 ＧＩＳ设备局部放电在线监测和带

电检测已广泛应用到电力系统运行维护中，但特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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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2月 12日局放累积 PRPD图

图 9　超声波原始数据

图 10　12月 12日至 14日在线监测数据

图 11　2018年 2 月至 5 月事件记录数

法对于局放故障类型及严重程度的判定尚有很多问题

亟待解决。 比如：
１）特高频测得的幅值与基于脉冲电流法的局放

电荷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不便于判断局放源的严重
程度；

２）特高频法基于 ＰＲＰＤ和 ＰＲＰＳ 图谱分析局放类
型的判断主要基于专家经验，通过人眼对比，容易造成
判断失误；

３）现场测量干扰多种多样，容易造成误判，需提
高仪器自动识别干扰的能力。
本文通过对一起持续局放信号事件的分析和定

位，介绍了一种 ＧＩＳ 不解体的处理方法。 这种方法对
微尘引起的局部放电具有一定效果，属于一种保守处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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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向
电力生产过渡期安全管理浅析

董　超，赵　磊，毛　婵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１）

摘要：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６月机组投产发电，在从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电站安全
生产工作面临着过渡时间紧、生产现场与工程建设现场交叉、生产人员经验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及时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通过全面辨识、分析过渡期间存在的主要安全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了安全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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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Construction to
Power Production of Hohhot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ＤＯＮＧ Ｃｈａｏ，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ＭＡＯ Ｃｈａｎ
（Ｈｏｈｈｏｔ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Ｈｏｈｈｏｔ ０１００５１，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ｏｈｈｏｔ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Key words：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呼蓄电站）是
中国三峡集团投资建设、运行的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
也是内蒙古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及第一个大型水

电项目。 电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
青山区，距呼和浩特市区约 ２０ ｋｍ。 电站安装 ４ 台单
机容量为 ３００ ＭＷ的竖轴单机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机
组，总装机容量 １ ２００ ＭＷ。 电站设计年发电量
２０．０７５亿 ｋＷ· ｈ，年抽水用电量 ２６．７２６ ７ 亿 ｋＷ· ｈ。
电站通过一回 ５００ ｋＶ出线接至距离约 ４５ ｋｍ 的呼和
浩特东 ５００ ｋＶ变电站，并入内蒙古西部电网。 主要承
担调峰、填谷、事故备用等任务，并将与风电机组联合
运行，实现内蒙古电网火电、风电、调峰电源协调发展，
提高电网的安全可靠性和向区内外用户的供电质量。
呼蓄电站于 ２０１０ 年 ５月主体工程复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上水库正式蓄水，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下水库正式蓄水，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全部机
组投产发电。 建设与生产过渡时间紧，新机组移交间
隔短，工程建设现场与生产现场交织，设备、设施运行
处于磨合期，设备出厂遗留缺陷，电站管理采用建管一
体模式导致电力生产人员不足、能力技术暂未达到生
产需求等问题，这给建设向生产过渡时期的安全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１　电站工程建设向生产过渡期安全管
理的难点分析

　　１）呼蓄电站工程为一等大 Ｉ 型工程，主体工程开
工至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共历时约 ４８个月，由于时间
跨度较长，无法在开工之初就成立电站生产部门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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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般在工程建设到达一定阶段时才开始生产准备，
呼蓄电站采用“建管一体化”管理模式，生产准备人员
是从工程管理的各岗位抽调人员，抽调人员不但在发
电之前要做好生产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培训、建章立制
等生产准备工作的同时，还要参加机电设备安装调试
培训，并继续将前期工程管理工作进行收尾、移交，导
致生产准备人员无法将全部尽力集中于电力生产方面

的工作。
２）电站管理模式采用“建管一体化”模式，在由工

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时期，人员从工程建设转入电
力生产过程中，不少人员需要从一个部门和岗位转向
新的部门和岗位，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工作转向新的
专业和工种。 对于年龄较大、专业不对口的员工来说，
在调派到生产岗位后难以适应，容易引发误操作等
问题［１］ 。

３）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工程建设与电
力生产两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并存，无论工程建设还
是电力生产，其安全管理的本质和目标是相同的，有一
些共性，但是二者在安全管理的管理对象、管理内容、
管理方式、现场环境、关键部位、危险源类型等方面也
有较大的差异。 在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呼
蓄电站工程安全生产部同时监督管理工程建设和电力

生产两方面的安全工作，但是电站工程安全生产部大
部分人员对电力生产的设备、流程和工艺不熟悉，又缺
乏电力生产岗位培训和实际工作经验，需要较长的转
型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过渡期间的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

４）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前期已投运系
统和设备在生产单位接管运行后，与后期机电安装、设
备调试、消缺、装修作业等存在交叉情况，导致已投运
区域和施工作业区域重叠，对生产区域无法实现封闭
管理，人员随意出入情况较严重，存在误碰、误操作设
备、走错间隔等可能［２］ ，且这时期视频监控系统、永久
照明、通讯等系统未全部安装完毕，桥机、配电箱等公
共区域设备管理难度较大，现场安全风险较高，极易导
致安全事故发生。

５）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也是已安装设
备设施投运初期，设备设施处于磨合状态，加之呼蓄电
站是国家抽水蓄能机电设备国产化的依托项目，尝试
了较多国产化技术，设备国产化率很高，在吸收国外技
术和工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消化不足、精度不够等问
题，设备缺陷虽然在设备出厂前已基本消除，但是部分
设备仍然存在缺陷，设备缺陷、设备初期不稳定性影响
机组正常开停机和安全运行。

６）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间，生产运行与工
程建设同步推进，许多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两方面工
作同时使用，导致公用工具、备件管理责任相互推诿，
现场管理较混乱，时常发生公用工具损坏等问题。

７）在过渡期间，工程建设作业量不断减少，导致
现场管理人员更换频繁，现场作业人员流动性大，致使
现场安全管理难度加大［３］ ，新入场员工安全教育不到
位，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隐患整改不及时现象时
有发生。

２　安全管理难点采取的有效对策
１）安全生产是保障公司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的基

础，结合过渡期电站工作实际情况，明确了零工程建设
事故和零电力生产事故的“双零”电站安全总体目标。
以目标为导向，对安全管理组织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
在安全生产委员会加入电力生产相关人员，增设电力
生产安全监察部门，与工程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合署办
公，电力生产与工程建设统一监督职能；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
全”［４］ ，对过渡期间的安全生产责任进行重新梳理，理
清生产部门与建设部门间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结合
生产岗位与建设岗位职责要求，重新调整从主要负责
人到一线从业人员的全面安全生产责任、责任范围和
考核标准；调整安全例会参与人员，增加电力生产安全
例会，充分发挥会议协调功能。

２）“无规矩不成方圆”，结合过渡期间安全工作要
求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重新修订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电站充分依靠三峡集团公司在水电电站运行方面的优

势，在长江电力支援团队的带领下，新编了运行规程、
检修规程、作业指导书等 １１３ 项管理制度、５７ 项运行
检修规程等；结合工程进入收尾期的特点，工程建设方
面新增安全管理制度 ８ 项，重新修订应急预案 １４ 项，
通过对制度、规程的补充、修订，确保安全工作“有规
可依”。

３）为不影响工程建设，即提升转岗人员电力生产
技术能力，呼蓄电站电力生产筹备人员以双重身份加
入现场工作，将筹备人员安排到工程建设相关项目部、
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全面参与现场安装调试过程，同
时处理好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关系，目的在于掌握
系统组成、了解设备构造、熟悉设备操作，从实践方面
不断提升筹备人员的工作能力。 在机组安装调试高峰
期，也是人员工作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电站多次举办
专题讲座，邀请长期从事水电施工、机电安装调试的专
家授课，同时结合设备厂家工程师现场的情况，安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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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员对筹备人员进行现场培训，进一步加强理论方
面能力。

４）呼蓄电站是三峡集团公司运营的第一座抽水
蓄能电站，抽水电站运维能力不足，公司从生产筹备人
员中选派一批人员到同类其他电站进行专业培训。 通
过有计划、有目标、有评价的理论学习、跟班实习和考
试考核，锻炼出一批基本能够掌握抽水蓄能电站设备
构造、性能、原理及应急处置等技能，熟悉了抽水蓄能
电站各项管理制度情况、日常工作流程等；同时，电站
充分利用三峡集团公司优势，邀请了长江电力技术人
员到生产现场进行“传、帮、带”，充分依靠长江电力公
司支援人员的工作经验和技术优势，做好相关工作，进
一步加强现有人员机组运行、设备维护、事故处置、技
术管理等能力的培训。

５）过渡期间生产场所与工程建设场所相互交叉，
为确保各项生产安全稳定进行，在已移交电力生产区
域与工程建设区域设置物理隔离设施，设置工程建设
专用通道，封闭生产运行区域，增加安保人员 ２４ 小时
值班，区别设置生产人员和工程建设人员出入证，方便
安保人员管理，防止非生产人员在未经许可的境况下
进入生产区域，防止发生误入间隔、误碰设备、误操作
设备，保持设备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在生产区域内
对部分设备上进行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电力生产相关
制度开展工作，作业前必须有工作票，生产人员按照工
作内容执行相关安全措施，作业时电力生产相关人员
必须进行跟踪监护，作业后按规定对作业现场进行核
查并消票；对于机组启动调试，机组使用权移交机组调
试工作组，由调试工作组统一管理，各项设备具体操作
必须由生产人员进行跟踪监督，防止发生电力生产安
全事故。

６）在机组投运初期，设备消缺是设备安全管理的
重中之重，设备消缺是提前预防设备事故的有效手段。
电站制定了设备缺陷管理相关制度，将设备缺陷分为
四类管理，认真开展设备巡回检查，及时发现、消除设
备缺陷［５］ 。 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设备缺陷，一类缺
陷需停机处理，其余缺陷如可继续监视运行的，待正常
停机后立即处理。 过渡期间也是设备缺陷高发时期，
为了能及时、快速、尽可能的发现缺陷，电站相关部门
加密了日常巡检频次，缩短了机组重点部位检查间隔，
加大了对报警信息、历史记录和趋势曲线的分析力度，
对于二类及以上缺陷现场召开专题分析会，相关生产
人员、厂家人员、施工人员同时参加技术分析，确定最
优方案，尽可能一次性消除缺陷，确保设备安全。

７）在过渡期间工程建设逐渐进入收尾期，工程由

大区域作业转换为点多面广零星作业，加之作业人员
流动性较强，现场安全管理难度极大。 为加强现场安
全管理力度，电站将原有的安全管理“大监理”模式转
化为“大业主” ＋“大监理”模式，通过“双大”模式狠
抓现场安全管理，通过加大业主、监理单位现场监督力
度，管控过渡时期现场安全风险。 在“双大”的模式
下，进一步强化监理旁站制度，在过渡期间要求现场监
理对存在较大风险作业必须旁站监理，业主单位对于
安全责任人员必须现场监督，不断压实现场安全管理
责任。

８）电站物资管理人员全面梳理设备备品及供货
清单，清点库存及使用情况，全面掌握备品备件及公用
工具的实际情况，结合现场设备移交情况，对于已移交
的设备涉及的备品备件由生产单位管理，对于未移交
的设备的备品备件由施工单位管理，对于公用工具由
工程管理部管理，执行借用制度，电站物资管理部门监
督执行情况。

３　结　语
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是安全管理工作的一

个挑战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着工程建设和电力生产两
方面的安全风险，两方面都不能放松，要齐头并进。 期
间，呼蓄电站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明确了零工程建设事故和零电力生产事故的“双零”
公司安全总体目标。 过渡期间工程建设方面一直秉承
着执行优秀的设计要求、优异的设备制造、精益求精的
安装和调试、严格的监理等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过渡期
间重点加强电力生产方面和生产与建设交叉面的安全

管理工作，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设备管理责任制
为抓手，通过加强设备管理，强化人员安全培训，严格
设备技术审批，严管交叉作业，营造符合企业实际的安
全文化氛围等手段，积极做好了电力生产安全工作，确
保了从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的安全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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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安全管理中
如何通过安全月活动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赵　冉
（云南龙江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云南 德宏　６７８４００）

摘要：安全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和前提，安全需要企业所有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齐抓共管，常抓不懈，注重落实，方能使安
全管理工作取得实效，安全红线意识深入人心。 在每年的 ６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活动中，认真编写安全月活动实施方案，
通过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观看警示片、法律法规学习、安全知识竞赛及应急演练等各种活动，全员参与，使安全月
活动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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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的思想，增强应急意识，提升安全素质，提高应急救援
能力，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全国每
年 ６ 月份举办安全生产月。 结合本电站实际情况，为
推动本水电站安全生产良好形势更加持续稳定，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大
大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

１　精心组织、认真部署，结合实际、注重
实效

　　２０１８ 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 龙江电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认真编写了安全月
活动实施方案，方案中对各项活动内容及实施计划都
十分明确，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安全月活动。 通过组
织宣传教育、观看警示片、法律法规学习、安全知识竞
赛及应急演练等各种活动，全员参与，使安全月活动收
到了明显的展示。

２　全员参与，做好宣传与教育

2．1　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
１）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安全发展主题教育宣

讲活动，举办全体职工安全宣誓、签名活动，通过宣誓
和签名活动，展示出龙江水电站全体员工的激情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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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月活动的热情，大大增强了职工的参与感和履
行安全职责的觉悟，通过自身参与安全月活动，进一步
强化了安全意识，让职工意识到安全管理和安全活动
不只是管理者一味地进行督促，而是自觉地履行安全
义务，做到我要安全，进同时将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
安全主题植入每个宣誓者的内心深处。

２）悬挂“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横幅、张贴宣传
画，传播安全文化理念，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通过张贴
宣传画和悬挂横幅进行宣传、教育，形成安全文化全覆
盖，使每位员工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安全文化氛围，做
到时时刻刻关注安全，时时刻刻注意安全，也更进一步
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我要安全的安全观念。

３）组织全厂员工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枟施精准之
策 固预防之本—构建双重预防管控机制解读枠主题宣
教片，通过典型事故案例教育引导全体员工，提高全体
员工的安全意识，弘扬“人的生命大于天，安全责任重
于山”的安全理念。

2．2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根据活动方案要求，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
主题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向公司各部门发放枟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枠及枟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枠安全
生产教育读本，并向员工提供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方法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提高一线员工的安全防护能力，提高安全防护意识，树
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安全主题思想和安全红线
意识。

2．3　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及安规考试

１）开展全厂员工枟安规枠考试，进一步提高员工对
安全规程及安全管理制度的理解力和掌握程度。 通过
安规考试，使职工意识到安全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为以
后的实际工作做好有力的安全理论支撑和保障，更进
一步提高了职工安全意识。

２）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知识竞赛，题目内容包括
安全生产法、枟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枠变电
部分及水动部分、消防等，对电厂员工普及了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安规等，传播安全理念，营造安全氛围。 通
过安全知识竞赛，使得职工在参与安全月活动的同时，
对安全月活动的认识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思想得到
升华，从而提高了安全意识。

2．4　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及安全月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
防洪度汛应急演练，整个演练过程中，应急体制内各责
任人要熟悉在防洪度汛时自己的工作职责，为遇到实
际问题时提供了解决办法。 通过演练，锻炼了各部门
联动协同和配合能力，提高了公司运行人员在全厂停
电发生异常及事故时的心理素质和应急应变能力，掌
握了全厂停电和设备故障处理能力，提高其分析、判
断、处理事故的实际工作能力及综合能力。 充分展示
了演练的故障设置、演练的组织及各参演人员的应急
反应能力，对演练中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整改。 为今后
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快速处理事故应急处理提供思路。
通过防汛应急演练，更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安全意识，做
到防患于未然，遇到事故不慌乱、有序操作，有章可循。

３　常态化排查，闭环管理
组织公司各部门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针

对厂房及坝区金属设备和机组的检修工作。 结合防
“高处坠落”、分包管理和反“三违”专项行动、运行设
备、防洪度汛等方面的安全检查，因龙江电站为德宏地
区库容最大水库（１２．１７亿 ｍ３ ），对整个库区及高边坡
进行了重点巡查。 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已全部整改
完毕，对发现的缺陷和隐患进行责任划分，限期整改，
形成闭环管理。

４　结　语
安全活动月只是一个开始，安全管理工作常年不

能松懈，要时刻将安全工作贯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
各个角落，安全也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应该重在落
实，靠的是所有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实际行动。 只要真
抓实干，将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到位，不留死角，让“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这一主题思想进行深入人心，不断
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与处理能力，强化基
层班组安全文化建设，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管理工作，
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创造良好的条件及环境。
参考文献：
［１］董锦川．有效利用安全月活动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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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张维民， 郭新杰， 韩耀军．浅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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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厂 ５００ ｋＶ ＰＴ 谐振问题分析及处理方法研究
董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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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 ＰＴ谐振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 ＰＴ谐振状态分析及计算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发生的一起 ５００ ｋＶ ＰＴ
谐振情况进行分析，对相关 ＰＴ一二次绕组匝数进行了调整，降低 ＰＴ磁通密度，改变 ＰＴ一次电感值等手段避免了 ＰＴ长
时间谐振，可有效地保证电厂主设备安全。 真实的试验波形图，评估设备运行状况，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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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电厂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进线 ＰＴ在停电时曾多次发生铁
磁谐振，给电厂的安全运行带来威胁。 铁磁谐振现象
常发生在由空载变压、电压互感器和输电线路对地电
容、电容器组成的回路中。 铁磁谐振类型分为基频、分
频、高频谐振。 其中，频率越高过电压越大，频率越低
过电流越大。 其中基频过电压、过电流基本对系统安
全运行没有危害。 本文基于 ＰＴ 谐振的特点，对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母线及单元进线 ＰＴ 进行分析与计算，并
对一起 ＰＴ谐振事故提出有效的处理方法。

１　ＰＴ谐振特点
所谓铁磁谐振就是由于铁心饱和而引起的一种跃

变过程，系统中发生的铁磁谐振分为并联铁磁谐振和

串联铁磁谐振。 激发谐振的情况有：电源对只带互感
器的空母线突然合闸，单相接地；合闸时，开关三相不
同期。 所以谐振的产生是在进行操作或系统发生故障
时出现。 在合空母线或切除部分线路或单相接地故障
消失时，也有可能激发铁磁谐振。 此时，中性点电压
（零序电压）可能是基波 （５０ Ｈｚ）、也可能是分频
（２５ Ｈｚ）或高频（１００ ～１５０ Ｈｚ），经常发生的是基波谐
振和分频谐振。 根据运行经验，当电源向只带 ＰＴ 互
感器的空母线突然合闸时易产生基波谐振；当发生单
相接地时，两相电压瞬时升高，三相铁心受到不同的激
励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饱和，易产生分频谐振。

１）基波谐振。 过电压小于等于 ３ 倍相电压，一相
电压下降，两相电压升高大于相电压；或两相电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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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一相电压升高，线路电压正常。 有接地信号。 谐振
过电流很大。

２）高次谐波谐振。 过电压小于等于 ４ 倍相电压
三相对地电压一起升高，远大于相电压，线路电压正
常。 有接地信号。 谐振过电流较小。

３）分次谐波谐振。 过电压小于等于 ２ 倍相电压。
三相对地电压依相序轮流升高，一般在 １．２ ～１．４倍相
电压作低频摆动，约每秒一次，线电压正常。 有接地信
号。 谐振过电流很大。
谐振回路中铁心电感为非线性的，电感量随电流

增大、铁心饱和而趋于平稳。 铁磁谐振需要一定的激
发条件，使电压电流幅值从正常工作状态转移到谐振
状态。 谐振存在自保持现象，激发因素消失后，铁磁谐
振过电压仍然可以继续长期存在。 铁磁谐振过电压一
般不会非常高，过电压幅值主要取决于铁心电感饱和
程度。

２　ＰＴ谐振计算及分析方法
厂内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 设备在断路器断口间一般配置

有改善断口电压分布特性的并联电容器，由断路器断
口间的均压并联电容、ＧＩＳ母线的对地电容以及 ＰＴ的
非线性电感所构成的串联 ＬＣ 回路在某种特定的场
合，如母线停电操作断路器、电网瞬时接地等系统冲击
扰动时，可能使母线上配置的电磁式 ＰＴ的铁心饱和，
致使一相或两相对地电压瞬间升高，使电压互感器的
电压、电流幅值从正常工作状态转移到谐振状态，产生
谐振过电压，过电压的幅值主要取决于电压互感器铁
心电感的饱和程度，但励磁电流通常都很大，达到正常
电流的数倍，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烧毁线圈，所以 ＧＩＳ
设备应尽量避免产生铁磁谐振，本文主要讨论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设备在工频运行时是否存在铁磁谐振的可能。

2．1　母线 ＰＴ谐振计算
如图 ２ 所示，母线 ＰＴ 直接与母线相连，忽略 ＰＴ

对地电阻和母线对地电阻，则可设母线 ＰＴ 电感为 L，
母线对地电容为 C１ ，两者为并联关系，其等效电路图
如图 ３。
母线对地电容 C１ 与 ＰＴ电感 L并联阻抗

Z１ ＝
jwL １

jwC１

jwL＋ １
jwC１

Z１ ＝ jwL
１ －w２LC１

（１）

图 1　母线 PT布置图

图 2　单元进线对地电容与 PT等效电路
式（１）中当 １ －w２LC１ ＜０ 时，阻抗 Z１ 为容性，而

ＧＩＳ除 ＰＴ外其他设备对地呈容性，故 Z１ 对 ＧＩＳ 其他
设备不存在谐振可能性，当 １ －w２LC１ ＞０ 时，阻抗 Z１

为感性，则 Z１ 与 ＧＩＳ其他设备存在谐振的可能性。 在
工频电压下，最短的母线对地电容和 ＰＴ 电感并联对
整个 ＧＩＳ设备呈容性，而长母线对地电容值更大，２ 条
母线都不具备谐振条件，母线 ＰＴ与 ＧＩＳ其他设备不存
在谐振可能性。

2．2　联合单元进线侧 ＰＴ谐振计算
ＧＩＳ共有三组联合单元进线，每组单元进线侧配

置的 ＰＴ电感 L与单元进线及断路器、隔离刀闸、接地
地刀闸等设备对地电容 C２ 为并联关系，其等效电路图
如图 ３。

图 3　母线对地电容与 PT等效电路
设单元进线对地电容为 C２ 与 ＰＴ电感并联阻抗为

L，则有

Z２ ＝
jwL １

jwC２

jwL ＋ １
jwC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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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２ ＝
jwL

１ －w２LC２
（２）

式（２）中当 １ －w２LC２ ＜０ 时，阻抗 Z２ 为容性，而
ＧＩＳ除 ＰＴ外其他设备对地呈容性，则对 ＧＩＳ 其他设备
不存在谐振可能性，当 １ －w２LC２ ＞０ 时，阻抗 Z２ 为感

性，则 Z２ 与 ＧＩＳ其他设备存在谐振的可能性。

３　ＰＴ谐振事故处理
某电站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进线 ＰＴ在停电时曾多次发生

铁磁谐振（如图 ４ 所示），给进线 ＰＴ 及相关设备的安
全运行带来威胁。 其中电站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 进线短引线
停电时，进线开关相继停电的操作有两种方式：①进线

开关依次转热备用后再转冷备用；②中开关直接由运
行转冷备用后，边开关再由运行转冷备用，实际运行操
作过程中无论采用上述何种操作方式，进线 ＰＴ 均会
发生三分频铁磁谐振，发生谐振的相别存在随机性，在
进线开关转冷备用后，谐振现象就消失。 鉴于上述问
题，根据式（２）对电站 ５００ｋＶ ＰＴ 设备参数进行了核
算，并制定了通过调整 ＰＴ 一二次绕组匝数，降低 ＰＴ
磁通密度，改变 ＰＴ一次电感值，安装抗谐振线圈等措
施来消除谐振。 目前该电厂已根据计算设计更换了新
的 ＰＴ产品，对 ５００ｋＶ ＧＩＳ进线 ＰＴ进行更换。 更换后
的波形示意图如图 ５ ～８所示。

图 4　PT未更换前 4B进线短引线停电波形示意图（A、C相发生三分频谐振）

　　常规操作方式下操作步骤以及对应波形如下所示
（以拉开开关及两侧刀闸为例）。

拉开中、边开关，检查故障录波 Ｊ４ＹＨ电压及主变
高压侧电流波形如图 ５、６所示。

图 5　分中开关波形图
　　拉开中开关两侧刀闸，检查故障录波 Ｊ４ＹＨ 电压
及主变高压侧电流波形如图 ７所示。

拉开边开关两侧刀闸，检查故障录波 Ｊ４ＹＨ 电压
及主变高压侧电流波形如图 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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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分边开关波形图

图 7　拉开中开关两侧刀闸波形图

图 8　拉开边开关两侧刀闸波形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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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常规操作方式下操作步骤以及对应波形图可以
判断，本次 Ｊ４ＹＨ在开关及刀闸操作过程中，均无谐振
现象发生。

４　结　语

本文中阐述了 ＰＴ 产生谐振的特点，重点对比
５００ ｋＶ ＧＩＳ母线及单元进线 ＰＴ谐振的分析及计算方
法，并通过电厂一起实际案例，将该方法应用于具体设
备的分析计算上，对相关 ＰＴ 一二次绕组匝数进行了
调整，降低 ＰＴ磁通密度，改变 ＰＴ 一次电感值等手段
避免了 ＰＴ长时间谐振，有效地保证了电厂主设备安
全。 同时本文最后采用真实的试验波形图，评估设备
运行状况，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取得了较好
效果。 实践证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拓展了
电厂机组对于相关问题的分析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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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技术， ２００１， ２５（６）： ６１ －６３

［５］解广润．电力系统过电压［Ｍ］．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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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升压站主变及箱变固定无功损耗进行抵消，并可
根据系统的要求运行，一般不会导致罚款（如 ＦＣ 容量
过大，则一般电网公司会要求切除 ＦＣ，可能造成 ＦＣ频
繁操作）。 如 ＦＣ挂网状态导致 ３５ ｋＶ母线电压升高，
可以通过调整主变有载调压机构档位，来降低 ３５ ｋＶ
母线电压升高超标。
可见，运行上采用 ＳＶＧ ＋ＦＣ 更为可靠，可减少电

网侧的无功考核罚款。 当然，ＦＣ 的容量也不应过大，
过大则使得 ＳＶＧ在多数时间处于吸收感性无功状态，
导致 ＳＶＧ的运行损耗增大，整体运行不经济。

７　结　语
由以上比较分析可知，对于所建北方 １００ ＭＷ 风

电场模型，当无功补偿采用 ＳＶＧ＋ＦＣ时，ＦＣ容量选择
过小，则全寿命周期不经济，ＦＣ 容量选择过大，由于
ＳＶＧ经常发出感性无功，全寿命周期也不经济，ＦＣ 的
容量不宜超过无功补偿总容量的 ２５％相对较为经济。
从运行角度讲，由于 ＳＶＧ 故障率略高，建议采用 ＳＶＧ
＋ＦＣ更为可靠。
本文以北方 １００ ＭＷ 风电场为例，并在一定假设

条件下进行分析的。 实际风电场会由于风电机组的功

率曲线、风频分布、无功补偿调节容量范围等因素的变

化，与所建模型的计算值有一定差异。 因此，当风电场

条件变化较大时，可进行综合经济技术比选，推荐合适

的无功补偿装置型式。

参考文献：
［１］张彦昌， 石巍， 王杰， 等．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选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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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出口单相分支小母线故障分析研究

邹伦森，李洪成
（中国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公司鲁布革电厂，云南 罗平　６５５８００）

摘要：一起因机组出口单相分支小母线故障引起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的事件给予了重要启示。 机组出口单相分支小母
线也是重要的核心电气设备，需要对其各接触点的温度测量监视；对机组母线系统的监视应引入在线监测系统，包含监
测电压、漏电流、温度等数据，以保证系统运行正常；还应加强对机组母线系统的巡检，提高检修质量，以及早发现系统故
障，防范于未然。

关键词：小母线；故障；主变；电气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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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某电厂主接线安稳系统配置介绍
如图 １所示为某电厂主接线图，某电厂稳控装置

由 ＲＣＳ－９９３Ｂ失步解列装置及 ＲＣＳ －９９２Ａ稳定控制
装置组成。 共有 ３ 块盘柜，１ 块为失步解列柜，另 ２ 块
为稳定控制 Ａ 柜及稳定控制 Ｂ 柜（Ａ 柜、Ｂ 柜调度命
名为电厂 Ａ套 ＲＣＳ９９２ 安稳装置及电厂 Ｂ 套 ＲＣＳ９９２
安稳装置）。
　　失步解列装置，作为 ４条 ２２０ ｋＶ线路失步时的跳
闸启动装置，当装置判出线路失步时，按预定策略解列
失步线路，某电厂共装有四套 ＲＣＳ －９９３ 失步解列装
置，装设于一个失步解列装置柜内，四套 ＲＣＳ－９９３ 失
步解列装置分别为鲁马线 Ａ 套、鲁马线 Ｂ 套、鲁罗线

Ａ套、鲁罗线 Ｂ套，其中，鲁马线 Ａ 套、鲁马线 Ｂ 套为
鲁马Ⅰ、Ⅱ线失步解列装置，两套装置功能完全一样，
互为备用。 鲁罗线 Ａ 套、鲁罗线 Ｂ 套为鲁罗Ⅰ、Ⅱ线
失步解列装置，两套装置的功能也完全一样，也互为
备用。
稳定控制装置是确保电网及某电厂的安全稳定运

行而配置的，装置通过测量鲁马双线、鲁罗双线及 ４台
发电机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来判断线路跳闸引起的
其余线路过载与机组频率升高事件。 当装置判出线路
任一相电流大于过载告警定值时［１］ ，经延时发出过载
告警信号；当装置判出线路跳闸引起其余线路过载时，
则根据预先设置的程序（控制策略）进行切机和解列
鲁马Ⅰ、Ⅱ线；当装置判出鲁罗双线所在母线频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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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备主接线图

超过定值时［２］ ，则按高周切机策略进行切机。 为了确
保安全可靠，稳定控制装置设了双套，分别装设于稳定
控制装置 Ａ柜、稳定控制装置 Ｂ 柜内，两套系统硬件、
软件、功能均完全一样［３］ ，均主要由 １ 台 ＲＣＳ－９９２ 主
机及 ２台 ＲＣＳ－９９０ 从机组成。

２　事件描述
２号机组在停机过程中（发电机出口开关 Ｆ０２ 已

正常断开），机组在电气制动开关（Ｆ０２１，额定电流 ６
３０５ Ａ［４］ ，额定电压１５．７５ ｋＶ）投入３８ ｓ后，１１时５０ 分
５３秒 ２号变压器 Ａ套保护装置（Ｆ８７１）主变差动保护
动作，跳闸矩阵 Ｆ３１第 １列（主变差动保护列）跳闸指
示灯点亮；２ 号变压器 Ｂ 套保护装置（Ｆ８７３）主变差动
保护动作［５］ ，跳闸矩阵 Ｆ３２第 １ 列（主变差动保护列）
跳闸指示灯点亮；２ 号主变高压侧开关 ２０２ 跳闸，
１０ ｋＶⅡ段进线开关 ００２ 跳闸，启动电气事故紧急
停机。

３　综合分析

3．1　一次方面

根据现场查看发现，２ 号 Ｂ 主变低压侧 Ｆ０２ 负荷
开关（即发电机出口开关）Ａ、Ｂ 相布满粉尘，并发现
Ａ、Ｂ相开关存在明显放电痕迹。
机组电气制动分支小母线为环氧树脂封闭型母

线［６］ ，通常无电流通过，只在停机电气制动投入时，才
通过 １．２５倍的发电机额定电流（６ ３０５ Ａ）。 分析其损
坏的原因可能有：①连接部分螺栓松动，在电气制动投

入时过热烧损；②小母线连接板与小母线接头焊接处
过热烧损。
第一种原因分析。 电厂在运行过程中，已分析出

此风险的存在［７］ ，将其纳入年度机组检修标准项目，
每年对该接头处进行清洁、检查，并用力矩扳手对螺栓
按要求进行紧固，从投产至今未发现连接头有发热、变
色、螺栓松动等状况，我们判断此原因可排除。
第二种原因分析。 小母线连接板与小母线导体通

过焊接方式连接，若在制造过程中内部存在某种瑕疵
（如：气孔、夹渣、融合度不够等），瑕疵部位随着运行
时间的推移（小母线已投运 ２７ 年，电气制动已使用约
５ ０００次，上年度检修至今电气制动共使用２１７次），在
大电流、强电场、强磁场的作用下，产生电腐蚀等累积
效应，导致接头的导流性能逐渐下降，在小母线通过大
电流时，接头过热烧损。 从烧损的小母线截面平整情
况分析，应属于从焊接融合部处开始出现损坏发展而
造成的；从而佐证了小母线焊接处存在制造瑕疵是造
成本次故障的最终原因。
小母线烧损产生的粉尘通过封闭母线（内部中

空）扩散到 Ｆ０２开关柜内，导致 Ｆ０２ 负荷开关 Ａ 相、Ｂ
相带电部位对地绝缘下降，Ａ、Ｂ 相对箱体放电构成相
间故障，保护正确动作切除故障。

3．2　二次方面

１）保护装置事件记录。 ①２号变压器 Ａ套保护装
置（Ｆ８７１）事件记录；②２ 号变压器 Ｂ 套保护装置
（Ｆ８７３）事件记录。
根据 Ｆ８７１和 Ｆ８７３事件记录，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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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０５６９１：差动保护 ＴＲＩＰ ｂｙ ＩＤＩＦＦ＞２０ ｍｓ动作
跳闸。
两套装置主变差动保护均动作，且变压器 Ｂ 套保

护装置首先动作切除故障。
录波图：差动电流和制动电流波形图（见图 ２）。

图 2　变压器 A套保护 F871变压器 B套保护 F873

　　２ 号机组在电气制动投入运行工况下，Ｆ０２ 开关
在断开状态，正常情况下，主变低压侧（Ｍ２ 侧）电流互

感器三相应无电流产生。 从录波图分析发现，主变低

压侧（Ｍ２侧）电流互感器 Ａ，Ｂ 两相电流幅值相同，相

位相反。

某电厂机组电气制动在停机过程中转速下降至

n＝５０％时投入［８］ ，为此，制动电流频率为低频 ２５ ～
０ Ｈｚ逐渐减小。

同时，某电厂电气制动投入工况下，闭锁发电机差
动保护、定子接地保护、负序过流保护以及定子过负荷
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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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事件启示

１）从电厂运行的安全稳定性考虑，机组母线系统
是重要的一次设备，对于各接触点的温度测量监视，需
要特别关注。

２）对机组母线系统的监视考虑引入在线监测系
统，包含监测电压、漏电流、温度等数据，以保证系统运
行正常。

３）电厂方面应该加强对机组母线系统的巡检，提
高检修质量，以及早发现该系统故障，防范于未然。

５　结　语

机组出口单相分支小母线是重要的核心电气设

备，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关注，并保证该系统运行良好，
保证该系统的正常运行，对于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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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围坪河间地块存在地下水分水岭，地下水分

水岭的分布位置在洞古坪以东大致平行淋溪河，洞古
坪以西大致平行十二拐沟，其高程在 ３２０ ～４５０ ｍ
之间；

３）水库正常蓄水位 ２９３ ｍ以下，大洞溪及溇水干
流不存在通往淋溪河的快速导水通道；

４）坝址上游库首右岸分布有大洞溪→四围坪→
硝洞暗河系统（Ｓ３０３）、四围坪→猫子滩潭眼洞泉系统
（Ｓ４０６）和四围坪→丘水洞洞泉系统（Ｓ３１６），其中硝洞
暗河系统（Ｓ３０３）、猫子滩潭眼洞泉系统（Ｓ４０６）的出水
点在库首坝址上游附近，因此水库蓄水后将产生 ２ 条
管道导水途径，即：大洞溪→四围坪→硝洞暗河导水通
道和猫子滩潭眼洞泉→四围坪→硝洞暗河导水通道，
但均位于库内，不会产生向库外渗漏通道；

５）坝址主要涉及四围坪→丘水洞洞泉系统
（Ｓ３１６），该系统跨越（Ｏ１d）相对隔水层和四围坪河间
地块地下水分水岭，水库蓄水后不会产生库水集中渗
漏。 但是由于岩溶裂隙管道发育在三维空间上的复杂
性，因此不排除硝洞泉管道系统（Ｓ３０３）与其它通向淋
溪河方向的裂隙通道相连通，而从淋溪河沿岸某个裂
隙泉点排出的可能性。

５　结　语
四围坪地河间块主要出露地层岩性为寒武系和奥

陶系的可溶岩层岩溶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 河间地

块内落水洞及岩溶管道系统发育，坝址右岸四围坪河

间地块南部和淋溪河间存在高于水库正常蓄水位 ２９３

ｍ的地下水分水岭；拟建坝址下游连续分布奥陶系下

统大湾组（Ｏ１d）的瘤状泥质灰岩（厚达 １１０．６０ ｍ）岩
溶不发育，为相对隔水岩层；Ｆ３４０ 断层断距小于大湾
组相对隔水岩层的厚度，表明该大湾组岩层可作为坝

址区防渗依托；库区主要大型岩溶管道系统均分布在

大坝上游库区内，仅丘水洞洞泉系统（Ｓ３１６）出水口在
大坝下游淋溪河岸边，高程 ２３７ ｍ，其管道受 Ｆ３４０ 断
层控制，切层发育，从连通试验接收信号情况分析，该

岩溶管道系统较为复杂，且不畅通，表明库水沿该系统

集中漏水可能性较小。 为有效防止水库蓄水后的渗漏

问题，建议坝址防渗帷幕在右岸跨越 Ｆ３４０断层带区域
帷幕下部伸入大湾组（Ｏ１d）相对隔水岩层内一定深
度，在通过 Ｆ３４０断层破碎带和裂隙发育地段防渗帷幕
深度应加深至 Ｓ３１６ 泉水出露点高程以下一定深度。

经过这些工程防渗处理措施后水库蓄水情况下该河间

地块内产生向库外渗漏问题可以有效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１］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岩溶工程地质［Ｍ］．北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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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站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分析及处理

李燕敏，刘绍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在额定电压 ２０ ｋＶ以上的大型水轮机组运行中，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是较为常见的一类缺陷。 通过对某电站一
大型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现象的分析、处理与跟踪，认为该电站 ＡＬＳＴＯＭ机组定子端部电晕主要由斜边垫块绑扎工艺、
强电场及其环境污染造成，经技术人员除尖端、去毛刺以及填充绝缘面漆处理，有效防止和减轻了该机组定子端部电晕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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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Ｍ３１２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１２ －００５０ －０３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Stator End Corona
in a Large-scale Hydro-turbine Generat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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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ｐ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ｄｅｂｕｒ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ｎｉｓｈ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 ｃｏｒｏｎ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国内某水电站 １ 号～４ 号水轮发电机为 ＡＬＳＴＯＭ
生产的大型立式水轮发电机组，其额定有功功率为
７００ ＭＶＡ，额定电压 ２０ ｋＶ，于 ２００７年投产运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及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度对该 ４ 台机
组进行专项处理，期间发现该型号 ４ 台发电机均存在
定子绕组端部斜边垫块边沿多处发黑、发黄的现象。
经技术人员与厂家绝缘专家现场检查、分析，确定该型
号机组斜边垫块变色、发黑（黄）现象为定子绕组斜边
垫块处电晕产生，但电晕情况均属于较轻程度，未损伤
表面绝缘漆及线棒主绝缘。

１　定子端部电晕描述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度岁修中，在对 １ 号发电机进行电

气一次检修时，初次发现定子上层线棒上下端斜边垫

块与线棒绑扎处部分存在变色、发黑情况（如图 １）。
之后对 ２号、３ 号、４ 号发电机进行检修时，也发现该
现象。

图 1　斜边垫块发黑、发黄现象

技术人员在对该型号机组定子端部斜边垫块出现

发黄、发黑现象进行详细检查、统计时发现，发电机定

０５



李燕敏，等：某电站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分析及处理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子端部斜边垫块绑扎处电晕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产生
电晕的斜边垫块都只存在于上层线棒尾数（槽号）为
０ －１、３ －４、５ －６、８ －９ 之间，即间隔 ５ 槽或 ３ 槽的垫
块处均存在发黄、发黑现象，其余垫块未发现此现象。
在对发黄、发黑物质进行清洗时，发现该物质附着

能力较强，普通电气清洗剂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清洗，但
改用丙酮溶剂时能取得较好效果。 经丙酮清洗后的斜
边垫块，其表面绝缘漆光滑、完好，并未受到明显损伤
（如图 ２、图 ３）。

图 2　丙酮清洗前状态

图 3　丙酮清洗后效果

２　定子端部电晕原因分析
发电机定子绕组端部电晕是由于电场强度达到临

界场强时，附近气体的电离以及气体中带电离子发生
局部游离而产生的。 电晕放电时会产生臭氧，臭氧与
氮气结合生成硝酸根：２Ｏ３ ＋Ｎ２ ＝２ＮＯ －

３ ，硝酸根的外
在表现形式就为白色粉末，因此电晕发生的位置经常
会存在白色粉末。 由于该 ＡＬＳＴＯＭ 机组端部斜边垫
块电晕位置均未发现明显的白色粉末，初步确定该型
号机组电晕情况处于电晕初期阶段。

2．1　电晕现象分布的分析（相序排列）

由统计表显示，产生电晕的垫块呈现间隔 ５ 槽或
３槽的规律分布（即出现电晕点均在槽号尾数为 １、３、
５、８所对应的垫块），经查阅图纸与现场确认，该型号
发电机定子线棒相序为 ３２３２３２⋯⋯排列（如表 １），因
此出现电晕的斜边垫块均处于相间位置，而不同相的
线棒电位差较同相的线棒电位差高出许多，由此处于
不同相线棒间的垫块更易产生电晕现象，便使电晕点
呈现间隔 ５槽或 ３ 槽的规律分布。

表 1　机组上层相邻线棒所在相排列规律

序号 槽号 支路 序号 槽号 支路

１  ３１１ *Ｃ３ <２１  ３３１ 览Ａ４ &
２  ３１２ *Ｃ３ <２２  ３３２ 览Ａ４ &
３  ３１３ *Ｃ３ <２３  ３３３ 览Ａ３ &
４  ３１４ *Ｂ３ <２４  ３３４ 览Ｃ３ $
５  ３１５ *Ｂ３ <２５  ３３５ 览Ｃ３ $
６  ３１６ *Ａ４ ?２６  ３３６ 览Ｂ３ $
７  ３１７ *Ａ３ ?２７  ３３７ 览Ｂ３ $
８  ３１８ *Ａ３ ?２８  ３３８ 览Ｂ３ $
９  ３１９ *Ｃ３ <２９  ３３９ 览Ａ４ &
１０  ３２０ *Ｃ３ <３０  ３４０ 览Ａ４ &
１１  ３２１ *Ｂ３ <３１  ３４１ 览Ｃ３ $
１２  ３２２ *Ｂ３ <３２  ３４２ 览Ｃ３ $
１３  ３２３ *Ｂ３ <３３  ３４３ 览Ｃ３ $
１４  ３２４ *Ａ４ ?３４  ３４４ 览Ｂ３ $
１５  ３２５ *Ａ３ ?３５  ３４５ 览Ｂ３ $
１６  ３２６ *Ｃ３ <３６  ３４６ 览Ａ４ &
１７  ３２７ *Ｃ３ <３７  ３４７ 览Ａ４ &
１８  ３２８ *Ｃ３ <３８  ３４８ 览Ａ４ &
１９  ３２９ *Ｂ３ <３９  ３４９ 览Ｃ３ $
２０  ３３０ *Ｂ３ <４０  ３５０ 览Ｃ３ $

2．2　线棒电晕与其电位高低的分析
以 １ 号机组为例，以间隔 ３０ 槽选取定子绕组中

２０处电晕为样品分析电晕产生与电场的关系，发现该
机组出现电晕情况的垫块，其电气所在位置基本上为
相间的高电位差区域，其中：

１） 电 位 差 最 大 为 １３ ６１３．９５ Ｖ， 最 小 为
１１ ４６０．８６ Ｖ；

２）电位差＞１３ ０００ Ｖ，共计 １５处，占比 ７５％；
３）１１ ０００ Ｖ＜电位差＜１３ ０００ Ｖ，共计 ５ 处，占比

２５％。
综上统计与分析，产生电晕的斜边垫块基本处于

高电场位置，其电位差最大值接近发电机相邻线棒中
最大电位差０．７３Ｕｎ（约１４ ６００ Ｖ）。 因此，斜边垫块本
身处于高电场位置也是发电机定子端部出现斜边垫块

电晕重要原因之一。

2．3　斜边垫块表面污染物分析
发电机运行时，机组轴承中的油雾、碳刷磨损的碳

粉、机组停机时风闸磨损等产生的污染物弥漫在发电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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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内膛，并附着在线棒及斜边垫块表面，致使定子绕组
的运行环境十分恶劣，给电晕产生的热效应及氧化作
用提供足够的介质，使之呈现出发黑、发黄现象。
以现场电晕情况分析，在长时间的持续局部放电

形成的热效应和氧化作用，造成斜边垫块的绑扎带及
表面污染物碳化，以致呈现发黑、发黄现象。 机组运行
时转子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方向，部分热量被风拖动使
斜边垫块或线棒表面发黑、发黄现象呈现方向性。

2．4　安装工艺的分析
经 ＡＬＳＴＯＭ绝缘专家现场检查，发现该型号机组

斜边垫块绑扎未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实施，在绑扎的玻
璃纤维带边缘与线棒表面、斜边垫块之间存在大量气
隙，且绑扎的玻璃纤维带存在扭曲、开口、边缘翘起的
现象，在复杂的高电场作用下，尖端毛刺更容易形成局
部畸变强电场，从而更易造成斜边垫块处产生电晕
现象。

３　电晕处理及跟踪检查

3．1　电晕处理
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及更好地跟踪、探讨该

发电机型的电晕情况，技术人员对 １ 号发电机定子线
棒间变色、发黑的斜边垫块进行了如下处理。

１）对 １号发电机所有变色、发黑的斜边垫块利用
丙酮进行清洗，并对尖端作光滑处理，清洗后发现变色
部位绝缘漆完好，绑扎带无脆化等异常状况。

２）清洗干净后，选取其 ４７０ ～５００槽上层线棒下端
的斜边垫块进行探索性处理：对该 ３０ 槽垫块绑扎位置
（绑扎带的翘起、尖端处）进行打磨光滑，并用毛笔蘸
着线棒绝缘面漆对绑扎空隙处进行适当填充（如
图 ４）。

图 4　绝缘面漆适当填充

3．2　电晕处理后跟踪检查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８ 日上午，利用 １ 号发电机临时检修

机会，技术人员进入该发电机，对其定子绕组上下端部
的线棒斜边垫块进行跟踪检查，发现：

１）定子上下端部上层线棒基本干净、整洁，但均
有少数斜边垫块存在变色、发黑（黄）现象，变色情况
较上次明显变弱，如图 ５。

２）经探索性处理的 ４７０至 ５００槽上层线棒下端斜
边垫块均未发现变色、发黑（黄）现象，可以确定该 ３０
槽上层线棒间的斜边垫块在运行中未产生明显电晕，
如图 ６。
综上，由此次 １号发电机跟踪检查结果得知，该机

组在近 ６个月的实际运行中，定子绕组上下端部斜边
垫块依然存在较轻微的电晕产生，但电晕程度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检修时发现的情况有明显的减弱；经
探索性处理后的 ３０槽垫块均未发现电晕痕迹，可以确
认该处理方法对防止电晕产生具有积极的效果，后经
厂家绝缘专家现场检查、查看，对于该处理方式给予高
度认可。

图 5　垫块边沿变色、发黑

图 6　探索性处理效果

3．3　跟踪检查结果分析
１）１号发电机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度岁修中，技术人

员对定子上层斜边垫块做了彻底的清洗，且对垫块绑
扎位置的翘起、尖端处的光滑处理，有效地防止了电晕
的产生，致使该次跟踪检查发现的电晕情况较上次有
明显降低。

（下转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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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铜街子电站液压油缸运行常见故障案例的分析，当油缸运行出现故障时，根据故障的外在表现分析判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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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ｇａｔｅ 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ｅｚ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ｗ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ｈｅａｖｙ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ｉｓｋ．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
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液压油缸是液压传动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之一，它
是将液压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能量转换装置，主要用于
实现往复直线运动或往复摆动运动。 液压油缸由于结
构简单，制造方便及使用可靠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电
站工作闸门的起升机构中。
在液压油缸作为执行元件的系统中，液压系统的

常见故障通常由液压油缸等执行元件集中表现出来，
根据油缸动作现象，通过仔细分析，基本可判断发生故
障的原因，从而预防和排除液压系统的故障。 本文主
要对铜街子电站溢洪门液压油缸运行的常见故障进行
分析，并就处理方式进行探讨。

１　铜街子液压油缸简介
根据液压油缸的基本分类，铜街子电站溢洪门液

压油缸属于活塞式液压油缸，活塞式液压油缸结构由
缸筒、活塞、活塞杆、端盖、支架和密封件等组成（见图
１）。 当压力油从左油口进入缸的左缸时，推动活塞向
右运动，从而通过活塞杆带动工作台也向右运动，缸左
腔的油则从右口排出，若从右口进压力油，则工作台会
产生反向（左）运动，左口就会成为排油口。

图 1　铜街子液压油缸缸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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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铜街子液压油缸常见故障及分析

2．1　液压油缸运动时爬行
这是最常见的油缸故障，爬行产生主要原因就是

外界空气进入油缸内部，油缸内部有空气，在油缸打压
伸缩杆时，缸内压力增大，油液本身几乎没有压缩量，
而混入空气后，空气压缩量较大，造成缸内压力不稳
定，运行时油缸发生抖动现象明显，并伴随着有噪音现
象产生，针对此种现象，采取措施步骤顺序主要如下。

１）首先查看油缸运行的导轨上是否有异物卡住，
导轨是否有部分变形，如遇这两种情况，则立即停止油
缸运行，处理导轨问题。 如排除这两种可能，可适当往
溢洪门侧水封（Ｐ型水封）两侧浇水，减少导轨与水封
之间的摩擦力，如爬行现象未明显改变，则考虑液压系
统的内部原因。

２）查看 ＰＬＣ 控制室中液压系统油箱油位情况是
否正常，如遇油箱油位过低，则可能造成油缸产生爬行
现象，此时应及时补油至正常油位，如遇油位正常，则
考虑其他原因。

３）打开油缸上端部的排气阀，启动液压系统，强
迫油缸内部进行排气。 在油缸伸缩杆，排气一段时间
后，关闭排气阀，再次启动油缸，如遇油缸爬行现象始
终未能解决，则考虑是否液压阀组及液压管路出现
问题。

４）查看液压系统中阀组的运行情况，着重检查压
力阀、流量阀、单向阀运行时是否存在堵塞过热的现象
发生，如遇此种情况，则应拆卸阀组进行清洗，并检查
油箱油质情况，必要时重新过滤油箱中的透平油，如无
此种情况，则考虑液压管路原因。

５）检查油缸液压管路是否存在泄漏现象。 检查
油缸进油管路和出油管路是否有泄漏现象产生，液压
管路泄漏混入空气，造成油缸内部始终混入空气，油缸
产生爬行现象，如无泄漏情况，则考虑油缸本身存在
问题。

６）当上述各种情况排除完毕后，则考虑油缸本身
存在问题，如活塞与活塞杆不同轴、活塞杆变形严重、
油缸内部拉毛，局部磨损严重等问题，此时进行吊缸分
解检修处理。

2．2　油缸推力不足，速度达不到规定值

这也是油缸运行中常见故障之一，一般情况而言，
此种现象产生是由于液压系统流量达不到要求，压力
不足产生的。 针对此种现象，采取措施步骤顺序主要
如下。

１）检查液压系统是否存在漏油现象产生。 主要
检修液压管路的接头及油缸上下端盖的密封处是否存

在漏油现象产生，如遇管路接头漏油，应重新拧紧接
头，必要时予以重新更换，如遇油缸端盖漏油，则考虑
油缸 Ｏ型密封圈损坏，此种情况将油缸吊至坝面，进
行 Ｏ型密封圈的更换。 如系统未存在漏油现场则考
虑其他原因。

２）检查油泵运行情况。 观察油泵运行情况并查
看压力表，查看油泵压力值是否达到规定值，如压力不
够，则考虑油泵长期运行造成内部零件磨损，容积效率
下降，此时应更换新泵，并重新调试，如油泵压力运行
正常，则考虑其他原因。

３）排除前两种情况以后，则考虑油缸本身问题。
一个是油缸工作时长期只运行某一段，造成局部磨损
严重，几何形状误差增大，造成泄漏；一个是油缸活塞
杆产生变形，使运动阻力增大，造成速度达不到规定
值。 如遇这两种情况，则应分解油缸，进行检查处理。
2．3　液压油缸不动作

油缸不动作的直接原因是油缸内部未进入液压
油，油缸无法动作，可能是油泵损坏，液压管路堵塞或
者泄露现象严重，针对此种现象，采取措施步骤顺序主
要如下。

１）检查油泵是否正常。 观察油泵运行时，声音是
否正常，发热情况是否良好，运行时压力是否达到规定
值，检查无异常后，则考虑液压管路原因。

２）检查进油管路和出油管路是否有堵塞情况或
是严重的泄露现象，可适当松开进油管路或者出油管
路的接头，查看油液是否有轻微渗漏，如无渗漏，则考
虑液压管路堵塞，此时必须进行液压管路的清洗，无液
压管路畅通则考虑门体是否存在变形卡死的情况。

３　结　语
根据以上铜街子电站液压油缸运行常见故障案例

的分析，当油缸运行出现故障时，我们应该根据故障的
外在表现来找出故障发生的内在原因，并作出科学的
分析判断，运用适当的解决方法，尽量减少作业量大，
安全风险因素高的油缸拆解工作，运用最经济科学的
方式来维护液压油缸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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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Ｊ －９０００ 水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
在乌金峡水电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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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由乌金峡水电站机组在线监测系统投入运行以来的情况看，机组振摆传感器安装位置合理，监测点信号稳定，在
线监测现地柜中 ９０Ｂ振摆监测装置运行正常，ＳＪ９０００软件系统运行及功能正常，为乌金峡水电站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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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SJ－９０００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Hydroelectric Generator Units in Wujinxia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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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Key words： Ｗｕｊｉｎｘｉ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ｎｇ-
ｉｎｇ

　　乌金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及靖远县境内，
黄河干流乌金峡出口段，坝址距白银市 ３０ ｋｍ，为黄河
龙～青段规划的第 ２１ 级，是黄河小三峡“小峡、大峡、
乌金峡”最下一级电站，电站主要任务是发电。 乌金
峡水电站枢纽工程主要有河床式电站厂房、左岸泄洪
洞、开关站、灌溉取水口等建筑物组成。 工程规模属Ⅲ
等中型工程。 水库正常蓄水位为高程 １ ４３６．００ ｍ，总
库容 ０．２３７ 亿 ｍ３ ，水电站最大坝高 ５５ ｍ，电站厂房安
装 ４ 台 ３５ ＭＷ 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１４０ ＭＷ，保证出力 ６８．７ ＭＷ，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６．８３
亿 ｋＷ· ｈ。
甘肃乌金峡水电站为实现机组安全、可靠运行，安

装南瑞 ＳＪ－９０００ 水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 该系统可
以通过实时监测机组大轴摆度变化情况以及固定支撑

部位的振动情况，来判断机组运行过程中摆度量和振
动量的大小，当机组振动量或者摆度量实测值超过了
给定的整定值，装置给予报警。 系统界面实时显示机
组振摆测值、压力脉动和其他工况参数以及电气量；可
查询任意测点的历史曲线；可进行测点报表查询和下
载；还具有测点相关性分析功能。 该系统的运行监测
能有效防止机组长时间运行在非安全区域或振动区，
同时为机组检修和维护提供技术支撑。

１　主要功能
１）实时监视机组各个测点的摆度值、振动值、压

力脉动值等。
２）具有波形频谱和轴心轨迹等分析功能。
３）具有高限报警和高高限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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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具有数据存储、历史数据和曲线查询，报表查
询和下载功能。

２　系统结构
在线监测现地柜位于发电机层，在线监测服务器

柜位于继保室。 乌金峡水电站机组在线监测系统主要
硬件设备包括：９０Ｂ 振摆监测装置、振动传感器、摆度
传感器、轴向位移传感器、键相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压
差变送器、现地工控机、数据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其他
通讯设备及屏柜（见图 １）。

图 1　甘肃乌金峡水电站在线监测系统结构示意图

３　传感器配置
乌金峡水电站机组振摆在线监测系统配置 ２５ 个

测点，其中 １２个振动测点，４ 个摆度测点，１ 个轴向位
移测点，１个键相测点，５个压力脉动测点，２ 个压差测
点，每台机组的测点位置分布如图 ２。

图 2　甘肃乌金峡水电站在线监测系统测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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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调试分析

4．1　传感器调试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摆度传感器）的安装距离为
线性中点附近，即安装固定后静态时反馈信号电压
为－１０ Ｖ左右，为保证传感器探头安全且被测点在量
程范围内，一般将传感器调试固定在－１０ ～－１２ Ｖ范
围内即可。 振动传感器只需紧固固定螺丝即可，供电
后（ －２４ Ｖ 供电）的静态反馈信号电压在 －１２ Ｖ
左右。

4．2　数据记录与分析

根据主监视图测点数据可看出，在线监测系统的
振动摆度传感器工作正常，测点数据稳定可靠。 由表
１可以看出，机组由停机态变空转态时，该卧式机组的
振动摆度明显增大，转速稳定后，组合轴承和水导轴承
处的摆度值均在正常范围内。
由图 ３ 和 ４ 可以看出，摆度主频约为机组转频

１．３ Ｈｚ左右，其他频率信号占比较低，说明其他信号
的干扰较小，该测值能反映被测点的振动摆度主要与
机组的轴系转动等机械运动相关。

表 1　机组空转时测点监测数据 ｕｍ　
测点名称 停机态 空转态

组合轴承处 Ｘ向摆度 １２  ４１ 镲
组合轴承处 Ｙ向摆度 ７  ５５ 镲
水导 Ｘ向摆度 ８  ４４ 镲
水导 Ｙ向摆度 １０  ４１ 镲
灯泡体 Ｘ向振动 ９  １４ 镲
灯泡体 Ｙ向振动 ９  １１ 镲
灯泡体 Ｚ向振动 ７  １８ 镲
组合轴承 Ｘ向振动 ９  ２８ 镲
组合轴承 Ｙ向振动 ７  ９ 儋
组合轴承 Ｚ向振动 ７  ３４ 镲
水导轴承 Ｘ向振动 ７  ９６ 镲
水导轴承 Ｙ向振动 ６  ４６ 镲
水导轴承 Ｚ向振动 ６  ４０ 镲
转轮室 Ｘ向振动 ７  ３４ 镲
转轮室 Ｙ向振动 ６  ５４ 镲
转轮室 Ｚ向振动 ７  ３１ 镲

图 3　摆度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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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振动波形频谱图 1

　　由图 ５可以看出，该处振动波形规律，干扰相对较
少。 转轮室 Ｙ向振动的最大幅值在频率５．５ Ｈｚ左右，
即在 ４倍转频处，而该机组桨叶为 ４ 片，故可推测桨叶
所受水力传导至转轮室引起的振动是该处振动的主要

因素。

由图 ６可以看出，机组大轴轴向位移测点的波形
规律且稳定，信号干扰也较少。 机组在带一定负荷稳
定运行时，大轴轴向窜动的峰峰值大约为 ０．６ ｍｍ，且
变化稳定。

图 5　振动波形频谱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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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轴向位移波形图

５　结　语
从乌金峡水电站机组在线监测系统的顺利投产应

用来看，机组振摆传感器安装位置合理，监测点信号稳
定，在线监测现地柜中 ９０Ｂ 振摆监测装置运行正常，
ＳＪ９０００软件系统运行及功能正常。 该系统的投入运
行为乌金峡水电站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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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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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计划决策系统［ 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０１， ２５（１６）：

４５ －４７

（上接第 ２５页）

５　结　语
针对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问题，本文对梯级水电

站水能互联系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内在水能制约机
理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发电量最大、水耗量最小、末期
蓄水量最大等三个优化调度模型。 提出了含约束仿水
循环算法，构建了相应的自适应迭代模型和水循环寻
优模型。 利用本文所提出的算法，对九个测试函数算
例和一个含三个梯级水电站的优化调度仿真算例进行

了求解，并与 ＭＰＳＯ 优化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
ＣＷＣＡ相比 ＭＰＳＯ求解效果更优，迭代速度更快，收敛
精度更好，验证了 ＣＷＣＡ算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参考文献：
［１］李鹏， 阮燕云．溪洛渡－向家坝梯级水电站联合调度实践

与探索［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４（６）： １７ －１９

［２］田丹．彭水和银盘两梯级水电站日运行优化调度研究［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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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研究与应用

刘海滨，邱雪俊，陈　超，曹　杰
（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滁州　２３９０００）

摘要：为了提高抽水蓄能电站监控系统数据安全管控等级和实现信息智能化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
运维服务系统。 在分析计算机监控系统应用现状基础上，通过智能信息流理念的引入，提出系统总体设计方案，构建状
态评价、趋势分析、统计分析等功能，实现了电站监控系统数据的规范化传输、安全化管理、智能化分析。 基于智能信息
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能够实现电站的适时复杂预警及设备运行状态评估，并据此对运行异常的设备进行排查及检修，
通过在某电站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电站运维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为水电厂运维检修提供了可靠的决策支持。

关键词：抽水蓄能电站；智能信息流；监控系统；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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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System for
Power Stations based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Flow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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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Key words：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随着电网容量的扩大，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应
用及建设越来越多。 抽水蓄能电站由于其削峰填谷、
事故备用等作用，在电网中地位十分重要，是保证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目前，大型的抽水蓄能电站均已应用计算机监控

系统，可实现对监控对象的实时监测、数据采集与处
理、与调度信息交互等功能，保障电站的可靠运行。 计
算机监控系统安全管控等级较高，以实时控制、调度为
主要功能，数据挖掘与深度分析功能较为薄弱，无法实

现电站定制化需求、导出各类数据报表、趋势分析等功
能。 为了实现对计算机监控系统数据的再利用，定制
符合实际抽水蓄能电站应用需求的功能，提升电站设
备管理效率和水平，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智能信息流
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以实际抽水蓄能电站运行需求
为出发点，基于计算机监控系统，建立设备实时数据
库，通过对实时和历史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实现对设
备状态进行实时监视、综合分析、状态评价等功能。 通
过应用本系统，能将电站原先离散的监测数据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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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为抽水蓄能电站的生产管理和设备运维提供
指导［１ －２］ 。

１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用现状
计算机监控系统是集通信技术、控制技术、信息展

示技术、网络技术等于一体的综合应用系统。 国外计
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起步较早，发达国家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已在水电厂普遍应用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
有效提高了设备管理及运行可靠性。 我国电站计算机
监控系统研究及应用工作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水电
事业迅速发展，对技术及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计算
机监控系统迅速发展起来。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
抽水蓄能电站的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研制工作开展起

来，至 ２００１ 年，实现国内生产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在中
小型抽水蓄能电站的应用。 随着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的
建设与运行，单纯依靠进口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实现电
站的设备管理与运行已无法满足应用需求，如设备昂
贵、维修保养繁琐、周期较长等。 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壁
垒，自 ２００４年起我国开始了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计算机
监控系统研发工作，并于 ２００６ 年研发成功并实现
应用［３ －４］ 。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已基本实现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自主化应用，主要功能包括调度级
功能、电站控制、现地侧控制等。 调度级功能主要实现
与电网信息的交互、接收调度指令，上行遥测、遥信量
等功能。 电站控制主要实现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实时
监视、动态控制与条件等功能。 现地侧控制主要实现
对机组、公用设备、开关站、中控楼等现地侧设备的
控制［５］ 。
目前，先进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已实现对生产设备

的实时监视与动态控制，有力的支撑电站的运维管理
工作。

２　系统总体设计
为了实现对计算机监控系统数据的再利用，构建

的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１所示。
本系统基于 Ｊ２ＥＥ 框架进行构建，采用数据整合

层、数据处理层与业务分析层三层技术架构，实现基于
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
数据整合层，通过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ＸＭＬ 或限定格式

的文本文件、数据库连接方式实现实时数据、历史数据
及电力模型等信息接入。
数据处理层，实现实时数据处理、历史数据统计、

图 1　系统架构图
电力模型分析、分布式数据访问中间件构建等。
业务分析层，按照业务进行分类分析，包括设备运

行状态监视、设备运行异常、故障及事故告警、设备故
障分析、报表管理等。
通过系统的构建及使用，能够使水电站所有生产、

管理人员和领导决策层在任何时间及地点均能及时掌

握整个水电站机组的实时运行状态；并通过对实时和
历史数据的挖掘，使电站的生产过程保持最佳的状态。
通过对以实时数据为核心的应用模块的开发和应用，
将原来离散的数据变成有价值的信息，为电站的生产
管理和设备运维提供指导，有效的提升电站的运维水
平，节约电站的生产成本，提升电站的整体经济效
益［６］ 。

３　系统功能
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主要包括首

页、状态评价、趋势分析、统计分析、基础信息管理和系
统管理［７］ 。

3．1　首页
首页分为日报显示区、近期告警参数区、趋势图显

示区、预警信息统计区 ４ 个部分，能够根据不同岗位、
专业等个性化定制不同人员需求的报表或图形信息，
近期告警参数区显示当天不同设备参数的预警级别。

3．2　状态评价
通过接入电站实时数据及历史数据对设备各模拟

量、数字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系统高频预警参
数，从而对电站系统的设备状态进行评估。

１）数据记录曲线。 可自动统计设备运行参数（压
力、温度、振动、摆度、流量、开度、动作时间），显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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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整体结构图
据记录曲线。

２）预警分析。 设定阈值后预警信息的统计分析
功能，辅助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判断。

3．3　趋势分析
根据实时监测数据和历史监测数据实现设备某一

参数或多个参数在任意时间段内的纵向趋势分析，通
过选定频次对相应数据进行对应粒度的筛选，数据常
用频次有 ３０ ｍｉｎ／次和 １５ ｍｉｎ／次，并可导出图片和设
备数据。

3．4　统计分析
可实现发电电动机组月报、全厂 ＩＰＢ 补气次数月

报、组合轴承月报、推力轴承月报、水导轴承月报、上导
轴承月报、下导轴承月报、运行月报数据等任意一个月
的月报及参数趋势图、数据列表等信息，并可导出至
ｅｘｃｅｌ表格展示。

3．5　基础信息管理
基础信息管理实现对系统基础信息资料的管理，

包含设备管理、设备参数管理及预警规则管理。

3．6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和日志管理，实

现系统信息维护与功能权限配置等功能。
通过智能信息流的引入，能够实现计算机监控系

统数据的规范化传输，实现监控系统数据的智能化分
析，为电站工作人员提供及时的故障预警及周期性的
重大设备状态评估，为电站运维检修工作的开展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８］ 。

４　结　语
本文设计开发了一套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

服务系统，通过系统应用有效解决了目前计算机监控
系统存在数据挖掘与深度分析功能较为薄弱，无法实
现定制化数据分析与统计功能的问题，实现监控数据
的二次深入应用，是一套涵盖水电厂运维管理全业务、
资源高度整合的智能化业务分析系统，实现抽水蓄能
电站生产、管理人员和领导决策层能及时掌握整个电
站机组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 目前该系统已在国内某
抽水蓄能电站投入应用，有效地提升了电厂的运维水
平，节约了电站的生产成本，通过动态的状态评估与分
析，为电站状态检修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１］张远．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故障诊断模型和方法研究

［Ｄ］．长沙： 中南大学， ２００３

［２］张丽宝．三峡机组状态监测趋势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Ｄ］．重庆： 重庆大学， ２００８

［３］肖燕， 许婧， 刘有为， 等．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全站信息流

技术方案［Ｒ］．北京：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５

［４］姜海军， 王惠民， 单鹏珠， 等．抽水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

系统自主化历程与成就［ Ｊ］．水电与抽水蓄能， ２０１６， ２

（１）： ６３ －６６， １０２

［５］李浩良， 孙华平．抽水蓄能电站运行与管理［Ｍ］．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６］黄悦照．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与运行案例分析［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７］马明刚， 姜丰．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管理模式浅析／／抽水蓄

能电站工程建设文集［Ａ］．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８］何永泉， 林肖男．已投运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运行情况概

述／／抽水蓄能电站运行技术文集［Ａ］．郑州： 黄河水利出

版社，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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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
增压泵机械密封损坏原因分析及处理

何兆品，刘　程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机组技术供水系统是采用增压泵，针对增压泵的机械密封渗漏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机
械密封润滑水供水方式改造，顺利解决了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使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得到保障。

关键词：技术供水；增压泵；机械密封；润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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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Mechanical Seal Leakage of Booster Pump in the
Technical Water Supply System in Zhentouba I Hydropower Station

ＨＥ Ｚｈａｏｐｉｎ，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Ｄａｄｕ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Ｌｅｓｈａｎ ６１４９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Ｚｈｅｎｔｏｕｂａ 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ｐｕｍｐ．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ｉｓ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ｅｎｓｕｒｅｄ．
Key words：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ｐｕｍ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ｅａｌ；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机组技术供水采用单元供水系
统，每台机设置一个供水单元，供给机组及主变冷却用
水。 技术供水以本机组蜗壳取水为主，坝前取水为辅；
主轴密封水以厂外清水为主，机组技术供水为辅。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机组技术供水系统机械部分设

备有：离心泵、滤水器、阀门、管路及表计。
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为卧式单级双吸离心泵，由

上海东方泵业供货，主要用在技术供水系统的主变供
水和机组冷却供水，每台机各两台安装在技术供水泵
房。 离心泵的特点是转速高、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
流量大、结构简单、性能平稳、容易操作和维修，其不足
是起动前泵内要灌满液体。 流量适用范围： ５ ～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ｈ，扬程范围在 ３ ～２８ ｍ。
１　故障现象

进入汛期，由于夏天汛期河道漂浮物较多，漂浮物

容易聚集在机组技术供水蜗壳取水口拦污栅栅条上，
造成取水口处存在一定堵塞现象，导致机组技术供水
压力不足，需在汛期启动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以满足
机组技术供水压力要求。 增压泵运行过程中，经常出
现机械密封严重渗漏现象，影响设备正常运行，同时影
响环境卫生。

２　原因分析
增压泵为卧式离心泵，前后端密封装置为机械密

封，机械密封材质为碳晶材料，机械密封润滑水取自泵
壳（见图 １）。 针对出现渗漏现象的机械密封进行分解
检查后发现，该处密封与水泵轴之间的间隙较大且接
触面有较为严重的磨损现象。 经分析，发现河水中金
刚砂含量较大，汛期暴雨后，河水更加浑浊，水中泥沙
含量剧增，含有泥沙的水进入机械密封后，水泵轴与机
械密封之间的摩擦系数增大，加剧了机械密封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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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碳晶材料磨损严重、间隙增加，导致机械密封失
效，造成渗漏现象。

图1　现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润滑水取水方式

３　治理方案及运行方式
针对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机组技术供水系统增压泵

机械密封渗漏原因以及润滑水问题采取如下处理

方案：
１）对机械密封润滑水管路进行改造，润滑水源改

为从清洁水源消防水取水（具体管路改造方案见图 ２、
图 ３）。

图 2　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润滑水改造管路图

图 3　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润滑水改造管路图

２）调整 ＰＬＣ控制逻辑：当判定技术供水系统压力

不满足设计压力值时，自动打开伺服隔膜阀，开启润滑

水对水泵机械密封进行润滑，示流器有示流信号后，延

迟 ５ ｓ 启动增压泵对技术供水进行增压；当技术供水

系统压力满足设计压力需要停泵时，先断开增压泵动

力电源，延迟 ６０ ｓ关闭伺服隔膜阀。 增压泵运行过程

中，润滑水不能断开，若示流器无示流信号（即判定润

滑水断开）立即停泵。

３）机组技术供水增压泵机械密封润滑水采用单

元供水方式，即每台机组增压泵润滑水源取自本机组

段内消防水管。

４）润滑水取自技术供水层上游侧的消防水，取水

管采用 ＤＮ２５的不锈钢管，取水压力经减压阀后调整

为 ０．３ ＭＰａ，在减压阀末端安装量程为 ０ ～１ ＭＰａ的压
力表。

５）自消防水取水后，总管路安装 ＤＮ２５ 总阀门、

ＤＮ２５管道过滤器、ＤＮ２５减压阀。

６）取水总管经三通分支至机组供水单元，各机组

取水支管安装 ＤＮ２５ 总阀门，各泵支管安装 ＤＮ２５ 阀
门、带有伺服隔膜的 ５２８１ＥＥｘ 型先导式阀、ＤＮ２５ 逆止
阀、示流器。

７）在伺服隔膜阀处增加旁路（６′管），并安装手动

阀，实现手动投入润滑水功能。

８）在各泵处，经三通、变径接头 （ＤＮ２５ →３／８

（ＤＮ１０）），将润滑水分支泵两侧机械密封处。

９）在原润滑水管路阀门后端加装三通，接入新润

滑水。

１０）将原润滑水管路阀门关闭，作为备用润滑水。

４　结　语

通过改造改善了增压泵原润滑水润滑方式，解决

增压泵存在的安全隐患，有力保障了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保障了机组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１］杜刚海．大型泵站机组安装与检修［Ｍ］．北京： 水利电力

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２］ＧＢＴ８５６４ －２００３， 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规范［Ｓ］
［３］ＪＢ／Ｔ６５３４ －２００６， 离心式污水泵型式与基本参数［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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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检修项目管理与
智慧检修在深溪沟电站的应用探究

杨建林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随着水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及电力检修的市场化，使传统检修模式已不能适应现有企业体制。 而水电检修项目制
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同时智慧检修在大渡河流域的逐步应用推广，已探索出了先进的水电检修样板。
针对水电智慧检修与检修项目制的高度融合，在深溪沟水电站的应用中进一步做了深入探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新型管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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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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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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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河梯级电站群目前共有七厂九站投产发电，
共计 ３８ 台机组，装机超过 １０ ０００ ＭｋＷ。 大渡河流域
检修模式为流域专业检修公司成立电站检修项目部，
负责电站日常维护及机组检修工作。 检修期主要模式
是班组制检修和项目制检修，同时在个别电站试点开
展智慧检修。 在深溪沟电站，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检修公司）通过智慧检修与检修项
目制高度融合开展机组检修工作，探索现代水电检修
新模式。

１　智慧检修
在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全面推进的

智慧企业建设工作中，智慧检修是重要的一个单元。
水电机组智慧检修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状态监测分

析诊断平台［１］ ，实现流域多机组运行参数集中监测和
分析、诊断［２］ ，通过特定算法对历时大数据的挖掘和
分析诊断，给出机组运行状态的发展趋势，对可能发生
的故障早期预警，确定机组故障的具体原因，给出具有
针对性的检修策略［３］ 。 实施智慧检修需要三大支持
系统，即设备状态诊断评价系统、检修决策系统和生产
管理系统［４］ 。 目前在深溪沟电站检修过程中，主要应
用的为生产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针对机组检修主
要应用的有人力资源管理、缺陷管理、工作票管理、检
修作业跟踪管理、项目进度管理、项目验收管理等，实
现检修项目管理新模式。

２　水电检修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指以项目为管理对象，采用科学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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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手段和工具，通过项目策划和控制，使项目的
目标得以实现，并通过项目的有效实施为组织创造价
值［５］ 。 传统的水电检修管理中以各工种为界限，划分
不同专业班组，检修期通过各班组完成各专业子项目
实现整个项目的完工，检修工程中各专业人员的抽调、
工作安排，奖励分配管理权限在各班组，各班组管理相
对独立运行。 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传统检修
模式已不能适应目前水电检修的高速发展，在检修项
目繁杂、人力资源短缺以及市场竞争压力下，每个检修
项目需要对作业人员、工作安排、奖励机制形成统一高
效管理，以便企业能在市场环境中生存。
在深溪沟电站检修过程中，实行的检修项目制中，

是以检修项目部经理总负责为主的检修管理体制。 项
目经理下设总工、安全员，总工下设各个专业小组，作
业小组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 机组检修项目由项
目经理总负责，总工负责检修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安
全员负责项目安全工作，各个作业小组完成单一检修
项目。

图 1　项目组织机构

３　智慧检修模式下的项目管理

3．1　安全管理

在检修工程中，安全由项目部经理总负责，项目安
全员主管，始终坚持降低项目周期安全风险为目的，重
点加强全过程人、机、料、法、环等因素的控制，通过对
项目的全方位、全周期、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实现项
目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开工前，进行入场前安全培训教育，安全员

组织所有参与检修作业人员对检修过程可能出现的各

类违章行为、采取的技术措施以及安全防范措施进行
集中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组织开展摸底考试，建立安
全学习档案，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现场检修作业。 在
检修过程中，实行安全责任制，项目经理处理“安全、

质量、工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
位。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安全员全权负责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安全管控，多方位开展安全体系建设和过程管
控，完善三级安全监督网络体系，推出各级岗位安全责
任清单、安全风险辨识和防范措施落实清单，分层级签
订安全承诺书，开展“重细节、找问题、强管理”活动，
查找并消除现场安全隐患。 设置安全曝光台、个人安
全风险预控分析、现场作业安全风险预警预知（ＫＹＴ）
等各类活动，确保检修项目全周期、全方位安全可控。

3．2　质量、技术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检修公司智慧检修中的生
产管理系统板块保证检修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该生
产管理系统检修管理包含了检修作业跟踪、作业任务
分配、项目进度管理、项目验收管理等。
该管理系统的运行模式为项目总工根据检修项目

通知单分配各子项目到作业小组负责人，作业小组根
据工作安排，开展检修作业。 检修作业结束后通过手
机终端上传作业结束交代及图片。 根据检修通知单三
级验收项目单，作业小组长作为第一级验收人，作业结
束交代后，自动流转到第二级验收人手机终端，第二级
验收合格后流转到第三级验收人手机终端，第三级验
收合格后该检修作业终结，验收途中若有验收不合格
自动退回作业小组长账号，作业小组根据反馈结果进
行整改后再次流转验收流程，直到验收合格后宣告该
作业终结。
检修过程中，根据检修通知单关键点见证要求，针

对关键点见证项目，作业小组将检修过程及结果关键
点以图片文字形式上传生产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
根据事先分配的权限，自动将该关键点流转到相关见
证人账号，见证人根据结果做出见证结果回复，合格宣
告该见证点结束，不合格自动退回作业小组，根据反馈
结果进行整改直到该关键点见证合格后该见证点作业

结束。
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检修项目过程跟踪、三级验

收、关键点见证及作业工序卡，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
记录检修过程，确保后期检修质量倒查责任制的顺利
开展，保证检修作业质量。

3．3　进度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根据检修通
知单检修项目，项目总工制定检修计划，各检修项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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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作业小组每天上传作业结果自动完成工期进度跟

踪，针对延后工期设置自动提醒，根据检修项目直线工
期跟踪检修作业进度，保证项目进度按照检修通知单
要求推进，实现检修项目进度全面可控。

3．4　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人力资源实行项目经理总负责，专业组长主
管。 根据项目人员、岗位不同，在智慧企业中的流域生
产管理系统中，拥有不同的权限，根据权限的不同，可
以开展日常工作票办理，电厂日常的维护以及检修缺
陷的处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期间每日工作安排由项目总工负责，根

据工作性质和施工要求，协调各专业组人员，组成当日
作业小组，作业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在项目总工的安
排下开展各类检修项目。
工作薪酬奖励由基本工资和质量奖两块组成，基

本工资根据岗位、工龄等由公司统一确定，质量奖按照
多劳多得、检修质量等板块综合分配。 项目总工按照
工作开展情况记录工作日志及考勤，包含作业内容，作
业人员以及作业其他情况，根据修后作业质量、个人作
业总工时分配项目质量奖。 在项目执行期间，作业人
员请休假按照作业任务量、作业人员具体情况由专业
负责人负责协调本专业人员请休假，休假情况及时告
知项目总工和项目经理。

3．5　标准化管理

检修项目实行标准化管理，检修作业任务根据检
修工序卡开展每项作业，检修工序卡包含了作业任务、

准备工器具、技术要求等内容，作业小组根据工序卡标

准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检修作业现场工器具、物料、设

备根据现场定置图实行定置摆放，现场设置检修通道，

拉设安全遮拦，安排专职人员开展现场安全文明维护

工作，确保现场作业按照标准化管理要求开展。

４　结　语

检修公司在深溪沟电站深入推进智慧检修应用及

检修项目制过程中，通过二者的高度融合，突破传统思

维，探索水电检修管理新思路，寻找水电检修新理念，

在经过一年多的摸索探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模

式。 通过对智慧检修及项目管理思考，对国内探索新

型的水电检修模式给予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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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技术人员对 １ 号发电机定子上层斜边垫块绑
扎位置的翘起、尖端处理，尤其是对垫块绑扎处的空隙
用绝缘面漆进行填补（４７０ ～５００槽），可以让垫块周围
的电场更加均匀，从而有效防止或减轻了该处电晕的
产生。

３）１号发电机经上次专项检修后投运时间只有 ６
个月，运行时间短，且定子绕组经清洗后脏污减少，使
电晕作用缺乏有效介质以予表现出来，致使该次检查
发现的电晕情况较上次有明显降低。

４　结　语

笔者认为，该电站 ＡＬＳＴＯＭ 机组定子端部电晕主
要由斜边垫块绑扎工艺、强电场及其环境污染造成，经

技术人员除尖端、去毛刺以及填充绝缘面漆处理，有效

防止和减轻了该机组定子端部电晕的产生。 建议在机

组检修期间，加强对电晕位置的清洁处理，并持续跟踪

经探索性处理过的斜边垫块电晕情况，为今后电晕处

理能力提供现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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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ＰＡ 浸提条件下土壤性质对镉浸提效果的影响
邹星莹，黄介生，姜伟成，林忠兵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为研究土壤理化性质对二乙基三胺五乙酸（ＤＴＰＡ）浸提条件下镉浸出效果的影响，对 ２７ 个镉污染土样进行连续
１５ ｄ浸提批实验，计算 １５ ｄ时镉浸提率与土壤／溶液镉分配系数 Kｄ，探究这两个指标随土壤性质的变化。 结果显示，浸

提发生 １０ ｍｉｎ时有 ０．２４ ±０．１１比例的镉被浸提，最终浸提率为 ０．５９ ±０．２０，Kｄ 值为 ２２．１３ ±１７．７１ Ｌ· ｋｇ －１。 镉浸提率
与初始镉浓度、有机质含量（ＯＭ）、粘粒含量呈正相关；与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粉粒含量呈负相关。 Kｄ 值与初始镉浓

度、ＯＭ、粘粒含量显示出显著对数线性负相关，随 ＣＥＣ、粉粒含量呈对数线性增加。 本研究对土壤重金属修复有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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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ｄ）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ａｍｉｎｅ 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ａ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ＴＰＡ）．Ａ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２７ Ｃｄ-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１５ ｄ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Kｄ）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０．２４ ±０．１１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ｄ ｉｓ ｌｅａｃｈｅｄ ａｔ １０ ｍ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ＴＰＡ-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ｒｅ ０．５９ ±０．２０ ａｎｄ ｔｈｅ Kｄ ｉｓ ２２．１３ ±１７．７１ Ｌ· ｋｇ －１．Ｔｈｅ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Ｅ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K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K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Ｃ ａｎｄ ｓｉ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Key words：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ＴＰＡ

　　镉是一种潜在有毒微量元素，人体内累积 ２．６ ｇ
镉即会导致痛痛病（Ｉｔａｉ－ｉｔａ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发生［１］ 。 根据
２０１４年全国土壤状况调查公报，全国 ７％的采样点位
镉含量超标。 土壤溶液中的镉被植物根系吸收并导致
地下水污染。 大气酸沉降也可能加重镉污染及次生环

境问题风险。 工业污染导致土壤镉含量增加，对生物
和环境造成破坏［２］ 。
重金属浸提可以有效修复污染场地。 探究影响土

壤镉浸提效果的因子对提高镉浸提效率有重要意义。
镉浸提可在原位和实验室两种环境下发生。 原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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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浸提实验耗时长，且由于受植物根系生长发育、微生
物活动及地下水位变动的影响，干扰因素多，实验结果
不稳定。 实验室环境由于排除根系影响且土水环境变
动小，更易于观察土壤理化性质对镉浸提效果的影响。
Ｈａｙｎｅｓ和 Ｓｗｉｆｔ利用 ０．００５ ｍｏｌ· Ｌ －１二乙基三胺五乙

酸（ＤＴＰＡ）溶液提取多种金属离子，发现浸提率随溶
液 ｐＨ值的增加而下降［３］ 。 李永涛等发现土壤 ｐＨ 值
增加会降低 ＤＴＰＡ 镉浸提率［４］ 。 Ｒａｓｈｔｉ 等人发现 ＤＴ-
ＰＡ浸提时土壤 ｐＨ 值、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ＯＭ、铁
含量是控制土壤镉浸提的重要性质［５］ 。 尽管这些研
究发现了一部分土壤性质对镉浸提影响的规律，但由
于土壤属性复杂，不同研究所用浸提液种类及其浓度
条件存在差异，因此土壤性质对镉浸提过程影响依然
存在不确定性。
本研究通过对 ２７ 个土壤样品进行浸提实验，测定

了 １５ ｄ镉浸提率与土壤镉分配系数（Kｄ），探讨了初始
镉浓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ｐＨ值、ＣＥＣ 和土壤级
配对土壤镉浸提率和 Kｄ 的影响，为揭示土壤镉解吸附
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1．1　土壤样品制备
供试土样采自湖南株洲和甘肃白银共 ２７ 个。 所

有样品从已受污染的水稻田、菜地、芦苇塘坡地等采
集。 在同一采样点，采用五点取样原则，取表层土（０
～２０ ｃｍ）混合装袋，并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后磨细，
除去较大根、茎、砾石等，过 ２ ｍｍ孔径筛，以备下一步
实验使用。
所有土壤样品均进行理化性质测定，理化性质结

果见表 １。 实测结果表明，所有土样镉浓度在 ２．１６ ～
４０．４８ ｍｇ· ｋｇ －１。 据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 －１９９５）的二级标准（适用于一般农田土
壤），非石灰性土壤中镉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
０．３ ｍｇ· ｋｇ －１ ［６］ ，镉最高超标 １３４ 倍。 土壤 ｐＨ 值在
６．０２ ～８．３２ 之间，绝大数土壤呈中性或弱碱性，很少
部 分 土 壤 呈 弱 酸 性。 ＣＥＣ 在 ８． ７１ ～
３４．９７ ｃｍｏｌ（ ＋） · ｋｇ －１。 ＯＭ 在 ０．８９ ～
５．８６ ｇ· １００ ｇ －１。 土壤粉粒含量较高，质地多属于粉
土或者粉壤土。

表 1　土样理化性质统计

土壤性质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测试方法

初始镉浓度／（ｍｇ· ｋｇ －１） ４０ 晻．４８ ６ !．２３ ２２ �．８９ ８ 8．８７ 火焰原子吸收（２４０ＦＳ ＡＡ，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Ｈ值（土水比 １∶２ Y．５） ８ �．３２ ６ !．０２ ７ 晻．５６ ０ 8．６３ ｐＨ计（Ｓ２１０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ＴＭ ｐＨ 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
ＯＭ／（ｇ· １００ ｇ －１） ５ �．８６ １ !．９６ ４ 晻．５７ １ 8．０２ Ｗａｌｋｌｅｙ－Ｂｌａｃｋ滴定法［７］

ＣＥＣ／（ｃｍｏｌ（ ＋）· ｋｇ －１） ２７ 晻．０５ ８ !．７１ １６ �．１５ ６ 8．４７ 乙酸铵法［８］

粘粒含量／（ ＜０ ]．００２ ｍｍ，％） ２５ 晻．１３ １０ 8．８３ １７ �．６９ ４ 8．６４

粉粒含量／（０ Ζ．００２ ～０．０５ ｍｍ，％） ８１ 晻．１０ ６４ 8．３０ ７３ �．９２ ４ 8．２４ 激光粒径分析仪（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 ＬＳ １３ ３２０）

砂粒含量／（０．０５ ～２ ｍｍ，％） １７ 晻．３７ ３ !．０３ ８ 晻．３９ ３ 8．８６

1．2　土壤镉批浸提实验

将 ４ ｇ均匀混合后的土样放置到 ５０ ｍＬ 离心管
后，再加入 ４０ ｍＬ浸提溶液。 土壤镉浸提剂及其浓度
参考文献所用的试剂和浓度，即 ５ ｍＭ ＤＴＰＡ溶液（由
５ ｍＭ ＤＴＰＡ，１０ ｍＭ ＣａＣｌ２ ，０．１ Ｍ ＴＥＡ 和少量盐酸混
合配制）［３］ 。 由于浸提过程对微生物和酶活性影响很
小［９］ ，实验过程中没有添加微生物抑制剂。 将离心管
密封，设定恒温振荡台（上海琅玕 ＳＨＺ－Ｂ水浴恒温振
荡器）温度为 ２５℃、振荡速率为 ２００ ｒｐｍ 的条件下对
离心管溶液进行恒温振荡。 在 １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５０ ｍｉｎ，

１．５ ｈ，３ ｈ，６ ｈ，１２ ｈ，１ ｄ，２ ｄ，３ ｄ，６ ｄ，９ ｄ，１２ ｄ，１５ ｄ等
１４个时刻暂时停止振荡，将离心管取出，对称放入离
心机（湘智 ＴＧＬ １６ＭＢ 高速冷冻离心机），设定离心机
温度为 ２５℃、转速为 ４ ０００ ｒｐｍ条件下离心 １０ ｍｉｎ，随
后从离心管抽取 ５ ｍＬ上清液，并立刻补充 ５ ｍＬ浸提
剂至离心管，使离心管内溶液保持在 ４０ ｍＬ。 离心管
溶液混合后重新放置到恒温振荡台继续振荡。 利用火
焰及石墨炉原子吸收法（２４０ＦＳ ＡＡ 和 ２４０Ｚ ＡＡ，Ａｇｉ-
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测定 １４ 个时刻抽取的上清液镉浓
度，用 ｐＨ 计（Ｓ２１０ Ｓｅｖｅ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ＴＭ ｐＨ 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ｔｌｅｒ-
Ｔｏｌｅｄｏ）测定上清液 ｐＨ值。 土样与浸提剂的组合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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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三个平行重复，一共进行了 ８１个浸提批实验。

1．3　数据分析

ＤＴＰＡ浸提时镉的浸提率用镉浸提率和土壤／溶
液分配系数进行特征量化。 镉浸提率按下式计算：

RL ＝
vs∑iCi

Ｃｄ ＋（V－vs）Ci
Ｃｄ

mSＣｄ （１）

式中：vs 表示抽取上清液体积，ｍＬ；Ci
Ｃｄ表示逐次测得

上清液中镉浓度，ｍｇ· Ｌ－１；V 表示离心管内溶液总体
积，ｍＬ；m表示离心管内土样质量，ｇ；SＣｄ表示土样初始
镉浓度，ｍｇ· ｋｇ －１。
镉的土壤／溶液分配系数 Kｄ 按下式计算：

Kｄ（Ｌ· ｋｇ －１） ＝
SＣｄ（ｍｇ· ｋｇ －１）
CＣｄ（ｍｇ· Ｌ －１）

（２）

实验数据采用箱式统计、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特

征。 箱式统计主要用来反映样本数据最小值、上下四
分位数、中位数、最大值等 ５个统计变量。 本文绘图及
统计由 Ｒ软件［１０］完成。

２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镉解吸附过程

土壤镉浸提解吸附反应过程如图 １所示。 １５ ｄ全
浸提期内溶液镉浓度为 ０．４５ ±０．３１ ｍｇ· Ｌ －１。 溶液
镉浓度基本呈现前低后高的变化趋势。 在实验前期阶
段（≤１ ４４０ ｍｉｎ），溶液镉浓度呈逐步下降趋势，溶液
镉浓度中位值基本处于全浸提期均值以下水平；而在
实验后期（ ＞１ ４４０ ｍｉｎ），溶液镉浓度有所升高，此时
浓度中位值基本与全浸提期均值接近。 全浸提期内
ＤＴＰＡ浸提时溶液 ｐＨ值为 ７．３５ ±１．６６。

图 1　DTPA浸提时溶液镉浓度箱式图变化过程（虚线表示全浸提期均值）

2．2　土壤性质对浸提率的影响

图 ２为不同采样时刻的土壤镉浸提率（式 １）变化
过程。 结果显示，镉浸提率随着时间增长逐步增加。
实验开始时（１０ ｍｉｎ），ＤＴＰＡ可以浸提 ０．２４ ±０．１１ 的
镉到溶液中。 １５ ｄ 浸提后，镉浸提率达到 ０．５９ ±
０．２０。

ＤＴＰＡ浸提 １５ ｄ后镉浸提率与土壤性质之间的关
系见图 ３所示。 土壤初始镉含量的增加会提高镉浸提
率，但不显著（图 ３）。 土壤镉总量较低时，镉离子与吸
附能力强的点位结合，随着镉离子浓度增加，吸附能力
强的点位被占据，镉离子逐渐与吸附能力弱的点位发
生反应［１１］ 。 镉全量浓度高的情况下，与吸附能力较弱
的点位结合的镉离子增多，易于发生解吸增大了浸提
率。 土壤初始 ｐＨ对镉浸提无明显的影响（图 ３）。 土

壤背景溶液 ＤＴＰＡ浸提剂的存在削弱了土壤初始 ｐＨ
值对浸提过程的影响。
有机质增多将提高镉浸提率（图 ３）。 Ｓｐｒｙｎｓｋｙｙ

等认为重金属可以通过发生络合与有 ＯＭ 结合，从土
壤表面解吸到溶液中［１２］ 。 徐龙君、李廷强等发现水溶
性有机质中含有大量功能基团，通过络合和螯合作用
增加水溶性镉含量，可浸提的镉增多［１２ －１３］ 。 ＣＥＣ 增
加会显著降低镉浸提率（图 ３）。 浸提剂与溶液中的离
子络合以促进离子解吸。 当浸提剂浓度有限时，镉离
子与多种金属阳离子等共同竞争吸附到浸提剂上［１４］ 。
ＣＥＣ的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而使得镉的解吸附被抑
制。 因此在较低的 ＤＴＰＡ浓度条件下，ＣＥＣ 的增加使
镉解吸附过程受到抑制，浸提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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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TPA浸提土壤镉比例箱式图变化过程

图 3　DTPA浸提 15 d后镉浸提率与土壤性质关系（黑色为显著线性回归；灰色为不显著，p＞0．05）

　　土壤粒级组分对镉浸提存在显著影响（图 ３）。 土
壤粘粒增加会增加镉浸提率而粉粒含量对浸提率的影

响呈现相反的趋势。 吴婷等发现粘粒组分的分散度更
高，晶型物质减少，无定形物质增多，重金属释放溶出
趋势增大［１５］ ，释放镉离子越多。 赵晶等研究发现细颗
粒中越容易富集水合氧化物、有机质、粘土矿物等，故
本实验粘粒组分中重金属的总可提取态含量也就

越高［１６］ 。

2．3　土壤性质对 Kｄ 的影响

图 ４ 为不同采样时刻镉的土壤／溶液分配系数
（用 Kｄ 表示，式 ２）变化过程。 结果表明，全浸提期内

ＤＴＰＡ浸提时 Kｄ 平均值（４４．０８ ±５２．９３ Ｌ· ｋｇ －１）。 在

实验前期阶段（≤１ ４４０ ｍｉｎ），各时刻 Kｄ 值中位值大

于全浸提期平均值。 而在实验后期（ ＞１ ４４０ ｍｉｎ），各
时刻Kｄ 值中位值小于全浸提期平均值，１５ ｄ后对应最
终 Kｄ 值为 ２２．１３ ±１７．７１ Ｌ· ｋｇ －１。

浸提 １５ ｄ 后镉的土壤／溶液分配系数 Kｄ 与土壤

性质之间的关系见图 ５ 所示。 Kｄ 值与初始镉浓度、

ＯＭ及粘粒的含量呈显著对数线性负相关。 Kｄ 值与土

壤 ｐＨ无显著线性关系。 Kｄ 值随 ＣＥＣ、粉粒含量增加
而呈对数线性增加（p＜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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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TPA浸提时镉的土壤／溶液分配系数（Kd）箱式图变化过程（虚线表示全浸提期均值）

图 5　DTPA浸提 15 d后镉的土壤／溶液分配系数与土壤性质关系（黑色为显著对数线性回归；灰色为不显著，p ＞0．05）
　　在镉浸提过程中，随着土壤镉的解吸反应一直进
行，溶液镉增多，值应持续下降。 但本实验设计中每个
时刻取样时都移取了上清液并对背景溶液进行补充，
稀释降低了溶液镉浓度。 因此实验在 ３０ ｍｉｎ 到
１８０ ｍｉｎ值出现升高现象。 随着实验继续进行，尽管存
在稀释作用的影响，随着浸提发生，浸提率升高，值持
续下降。 Kｄ 值与浸提率之间是反相关的关系。 土壤
理化性质对浸提率和 Kｄ 的影响也呈现相反的趋势。

３　结　语
土壤初始 ｐＨ值对镉浸提效果没有显著影响。 初

始镉浓度、ＯＭ、ＣＥＣ、粘粒含量和粉粒含量是影响镉浸

提的因素。 初始镉浓度增加会增加镉浸提率，但不显
著。 有机质和粘粒含量会显著增加镉的浸提率，土样
粉粒含量增加会显著降低镉浸提率。 在浸提剂浓度较
低时，ＣＥＣ的增加降低了镉浸提率。 土壤性质对镉浸
提率与 Kｄ 的影响大致呈现相反的趋势。 初始镉浓度、
ＯＭ及粘粒含量的升高会降低 Kｄ 值，ＣＥＣ、粉粒的含量
增加会增大 K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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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展望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 ２９８

万 ｋｍ２ ，居世界第 ７ 位。 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
海，海岸线长约 ８ ０００ ｋｍ。

２０１７年印度人口为 １３．３９ 亿人，是世界人口第二
大国。 印度居民中有约 ８０．５％信奉印度教，１３．４％信
奉伊斯兰教，２．３％信奉基督教。 印度 ２５ 岁以下人口
占比约 ５０％，２５岁－３５岁人口占比大约为 １５％，其中
农村人口约 ６８％；印度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能说英
语的国际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印度是金砖国家之一、２０ 国集团成员、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同时印度也是全球第三大能源需求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财年 ＧＤＰ 为 ２５ ４１４ 亿美元［１］ ，全球排名
第６，２０１７年经济增长率为 ７．２％，预计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财
年 ＧＤＰ增速为 ７．４％。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就职的莫迪政府
从 ２０１５年初推动制造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发展并实施

相关改革举措，预期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拉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２０２０ 年印度 ＧＤＰ将超过 ３万

亿美元、仅次于美、中、日、德，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２０２５年 ＧＤＰ达到 ４．２万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
四大经济体；２０３０ 年前后达到 ６ 万亿美元，成为仅次
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从人均 ＧＤＰ 来
看，２０１７年印度人均 １ ９３０ 美元、接近中国 ２００６ 年人
均水平；到 ２０３０年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５ ０００ 美元左右、达
到中国 ２０１１年人均水平。
印度自然资源丰富，有近 １００ 种矿藏。 云母产量

世界第一，重晶石产量为世界第三。 森林面积 ６７．８
万 ｋｍ２ ，覆盖率为 ２０．６４％。 拥有世界十分之一的可
耕地，面积约 １．６亿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之一。 印度是一个贫油国，天然气储量也非常少。 印
度人口占世界总数的 １６％，其石油储量只占全球总储
量的 ０．４％。 据 ＢＰ数据统计，截止 ２０１７ 年末，全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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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资源储量超过 １０ ３５０亿 ｔ，其中印度煤炭储量为 ９７７
亿 ｔ，占全球总储量的 ９．４％，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中
国和澳大利亚。 其煤炭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
同时，印度拥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包括风能、太阳能，
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发展经济体，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对印度国家风险评级 ５（５／９）级，国家风
险展望：稳定，主权信用风险评级 ＢＢＢ（４／９）级，主权
信用风险展望：正面。

２　印度电力及新能源发展趋势

2．1　电力发展现状
进入 ２１世纪，印度经济持续增长，能源需求大增，

能源供给压力日益加大。 ２０１５ 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费
总量为 １０亿 ｔ标准煤，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三大能
源消费国。 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印度总装机容量 ３０９ ＧＷ，
火电约 ２１８．３ ＧＷ；核电 ６．８ ＧＷ；水电 ４４．５ ＧＷ，新能
源 ５７．３ ＧＷ；人均装机容量为 ０．２３ ｋＷ，有约 ３亿人口
仍处于电力供应缺电状态。
印度的综合竞争力在参与排名的 １３８ 个国家中排

名第 ３９ 名；但其供电质量排名位列第 ８８ 名。 印度的
用电需求远高于现阶段的电力供应，是一个电力供需
极度不平衡的国家，电力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印度全国电力装机约 ７０％由地方政府所有，３０％

由中央政府控制。 印度的火电装机中，以燃煤发电机
组为主，辅以燃油、燃气机组。 由于电煤的供需矛盾加
剧，许多电厂的存煤量都低于警戒线以致发电困难，因
此该国发电侧整体供应不足。 同时由于该国核电发展
停滞，煤价高，以及来水偏少等问题，其一直处于一种
缺电的状态。
自印度在 ２００３年 ９月颁布电力法案，鼓励私营经

济进入发电领域，目前有 ４３％的发电容量由私营企业
控制、其他 ５７％仍有国有公司或地方级企业控制。 中
央层面的大型企业有国家热电公司、国家水电公司、东
北部电力公司等，私营企业的主要代表有塔塔电力、信
实电力、软银电力。
国家热电公司现有装机容量高达 ５２ ＧＷ，主要以

燃煤发电和天然气发电为主，拥有 ５５ 个发电站（３９ 个
燃煤、天然气电厂，１ 个水电厂，７ 个合资电厂，８ 个新
能源电厂）。 该公司是印度电力行业最具有成本竞争
力的生产商之一。
根据印度第三份国家电力规划（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公

布），至２０２２年，印度可再生能源、核电、大水电等非化

石能源将占总发电容量的 ４７％，煤电占比降低到
４８％；到 ２０２７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容量占 ５６％。 根据
该规划，２０２２ －２０２７年印度仅需新建燃煤火电４４ ＧＷ，
而目前在建规模已达 ５０ ＧＷ，可见未来十年内印度新
增的燃煤火电容量将很困难。 与此同时，预计到 ２０２２
年，风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容量将达到 １７５ ＧＷ，
其中太阳能发电 １００ ＧＷ。

２０１７年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公示了基于
上网电价的风电项目投标竞价规则草案，拟引入招标
模式，激发风电产业的发展。 印度规划每年新增６ ＧＷ
的风电容量，助力新能源目标的实现。

2．2　新能源资源概况
１）风能。 按照印度国家风能委员会的研究，印度

１００ ｍ轮毂高度处的风电潜能预估为 ３０２ ＧＷ，目前仅
有 ２８ ＧＷ已被开发，国家风能委员会也在全国安装了
超过 ８００个测风塔。 大部分的风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南
部的各邦，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古吉拉特邦、拉
贾斯坦邦、中央邦是风资源分布的主要邦。 印度还有
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２）太阳能。 印度地处热带、亚热带，太阳能资源
丰富。 在世界前 ２０位经济体中，印度的平均日照排第
一，大于中国、美国和欧盟。 印度年均太阳能辐射量
１ ７００ ～２ ５００ ｋＷ· ｈ／ｍ２ ，每年约 ２５０ －３００ 日是晴朗
天气。 印度具有广阔的太阳能发电市场空间。

３）生物质能。 由于印度约有 ６０％的人口居住在
农村，拥有世界上异常丰富的土地资源，因此拥有丰富
的农业废弃物作为发展生物质发电的优越条件。 预测
印度可供发电的生物质容量达 １８ ＧＷ，具备很好的开
发条件。 当前，印度已有约 ９００ 座中小型生物质发
电厂。

2．3　新能源发展和规划
１）新能源开发现状。 由于本土煤、油、气资源储

量和产量严重不足，印度对外能源依存度不断提高，同
时随着对能源污染环境的认识提升，印度着力于调整
能源结构，努力提高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低碳新
能源、与核电、氢能等清洁高效能源的开发力度，以建
立起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印度电力市场总装机容量

３０９ ＧＷ，全球排名第三，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２８．７ ＧＷ，
太阳能装机容量 ９．０１ ＧＷ。 印度是风电大国，全球排
名第五。 印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太阳能发电规划目
标，目前正抓紧实施该目标，太阳能发电将具有很好的
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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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能源发展规划。 印度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资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因此，印度把发展
可再生能源作为国家的重要能源战略，成立了专门负
责可再生能源管理的政府机构，确定了可再生能源规
模化发展的目标。 近年来印度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
展目标，将 ２０２２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目标提升为
１７５ ＧＷ，其中光伏 １００ ＧＷ，风电 ６０ ＧＷ，生物质
１０ ＧＷ，小水电 ５ ＧＷ。 按照印度目前新能源的规划目
标，截至 ２０２２财年，风电将新增装机容量３１ ＧＷ，太阳
能将新增装机容量 ９１ ＧＷ［２］ ， 新能市场前景广阔，开
发容量巨大。

３　印度新能源开发策略
１）大力开发太阳能发电。 鉴于印度政府制定了

宏伟的太阳能开发目标，且当前发展空间仍很大，到
２０２２年就需新增 ９１ ＧＷ，这对各国投资机构、融资机
构和设备供应商、工程承包商、咨询设计商等来说，都
是巨大的商业机遇。 建议积极研究印度联邦政府、各
邦级政府开发政策和配套措施，大力开发太阳能光伏

发电。
２）积极开发风力发电。 印度风电开发商较为成

熟，融资渠道较为流畅，虽然已经开发近 ２９ ＧＷ，到
２０２２年还有 ３１ ＧＷ可开发容量、较太阳能光伏少，但
考虑到印度海上风电开发潜力，印度的陆上风电和海
上风电仍然是新能源领域具有广阔前景的行业，建议
各企业加大力度，积极参与。

３）努力尝试分布式电力项目。 由于印度国土面
积较大、仍然有近 ３亿人处于电力供应短缺状态，印度
境内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未来一定
时间内偏远地区、距离主网架区域将成为电力新的增
长点，如布局离网光伏、微电网项目、分布式供电，将会
取得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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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液压统一变桨机构问题分析和技改

郉李方，王俊杰，燕振元，才　润，张维龙
（华能白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吉林 白城　１３７０００）

摘要：由于液压油受污染和环境温度影响造成的液压变桨系统故障较多。 变桨轴承是变桨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在非
独立变桨系统中，变桨轴承的润滑不良、卡涩、损伤将导致推动变桨系统的连杆机构受力不均，整体机械性能下降，容易
发生断杆、扭曲等损伤。 根据在液压统一变桨型风电机组的检修维护和故障处理的工作经验，变桨机构断丝脱轴故障经
过采用压板式锁紧法兰盘加固后，变桨机构稳定性加强，可有效提升液压变桨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关键词：风机统一液压变桨；变桨机构；技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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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Hydraulic Blade Pitch System in Wind Turbin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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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ｅｓ

１　液压统一变桨系统工作状况
液压变桨系统是由电动液压泵作为工作动力源，

液压油作为传递介质，电磁阀、液压比例阀作为控制单
元，比例阀控制液压油流量的大小和方向，通过油缸活
塞杆的径向运动变为桨叶的圆周运动来实现桨叶的变

桨距控制［１］ 。 风电机组启动时，桨叶由 ９０°向 ０°方向
转动，气流对桨叶产生启动力矩后桨叶开始转动，风电
机组正常并网发电时桨叶在 ０°迎风面附近运动，变桨
系统根据风速大小调整叶片角度，即正常运行时的桨

叶连续变桨；当风机紧急故障时，电磁阀导通液压油回
路驱动变桨机构带动叶片快速顺桨，风机桨叶将转动
到 ９０°，让风向与桨叶平行，使气流对叶片不产生转矩
变为顺桨状态，机组安全停机。

２　液压统一变桨机构常见故障

2．1　变桨轴承故障
液压统一变桨方式：ｖｅｓｔａｓ 和 ｇｅｍｅｓａ 两大风机制

造商的机组比较多采用此方式［２］ 。 液压系统是由机
械、液压、电气等装置组合而成，一般这种机型在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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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行时间较长。 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检修不及时、
维护不当、环境因素影响、机械元器件磨损老化等原
因，造成变桨问题逐渐出现。 液压统一变桨机构在轮
毂内设置一个双排圆柱滚子的变桨机构轴承，其作用
是将液压缸的直线运动变为圆周运动，一般称其为变
桨机构轴承。 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轴承在轴承座内
游离间隙变大和轴承滚道及圆柱滚子磨损等问题，若
不及时检修维护，易造成变桨轴承定位锁片断裂，变桨
轴承卡死后液压油缸活塞杆在液压缸内旋转。 活塞杆
本来只进行直线运动，活塞杆旋转后造成油缸内密封
件损坏，油缸内密封件的碎片随液压油进入液压油阀
体和管路，引起液压阀特别是比例换向阀工作错误，变
桨系统就会出现故障，在高风速时，若比例换向阀被密
封件碎片卡住后，风机控制系统检测到故障，即控制风
机紧急停机，高速刹车动作，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高速
摩擦时产生火花，曾有风电机组因此类故障引发火灾
事故。

2．2　变桨机构故障
三个叶片在运行过程中，因离心力、轴向推力、扭

力等因素对接触面的作用力原因，加上高低温环境影
响，变桨滑套与变桨三角架（和三个叶片连接支架）的
接触面出现松动，变桨滑套端部连接处采用法兰盘通
过螺栓连接，在风电机组连续变桨和紧急故障停机时，
承受来自变浆机构本身的重力载荷，离心力载荷、叶片
扭力载荷作用，法兰盘连接螺栓易过力矩疲劳断裂，造
成变桨机构断丝脱轴故障。 螺栓断裂后变桨机构的机
械元件出现多处损坏变形，严重者变桨杆折断，变桨导
向杆折弯，变桨轴承损坏。 故障发生时，风电机组的传
动系统遭受极大的冲击，叶轮在惯性力状态下运转时，
产生周期性振动，严重时齿轮箱轴承和齿轮损伤，曾在
现场发现有一台风机的发电机由于周期振动导致地脚

螺栓松动，发电机移位，高速轴联轴器严重扭曲。 由于
变桨机构结构紧凑，风电机组轮毂空间小，修复工作困
难。 若变桨机构大部件损坏，需要动用大型吊车才能
完成检修工作。 故障点如图 １。

图 1　变桨机构故障点

３　解决问题的关键技术

3．1　检修维护

预防变桨机构故障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定期维
护和预防性检修工作，检查变桨轴承内外密封是否完
好，应无裂纹、气孔和泄漏［３］ 。 调整变桨机构轴承锁
片，使变桨机构轴承与轴承座的游离间隙在合格范围
之内，手动对叶片变桨，检查变桨轴承和叶片轴承是否
有冲击振动现象［４］ 。 检查叶片轴承磨损严重者及时
更换。 定期检查变桨轴承连接螺栓力矩，消除因变桨
轴承机械磨损引起液压油缸活塞杆旋转损坏液压缸、
液压缸内密封材料碎片堵塞电磁阀和比例换向阀，阀
芯堵塞后引起液压变桨故障，高风速条件下风电机组
紧急停机对机组传动系统造成机械损伤。

3．2　改进结构

针对变桨机构断丝脱轴故障，在变桨三角架后面
的变桨滑套上安装一块压板式锁定法兰，将变桨滑套
锁定，此法兰与前端法兰配合将变桨三脚架固定，增强
了变桨三脚架与变桨滑套接触面之间遭受叶片及变桨

机构各种应力的作用。 有效提升了变桨机构的机械连
接强度，使变桨机构结构稳固。 压板式法兰结构如图
２所示。

图 2　压板式法兰结构

４　结　语
对于风电机组液压统一变桨而言，变桨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至关重要，液压变桨系统的变桨轴承和变桨
机械结构出现异常，必将影响风电机组的安全运行，必
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突然故障紧急停机容易对传动系
统造成损伤，还有可能引发设备安全事故。
液压变桨系统由于液压油受污染和环境温度影响

造成的故障较多，风电机组检修维护人员必须做好设
备维护和状态检修工作，变桨轴承是变桨系统的关键
部件之一，在非独立变桨系统中，变桨轴承的润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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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卡涩、损伤将导致推动变桨系统的连杆机构受力不
均，整体机械性能下降，容易发生断杆、扭曲等损伤。
变桨机构断丝脱轴故障经过采用压板式锁紧法兰盘加

固后，变桨机构稳定性加强，提升了液压变桨系统运行
的稳定性。 作者将继续在工作中积累工作经验，致力
于风电机组的检修维护工作，为风电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１］杨校生．风力发电技术与风电场工程［Ｍ］．北京： 化学工

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力发电基础理论［Ｍ］．北

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３］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风力发电场检修维护与运行导则汇编

［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４］董小泊，郭进学．风光电场设备检修维护标准化手册［Ｍ］．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５］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机组检修与维护

［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第二届武汉国际水利水电博览会
暨“２０１８ 水利水电科技创新高端论坛”隆重举行

本刊编辑部

继 ２０１７年首届武汉国际水利水电博览会暨 ２０１７水电科技创新高端论坛成功举办之后，２０１８ 年第二届武汉
国际水利水电博览会暨 ２０１８水电科技创新高端论坛又于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３０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博览会引来国内外数百家企业参展。 其中最大亮点水电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于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３０ 在国博

中心 Ａ馆隆重召开。 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长江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及水电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
计 ５００余人参加论坛，会场座无虚席。
会议由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常晓林教授主持。 广东鸿威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王登云总裁首先致

辞。 与会领导和嘉宾：中国工程院茆智院士、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张野理事长、湖北省科协领导先后讲话，对论
坛的召开表示祝贺。
接下来论坛进入学术报告阶段。 首先，由中国工程院王复明院士作主题为枟工程基础设施水灾害防治技术

的发展与“工程医院”平台建设枠的学术报告，他从自然灾害防治、渗漏涌水防治技术、工程应用、隐蔽病害诊疗技
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防水技术、工程医院建设进展等六个方面作了精湛的报告。 第二位报告人由长江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杨启贵工程设计大师作主题为枟跨流域调水工程与隧洞关键技术枠的学术报告，他从北方
资源性缺水、南方工程性缺水、明渠调水与盾构隧洞、洞系调水与深埋隧洞等四个方面作了翔实的报告。 第三位
报告人由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教授就枟水电在我国能源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枠作精彩演讲。 三
位专家的报告聚焦水利水电行业的热点问题，分享最新技术理念，探寻水利水电行业发展新趋势，展示了改革开
放 ４０年来中国水利水电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了新时代水利水电科技创新的发展。
三场学术报告引起与会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教师、学生的好评并报以阵阵掌声。 最后常晓林理事长宣布

２０１８水利水电科技创新论坛顺利完成各项议题，圆满结束。
此次水利水电科技创新论坛组织精心、筹备周密，开得隆重、紧凑、务实、高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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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生物质发电本不该遇到的“生死劫”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７ 日，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三部门共同
编制完成的枟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枠 （以下简称
枟报告枠）在北京新鲜出炉，枟报告枠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未列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目录的补助资金和未

发放补助资金共约 １４３．６４亿元，未纳入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资金支持目录的项目的总装机规模已达 １２２．８
万 ｋＷ，约占生物质发电装机的 ８％。
近十五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由 ２００３ 年

的 １５０ 万 ｋＷ 发展到 ２０１７ 年的近 １ ５００ 万 ｋＷ，截止
２０１７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 １ ４７５．７７
万 ｋＷ。 这意味着生物质行业发展十分之快速。 而生
物质发电在承担了环保及民生等社会责任的同时，正
在面临逐年上升的成本压力、严苛的环保要求等问题。
在风电和光伏电价政策逐步收紧的形势下，生物质发
电电价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引起了行业、相关主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
原料成本高达 ７０％补贴是否到位已成“生死劫”
众所周知，生物质发电包括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

焚烧发电、沼气发电，无论哪一种发电形式，首当其冲
处理的是垃圾、废弃物，对于生物质发电来说这是刚性
需求，可以说，生物质发电具有环保属性；其次，农林生
物质发电承担民用供热，生物质发电也具有民生属性。
另外，生物质发电有别于风电、光伏行业，生物质发电
行业大多为民营企业，且农林生物质发电存在高额的
燃料收购成本，抗金融风险能力不及风电、光伏产业。
所以，生物质发电行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尽管生
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仅占 ２％，但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表现的愈发重要。
基于生物质发电的环保属性、民生属性，生物质发

电行业呼吁维持电价补贴，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
亡”。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宝荣认
为：“生物质发电行业属于重资产，投资大，利润薄，投
资回收期比较长，对于农林生物质发电来说，收储原料

（秸秆）成本占整个项目运营成本 ７０％，原料不断涨
价，成本随之上调。 若不能及时发放补贴，对企业的经
济效益、生存都非常大。 风电、光伏补贴退坡机制已成
大趋所示，生物质发电行业不应该受风电、光伏电价退
坡机制的影响而影响，未来应建立一个生物质发电项
目专项电价补贴目录。”
生物质发电可借鉴枟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枠的

激励政策模式，建立生物质发电项目专项电价补贴目
录，通过单独列出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目录，明确生物
质发电项目补贴的优先性，明确生物质发电项目专项
电价补贴目录的发布周期，考虑到农林生物质发电项
目燃料收购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建议专项电价补贴
目录一年发布一次，及时发放补贴资金。
补贴与标准结合进一步规范生物质发电排放

环保排放标准的问题是摆在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另

一棘手问题。 随着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面临的
压力也随之增大，生物质发电行业正不遗余力的加紧
解决。
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来说，去年年初，环境保护部组

织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开展“装、树、联”工作，全面提
升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环境管理整体水平，这对于规
范垃圾焚烧发电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对于建的较
早的企业运用循环流化床技术，这部分企业在环保方
面排放不达标，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产生
邻避效应较凸显。 这就需要企业守法、合规去经营；另
外，需要加强行业监管力度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农林生物质发电依然是参照用煤的排放标准，而

且要求超低排放。 本身农林生物质发电含硫低，现在
要求超低排放标准，这样生物质的成本会很高，所以，
以煤的排放标准去衡量生物质的排放标准是非常不合

理的。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能源评估部徐海红

曾在 ２０１８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行业创新与发展高峰
论坛上认为：“现在的标准都是分成阶段的，不可以一
刀切的，可以分区域、分情况来制定，对于京津冀地区
可能要制定相对严格的标准，对于西南、西北地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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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对宽松。”
生物质热电联产或将成为主流

生物质是唯一一种可以产生多种能源产品的能源

物质，生物质可以发电、供热、供气，即便如此，对于我
们国家来说是不缺电的，国家缺热、缺气。 在此背景
下，去年，十部委印发枟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枠、
国家能源局发改委下发枟可再生能源生物质供热指导
意见枠，其中，生物质能可以直接提供热量的优势发挥
出来，且可以灵活运用，可以替代燃煤锅炉非常好的方
法，解决环保问题，合理布局，提供清洁的热能。
据国家能源局枟关于促进生物质能供热发展的指

导意见枠，到 ２０２０ 年生物质热电联产装机容量超过
１ ２００万 ｋＷ。 ２０１８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枟关于开
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
目建设的通知枠。 “百个城镇”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将形
成 １００个以上生物质热电联产清洁供热为主的县城、
乡镇，以及一批中小工业园区。 示范项目共 １３６ 个，涉
及 ２０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装机容量
３８０万 ｋＷ，年消耗农林废弃物和城镇生活垃圾约
３ ６００万 ｔ。

在此基础上，未来热电联产项目会有所增加，袁宝
荣进一步解释：“生物质能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根据
项目指标完成情况，生物质发电项目（包括垃圾焚烧
发电、农林生物质发电）的数量会增加。 进一步说明，
大的环境政策，宏观政策影响，均倾向于热电联产项
目，所以，热电联产项目的数量将会增加。”
据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统计，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我

国的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共计 １０５ 个，约占项目
总数量的 ３８．９％，总装机容量 ２７３．８１ 万 ｋＷ，约占总
装机容量的 ３９．１％。 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待依托热电
联产改造来提升系统效率，提高生物质发电的技术经
济性，以达到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物质发电想要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发展，枟报

告枠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生物质发电支持政策和管理
办法，从电价补贴、项目管理、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激励
等方面进行改进。

（来源，生物质能源圈，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０）

●关于 ２０１９年光伏指标的 ７大猜想

随着年底的临近，关于光伏的各项政策也即将陆
续出台，地面指标、分布式指标、标杆电价、光伏扶贫、
领跑者⋯⋯这几个关键词将构成 ２０１９ 年光伏市场的
主旋律。
根据往年政策惯性以及遗留指标，结合“１１· ２”

座谈会流传的信息，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关于 ２０１９ 年

指标方面的几点猜想。
１、２０１９年领跑者的基地申报的相关文件可能于

近期下发，根据去年工作进度来看，第四批领跑者的相
关工作可能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前后完成。 第三批领跑者
有三个奖励名额，共计 １．５ ＧＷ将会下发到 ２０１９ 年；
第四批领跑者预计下发的指标应该也是５ ＧＷ；加上要
求明年“６．３０”前并网的 “超跑者” （技术领跑者）
１．５ ＧＷ，明年的领跑者指标总计在 ８ ＧＷ左右。

２、地面电站指标，根据国家能源之前的规划，２０１９
年地面电站的指标为 １３．１ ＧＷ，但根据国家能源局
枟关于建立光伏电站开发市场环境监测评价体系枠的
要求，部分省份的指标将会根据消纳水平削减一定的
量。 经过削减过后，２０１９年地面电站的指标预计将在
１０ ＧＷ左右。

３、分布式与户用光伏电站指标，根据“１１· ２”会
议参会人士表示，２０１９年带补贴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预
计同 ２０１８年一样，维持在 １０ ＧＷ左右，而户用光伏将
会进行单独管理，其指标规模可能为 ５ ＧＷ左右，总计
分布式光伏的指标可能为 １５ ＧＷ。

４、光伏扶贫指标，根据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光伏扶
贫方面的政策显示，本该近 ５ ＧＷ 的第二批光伏扶贫
指标迟迟未下发。 所以，我们推测其指标将会下发至
２０１９年，其量大约在 ５ ＧＷ左右。

５、个别省份的示范项目指标，以河北省张家口可
再生能源示范项目为例，其要求 ２０１９年并网的光伏指
标约为 １．６５ ＧＷ 左右，后续安排了 １．９５ ＧＷ，所以我
们保守预计示范项目类的光伏指标可能在 ２ ＧＷ 以
上。 （实际应该比 ２ ＧＷ更多，因为以微电网、特高压
为代表的示范项目也必然有光伏的一席之地）

６、无补贴类指标，随着光伏降本增效的提速，补贴
退坡制度已属必然趋势，纵使相关领导表示 ２０２２ 年才
要求补贴退出，但类似“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的开
展已迫在眉睫，２０１８ 年已经出现了东营无补贴光伏电
站示范项目。 加之光伏系统造价的不断降低，一旦满
足企业 ＩＲＲ的特定数值，无补贴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也
将具有一定的市场，我们推测这部分指标可能不会低
于 ５ ＧＷ。

７、结语，纵观 ２０１９ 年整个市场的指标构成，保守
估计下，新增量应该在 ４０ ＧＷ左右；乐观情况下，可能
达到 ４５ ～５０ ＧＷ。
以上所言，皆为推测，其具体情况，还有待国家能

源局 １２月的“政策潮”来一锤定音。
（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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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梯调研究思路探讨 赵云发，刘志武（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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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耿清华（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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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顶层围岩松弛圈分析与预测

张　帅，刘　强（１０．１）⋯⋯⋯⋯⋯⋯⋯⋯⋯⋯⋯

水轮发电机负荷过调节对策

廖慧敏，谢　辉，范　峰（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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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潮汐能发电的研究与发展

刘邦凡，栗俊杰，王玲玉（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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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房沟水电站厂房开挖围岩破坏效应研究

张　帅，蔡　波（１１．７）
⋯⋯⋯⋯

⋯⋯⋯⋯⋯⋯⋯⋯⋯⋯⋯

大型风电场无功补偿装置经济运行研究

潘　露，高鹏飞，李笑怡（１２．１）
⋯⋯⋯⋯⋯

⋯⋯⋯⋯⋯⋯⋯

风光新能源场站运维管理模式初探

张继平（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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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溪河水电站库首右岸四围坪河间地块岩溶渗漏分析

陈春雷（１２．１０）⋯⋯⋯⋯⋯⋯⋯⋯⋯⋯⋯⋯⋯⋯

□水电建设□

永圣渡槽矩形槽身混凝土预制施工方法

张士菊，郑　国，陈崇德（１．１０）
⋯⋯⋯⋯⋯

⋯⋯⋯⋯⋯⋯⋯

软弱破碎岩质围堰加固方案优化设计

魏　东，肖　明（１．１４）
⋯⋯⋯⋯⋯⋯

⋯⋯⋯⋯⋯⋯⋯⋯⋯⋯⋯

技术经济视角下的智能化水电站构想

黄福强，张辉，杨帆，张攀，赵本成（１．１８）
⋯⋯⋯⋯⋯⋯

⋯⋯⋯

南欧江七级水电站调节保证计算浅析

邹茂娟，江晓林（１．２２）
⋯⋯⋯⋯⋯⋯

⋯⋯⋯⋯⋯⋯⋯⋯⋯⋯⋯

白鹤滩缆机群高低线协同控制系统应用

王树强，吉沙日夫，罗荣海，陈志宇（１．２６）
⋯⋯⋯⋯⋯

⋯⋯⋯

大型混流式机组主轴中心补气管结构优化研究

周玉国，陶吉全，江晓林（２．１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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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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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聪，王　熙，江　涛，李　玲（２．２１）
⋯⋯⋯⋯⋯⋯

⋯⋯⋯⋯

黄口堰水库过溢洪道渡槽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

李治中（２．２６）
⋯⋯

⋯⋯⋯⋯⋯⋯⋯⋯⋯⋯⋯⋯⋯⋯

巨型水电站机组辅助设备自动控制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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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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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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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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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东（３．３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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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 姜广义（３．３８）⋯⋯⋯⋯⋯⋯⋯⋯⋯⋯⋯⋯

运用 ＱＣ方法提高洪水风险图编制效率
林定元，付成兵，刘世全（３．４４）

⋯⋯⋯⋯⋯

⋯⋯⋯⋯⋯⋯⋯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中暴雨洪水计算问题探讨

陈思翌，景晓菊（４．１３）
⋯⋯⋯

⋯⋯⋯⋯⋯⋯⋯⋯⋯⋯⋯

柬埔寨桑河水电站长土坝施工技术

李风标（４．１７）
⋯⋯⋯⋯⋯⋯⋯

⋯⋯⋯⋯⋯⋯⋯⋯⋯⋯⋯⋯⋯⋯

水轮发电机定子铁心磁化试验准确性探讨

韩　波，陈　涛（４．２１）
⋯⋯⋯⋯

⋯⋯⋯⋯⋯⋯⋯⋯⋯⋯⋯

乌东德水电站导流洞不良地质段支护时机研究

姚品品，郎九莉，李　华，陈东方（４．２６）
⋯⋯

⋯⋯⋯⋯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施工供电规划设计简介

李　莎，吴　超（４．３１）
⋯⋯⋯

⋯⋯⋯⋯⋯⋯⋯⋯⋯⋯⋯

智能工具柜在流域机组检修中的应用探索

江　旭（４．３６）
⋯⋯⋯⋯

⋯⋯⋯⋯⋯⋯⋯⋯⋯⋯⋯⋯⋯⋯

南欧江 ６级水电站导流洞布置设计优化
鲁德标（５．１１）
⋯⋯⋯⋯⋯

⋯⋯⋯⋯⋯⋯⋯⋯⋯⋯⋯⋯⋯⋯

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钢模台车模板三维有限元分析

严沾谋，谭守林，杨清华（５．１６）⋯⋯⋯⋯⋯⋯⋯

基于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的大型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分析
喻文振，吴小伟，罗立哲（５．２０）⋯⋯⋯⋯⋯⋯⋯⋯⋯

１ ２００ ｔ矩形加肋预制渡槽施工蒸养方案设计
王光辉，王俊茹（５．２３）

⋯⋯⋯

⋯⋯⋯⋯⋯⋯⋯⋯⋯⋯⋯

江坪河水电站砂石骨料加工系统优化改造

刘　勇（５．２７）
⋯⋯⋯⋯

⋯⋯⋯⋯⋯⋯⋯⋯⋯⋯⋯⋯⋯⋯

白鹤滩水电站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变形特性分析

上官瑾（５．３１）⋯⋯⋯⋯⋯⋯⋯⋯⋯⋯⋯⋯⋯⋯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骨料运输专用公路路基施工方案选

择 范宏伟，余　维，周建忠，王嘉武（５．３６）⋯⋯⋯⋯

寨蒿河河道治理工程防洪堤设计计算

周　江，姜应红，潘　震（５．４１）
⋯⋯⋯⋯⋯⋯

⋯⋯⋯⋯⋯⋯⋯

地面式明钢管设计方法的比较研究

程少逸，于金弘，石长征（６．１０）
⋯⋯⋯⋯⋯⋯⋯

⋯⋯⋯⋯⋯⋯⋯

乌东德水电站对外交通锅圈岩隧道工程与边坡治理技

术创新

宛良朋，王义锋，魏　然，刘　科，潘洪月（６．１５）
⋯⋯⋯⋯⋯⋯⋯⋯⋯⋯⋯⋯⋯⋯⋯⋯⋯⋯⋯

基于粗糙集与支持向量机的混凝土坝施工温度过程预

测 蔡小莹，金　飞（６．２０）⋯⋯⋯⋯⋯⋯⋯⋯⋯⋯⋯

大数据技术在水电站地下厂房通风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 陈　鹏，王杰飞（６．２５）⋯⋯⋯⋯⋯⋯⋯⋯⋯⋯

三鸦寺湖流域洪水灾害防治 胡亚子（６．２９）⋯⋯⋯⋯

广安市前锋区山洪灾害防治调查及分析评价研究

徐　翔，赵勋攀，赵　杰（６．３３）
⋯

⋯⋯⋯⋯⋯⋯⋯

水布垭电厂 １０ ｋＶ厂用电电源点开关可靠性分析
李　程（６．３８）

⋯

⋯⋯⋯⋯⋯⋯⋯⋯⋯⋯⋯⋯⋯⋯

葛洲坝某型机组定子绕组端部电晕处理分析

欧阳睆（６．４１）
⋯⋯⋯

⋯⋯⋯⋯⋯⋯⋯⋯⋯⋯⋯⋯⋯⋯

松花江干流梯级航电枢纽工程建设的必要性探讨

谢永刚，洪万义，王思聪（７．１０）
⋯

⋯⋯⋯⋯⋯⋯⋯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结构动力响应分析

郭冬云，胡林江，伍鹤皋（７．１３）
⋯⋯

⋯⋯⋯⋯⋯⋯⋯

基于 ＡＮＳＹＳ的悬挂励磁机转子结构可靠性分析
夏　黎，张金华（７．１９）

⋯⋯

⋯⋯⋯⋯⋯⋯⋯⋯⋯⋯⋯

水电站库岸边坡古滑坡体复活区稳定分析及涌浪预测

黄兴喜（７．２３）⋯⋯⋯⋯⋯⋯⋯⋯⋯⋯⋯⋯⋯⋯

千丈岩水电站拱坝坝肩抗滑稳定复核分析

王立军（７．２８）
⋯⋯⋯⋯

⋯⋯⋯⋯⋯⋯⋯⋯⋯⋯⋯⋯⋯⋯

ＧＶＰＩ定子线棒稳态热应力分析
张金华，夏　黎，彭　涵，陈永庚（７．３２）

⋯⋯⋯⋯⋯⋯⋯⋯⋯

⋯⋯⋯⋯

基于 ＳＶＤ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去噪方法研究
刘　东，王　昕，黄建荧，彭利鸿，肖志怀（７．３８）

⋯⋯⋯

水轮发电机转子支架优化设计分析

黎　甜，付小中（８．１２）
⋯⋯⋯⋯⋯⋯⋯

⋯⋯⋯⋯⋯⋯⋯⋯⋯⋯⋯

近年来水布垭水电站调度控制情况分析与探讨

刘　巍（８．１６）
⋯⋯

⋯⋯⋯⋯⋯⋯⋯⋯⋯⋯⋯⋯⋯⋯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三相整流桥换相过程仿真
罗　腾，陈　环，刘喜泉（８．２０）

⋯⋯⋯⋯⋯

⋯⋯⋯⋯⋯⋯⋯
２



２０１８ 总　目　次

基于时域损伤识别的单一类型信号传感器布置优化方

法 裴元义，毕枫桐，朱峰林（８．２４）⋯⋯⋯⋯⋯⋯⋯⋯

一种提高 １０ ｋＶ备自投可靠性的方法
童志祥，骆佳勇，李光耀，郑　伟（８．３０）

⋯⋯⋯⋯⋯⋯

⋯⋯⋯⋯

浅谈溪洛渡电站泄洪洞混凝土过流面维护

董思奇，汪　洋（８．３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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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

⋯⋯⋯⋯⋯⋯⋯⋯

向家坝水电站升船机屋顶网架及屋面工程安装技术

王　鹏，田清伟，滕　飞（９．１５）⋯⋯⋯⋯⋯⋯⋯

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的 ＣＡＤ 图纸基础数据提取与图框批
量自动插入方法 章喻龙（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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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

杨房沟水电站大江截流设计与施工

蒋胜祥（９．２６）
⋯⋯⋯⋯⋯⋯⋯

⋯⋯⋯⋯⋯⋯⋯⋯⋯⋯⋯⋯⋯⋯

老挝南俄 １水电站扩机工程进水口围堰设计研究
齐正斌（９．３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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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双银，申明亮，钟　奇，樊春艳（９．３５）
⋯⋯⋯⋯⋯⋯⋯⋯⋯⋯⋯⋯⋯⋯⋯⋯⋯

⋯⋯⋯⋯

南欧江七级水电站石料源方案比选

贾鸿益，柳智龙（１０．９）
⋯⋯⋯⋯⋯⋯⋯

⋯⋯⋯⋯⋯⋯⋯⋯⋯⋯⋯

乌东德水电站导流洞极薄～薄层岩体垮塌洞段支护回
填方式探讨 李　华， 姚品品， 王若愚（１０．１５）⋯⋯⋯

向家坝升船机下闸首工作闸门安装技术

王　鹏，金海军，孙文才，秦　武（１０．２１）
⋯⋯⋯⋯⋯

⋯⋯⋯

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系统设计介绍

赵　亮，曹春岩（１０．２６）
⋯⋯⋯⋯⋯⋯⋯

⋯⋯⋯⋯⋯⋯⋯⋯⋯⋯

武夷山市后溪二级水库电站调压井优化设计方案

杨水才，吴中行，孙立平，邱元锋（１０．２９）
⋯

⋯⋯⋯

浅析武夷山市温林二级电站和温林三级径流电站联合

运行方式 杨水才，吴中行，孙立平（１１．１１）⋯⋯⋯⋯

轴流转桨式机组相对效率试验研究

王建兰，戴秋实，尹永珍，万　鹏，曹长冲（１１．１３）
⋯⋯⋯⋯⋯⋯⋯

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联合消落优化控制

夏传明，许银山（１１．１９）
⋯⋯⋯⋯⋯

⋯⋯⋯⋯⋯⋯⋯⋯⋯⋯

溪洛渡库区黄坪村隧道溶洞处理方案浅析

韩　炼，胡　俊，吴雨薇（１１．２４）
⋯⋯⋯⋯

⋯⋯⋯⋯⋯⋯⋯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工程 ２ ×５００ ｋＮ／５０ ｋＮ组合
式门式启闭机设计与应用研究 何仕永（１１．２８）⋯⋯

浅析地质条件对凤凰寨隧洞爆破的影响

袁振平，张　乾，黄定强（１２．１５）
⋯⋯⋯⋯⋯

⋯⋯⋯⋯⋯⋯⋯

基于含多种约束仿水循环算法的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

吴智丁（１２．２０）⋯⋯⋯⋯⋯⋯⋯⋯⋯⋯⋯⋯⋯⋯

大型水电站励磁控制系统 ＰＳＳ参数试验与优化
石发太，檀晓龙，邓兆鹏，薛万军（１２．２６）

⋯⋯

⋯⋯⋯

一次基于特高频法的 ＧＩＳ局部放电故障定位及处理
徐　铬，冉应兵，刘谦驰，贾敬礼，王基发，赵高利（１２．３１）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向电力生产过渡期安

全管理浅析 董　超，赵　磊，毛　婵（１２．３６）⋯⋯⋯

□水电管理□

瀑布沟 ＧＥ机组水导油槽内档油桶密封改造
杨　攀，赵　彬，李　昆（１．３０）

⋯⋯⋯

⋯⋯⋯⋯⋯⋯⋯

一起因励磁涌流导致的主变差动保护动作分析与防范

措施

刘　刚，叶朝俐，邹　毅，陈　哲，张永生（１．３３）
⋯⋯⋯⋯⋯⋯⋯⋯⋯⋯⋯⋯⋯⋯⋯⋯⋯⋯⋯⋯

转桨式水轮机调速系统节水增效控制方法研究

庄瑞玉，陈启明，彭礼平，张　强（１．３８）
⋯⋯

⋯⋯⋯⋯

浅析长江电力通信部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张学建（１．４１）
⋯⋯⋯⋯

⋯⋯⋯⋯⋯⋯⋯⋯⋯⋯⋯⋯⋯⋯

衬砌混凝土裂缝的预防和修补方法

杜文武（１．４４）
⋯⋯⋯⋯⋯⋯⋯

⋯⋯⋯⋯⋯⋯⋯⋯⋯⋯⋯⋯⋯⋯

巨型水轮发电机组技术供水取水方式经济性分析和探

讨 汪　林，田源泉，李妮婷（１．４７）⋯⋯⋯⋯⋯⋯⋯⋯

溪洛渡水电站离心泵电机温度偏高原因浅析

马跃远，胡梦男（１．５１）
⋯⋯⋯

⋯⋯⋯⋯⋯⋯⋯⋯⋯⋯⋯

晶闸管整流装置过电压分析及保护的配置

陈小明，谢燕军，刘喜泉（１．５３）
⋯⋯⋯⋯

⋯⋯⋯⋯⋯⋯⋯

一种发电机电压调差率的现场试验方法

马作甫，陈小明，赵锦美，高　冲（１．５８）
⋯⋯⋯⋯⋯

⋯⋯⋯⋯

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励磁系统的研究及应用

史玉华，散齐国，周霖轩，王　静（１．６１）
⋯⋯

⋯⋯⋯⋯

一例主变冲击试验合闸导致 ５００ ｋＶ 线路跳闸的动作
分析 李建清（２．４５）⋯⋯⋯⋯⋯⋯⋯⋯⋯⋯⋯⋯⋯⋯

瀑布沟 ５００ ｋＶ变压器出现痕量乙炔的探讨与处理
张　刚，陈伟林，李　超，李晓飞（２．４７）

⋯

⋯⋯⋯⋯

水电机组状态诊断预警系统在枕头坝一级水电站的应

用 田若朝，周　萍（２．５０）⋯⋯⋯⋯⋯⋯⋯⋯⋯⋯⋯

基于故障树法分析 ＣＶＴ电磁单元绝缘不合格故障
冉应兵，赵　鲲，张　昆，关苏敏（２．５４）

⋯

⋯⋯⋯⋯
３



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８

水电站应用导管法水下浇筑不分散混凝土的实例

覃林涛（２．５８）
⋯

⋯⋯⋯⋯⋯⋯⋯⋯⋯⋯⋯⋯⋯⋯

机组缸盖与转轮体连接螺栓拉伸值影响因素分析

杨　杰（２．６３）
⋯

⋯⋯⋯⋯⋯⋯⋯⋯⋯⋯⋯⋯⋯⋯

新时期国有企业基层一线办公室公务接待管理工作探

讨———以中国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为例
李　华，孟友瑞，龙　芬，龙海燕（２．６５）

⋯⋯⋯⋯

⋯⋯⋯⋯

某电站 ３５ ｋＶ ＰＴ熔断器异常熔断影响因素及抑制措
施探讨 张爱东，苏小雪，周　平（３．４９）⋯⋯⋯⋯⋯⋯

官地水电站 ２２０ Ｖ直流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应用
郭守峰（３０５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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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华，郭李鹏，王若愚（３．５６）
⋯⋯⋯

⋯⋯⋯⋯⋯⋯⋯

水布垭电厂泄洪期间厂内外排水系统运行分析

张应强，李　程（３．６０）
⋯⋯

⋯⋯⋯⋯⋯⋯⋯⋯⋯⋯⋯

浅析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档案归档工作———以白莲河抽
水蓄能电站为例 郭莲娜（３．６５）⋯⋯⋯⋯⋯⋯⋯⋯⋯

泄洪闸应急控制系统在枕头坝水电站的应用

靳　帅，李建清（３．６８）
⋯⋯⋯

⋯⋯⋯⋯⋯⋯⋯⋯⋯⋯⋯

水轮机导水机构套筒故障拆卸工艺探讨

刘　凯，夏秋于，何　佳（３．７２）
⋯⋯⋯⋯⋯

⋯⋯⋯⋯⋯⋯⋯

新形势下巨型水电工程建筑市场管理的探索与实

践———以白鹤滩水电站为例
余　维，黄义根（４．３９）
⋯⋯⋯⋯⋯⋯⋯⋯⋯⋯

⋯⋯⋯⋯⋯⋯⋯⋯⋯⋯⋯

浅谈计量标准实验室智能化管理

谢鹏赓，梁　晶，于保爱，常　畅，杨　春（４．４２）
⋯⋯⋯⋯⋯⋯⋯⋯

清江库坝中心成立历程及现状思考

袁　泉（４．４４）
⋯⋯⋯⋯⋯⋯⋯

⋯⋯⋯⋯⋯⋯⋯⋯⋯⋯⋯⋯⋯⋯

柬埔寨达岱水电站导轴承摆度大问题分析及处理

张晋境，胡钦波，杜金昌，田　妮（４．４７）
⋯

⋯⋯⋯⋯

广西长洲水电厂水轮发电机转子检修处理及防控

邓　佶（４．５０）
⋯

⋯⋯⋯⋯⋯⋯⋯⋯⋯⋯⋯⋯⋯⋯

化学灌浆和柔性防渗技术在水电站大坝水下修补中的

实践 覃林涛，冯雄彪，张国辉（４．５３）⋯⋯⋯⋯⋯⋯⋯

混凝土缺陷水下修复技术在枕头坝一级水电站的应用

熊　玺，周林勇（４．５６）⋯⋯⋯⋯⋯⋯⋯⋯⋯⋯⋯

一例励磁系统功率柜故障的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

靳　帅（４．５９）
⋯

⋯⋯⋯⋯⋯⋯⋯⋯⋯⋯⋯⋯⋯⋯

基于改进鱼骨法和加权有向图法的电气设备管理评估

高　凡，雷挺宇，邹高增，冯　旭（４．６４）⋯⋯⋯⋯

航电枢纽船闸人字门振动原型测试及数值研究

何文娟，王朝晖，宋一乐，曾又林（５．４５）
⋯⋯

⋯⋯⋯⋯

隔河岩电厂机组功率异常波动的分析与处理

吴　凡（５．４９）
⋯⋯⋯

⋯⋯⋯⋯⋯⋯⋯⋯⋯⋯⋯⋯⋯⋯

水轮机水导油循环系统优化

谢　斐，郭　勇，姚文俊，李　权（５．５４）
⋯⋯⋯⋯⋯⋯⋯⋯⋯⋯

⋯⋯⋯⋯

高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选择计算

张晋境，江　旭，傅　超（５．５８）
⋯⋯⋯⋯⋯⋯⋯⋯

⋯⋯⋯⋯⋯⋯⋯

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面板局部破损处理措施建议

许　鑫，苏仁庚，勾仕禧（５．６１）
⋯⋯

⋯⋯⋯⋯⋯⋯⋯

水布垭电厂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升高座法兰螺栓温度

过热分析及处理 胡　昊，吴淞潾，魏兴波（５．６６）⋯⋯

高坝洲电站机组冷却水流量频繁越限报警分析

董　峰（５．６８）
⋯⋯

⋯⋯⋯⋯⋯⋯⋯⋯⋯⋯⋯⋯⋯⋯

浅析水电工程货物招标的评标办法及实例

杨娟丽（５．７２）
⋯⋯⋯⋯

⋯⋯⋯⋯⋯⋯⋯⋯⋯⋯⋯⋯⋯⋯

抽水蓄能电站主变低压侧零序电压保护误动处理与分

析

方书博，娄彦芳，刘鹏龙，陈旭东，陈昌山（６．４４）
⋯⋯⋯⋯⋯⋯⋯⋯⋯⋯⋯⋯⋯⋯⋯⋯⋯⋯⋯⋯⋯

三里坪水电站下导轴承内甩油及瓦温偏高处理

黄群宇（６．４８）
⋯⋯

⋯⋯⋯⋯⋯⋯⋯⋯⋯⋯⋯⋯⋯⋯

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磁极匝间短路故障分析与诊断

杨新志，李俊红，李　伟（６．５１）⋯⋯⋯⋯⋯⋯⋯

注入式定子接地保护补偿参数测定新方法

侯小虎，封孝松，闫海峰，龚林平（６．５５）
⋯⋯⋯⋯

⋯⋯⋯⋯

从业主角度浅述水电工程变更管理特点及控制要点

洪彰华，铁朝虎，左亚西，党超军，黄　香（６．５９）
互联网＋水电企业一线班组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吴　凡（６．６３）
⋯⋯

⋯⋯⋯⋯⋯⋯⋯⋯⋯⋯⋯⋯⋯⋯

浅谈溪洛渡电厂安全管理工作的经验

董万里，陈　鹏，侯春尧（６．６７）
⋯⋯⋯⋯⋯⋯

⋯⋯⋯⋯⋯⋯⋯

国际 ＥＰＣ水电站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实施研究
李　琳（７．４４）

⋯⋯⋯

⋯⋯⋯⋯⋯⋯⋯⋯⋯⋯⋯⋯⋯⋯

输水隧洞粘贴碳纤维布加固效用的有限元分析

杜　崧，秦　敢，杨　帆（７．４７）
⋯⋯

⋯⋯⋯⋯⋯⋯⋯

溪洛渡水电站过机泥沙与水质初步监测分析

姬升阳，孙茂军（７．５１）
⋯⋯⋯

⋯⋯⋯⋯⋯⋯⋯⋯⋯⋯⋯

柬埔寨达岱水电站盘车装置改造

张晋境，杜金昌，熊佳进，刘　汶（７．５９）
⋯⋯⋯⋯⋯⋯⋯⋯

⋯⋯⋯⋯

沙溪口大坝溢流面表面缺陷检测与分析

汪源彬，姜振翔，黄剑文（７．６３）
⋯⋯⋯⋯⋯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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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寺大坝坝基扬压力监测资料分析

范德教，敖圣锋，张正良（７．６７）
⋯⋯⋯⋯⋯⋯

⋯⋯⋯⋯⋯⋯⋯

基于空气源热泵的热水机组在水布垭电厂生活基地的

应用 孙　伟（８．３９）⋯⋯⋯⋯⋯⋯⋯⋯⋯⋯⋯⋯⋯⋯

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及二次安防系统建设

吴　凡（８．４４）
⋯⋯⋯

⋯⋯⋯⋯⋯⋯⋯⋯⋯⋯⋯⋯⋯⋯

基于运行风险管控的某电厂公用直流系统接线设计分

析 李　伟，徐长福，杨新志，杨　鹏（８．５２）⋯⋯⋯⋯

精细化气象信息在水库精准防洪调度上的应用

严敬川，袁喜来，温　岩，张子平（８．５７）
⋯⋯

⋯⋯⋯⋯

液压抓斗在龚嘴水电站的应用

张思洪，冯德强，胡　强（８．６１）
⋯⋯⋯⋯⋯⋯⋯⋯⋯

⋯⋯⋯⋯⋯⋯⋯

探析智能巡检机器人推动水电企业智慧检修新发展

张　强（８．６４）⋯⋯⋯⋯⋯⋯⋯⋯⋯⋯⋯⋯⋯⋯

某大型水电站发电机两起定子一点接地故障分析

肖启露（８．６７）
⋯

⋯⋯⋯⋯⋯⋯⋯⋯⋯⋯⋯⋯⋯⋯

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可行性研究分析

耿清华（９．４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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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品品，王若愚（９．４４）
⋯⋯⋯⋯⋯⋯⋯⋯⋯⋯

⋯⋯⋯⋯⋯⋯⋯

龚嘴水电站 ３号机组改造后稳定性综合分析
李　东（９．４８）

⋯⋯⋯

⋯⋯⋯⋯⋯⋯⋯⋯⋯⋯⋯⋯⋯⋯

浅析锦屏一级进水口闸门动水落门试验

王文超，杨华秋（９．５３）
⋯⋯⋯⋯⋯

⋯⋯⋯⋯⋯⋯⋯⋯⋯⋯⋯

大岗山水电站 ２Ｆ机组接力器自动锁锭发卡处理
廖家富（９．５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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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０）⋯⋯⋯

浅谈变压器直阻测量后消磁的必要性

黄泰山，吕晓勇，洪　心（９．６４）
⋯⋯⋯⋯⋯⋯

⋯⋯⋯⋯⋯⋯⋯

长引水隧洞机组运行方式限制因素分析与解决措施

王　伟，胡晨贺，邓兆鹏，王　伦（９．６７）⋯⋯⋯⋯

浅谈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水电厂建设

耿清华（１０．３３）
⋯⋯⋯⋯⋯⋯⋯

⋯⋯⋯⋯⋯⋯⋯⋯⋯⋯⋯⋯⋯⋯

水电站水轮机导叶漏水流量测算与应用

杨黎明，杜雄春（１０．３６）
⋯⋯⋯⋯⋯

⋯⋯⋯⋯⋯⋯⋯⋯⋯⋯

发电机出口断路器灭弧室解体检修过程与探讨

毛业栋，吉彦兵，李　冲（１０．４３）
⋯⋯

⋯⋯⋯⋯⋯⋯⋯

龚嘴水电站非标准液压活塞缸油封安装调整探讨

沈洪涛，李　东，冯德强，罗　义（１０．４６）
⋯

⋯⋯⋯

激光位移传感器在卧式机组测量轴向位移中的应用

韩　翀（１０．４９）⋯⋯⋯⋯⋯⋯⋯⋯⋯⋯⋯⋯⋯⋯

大岗山水电站水轮机转轮叶片裂纹分析及处理

廖家富（１０．５１）
⋯⋯

⋯⋯⋯⋯⋯⋯⋯⋯⋯⋯⋯⋯⋯⋯

水轮机活动导叶设备更新改造与装配工艺处理

张胜强（１０．５６）
⋯⋯

⋯⋯⋯⋯⋯⋯⋯⋯⋯⋯⋯⋯⋯⋯

ＨＬＧ２水电站循环技术供水系统设计探析
时志能（１０．５８）

⋯⋯⋯⋯

⋯⋯⋯⋯⋯⋯⋯⋯⋯⋯⋯⋯⋯⋯

电压并列及切换装置原理与 ＰＴ常见故障
张　勇，肖启露（１０．６１）

⋯⋯⋯⋯

⋯⋯⋯⋯⋯⋯⋯⋯⋯⋯

基坑 ＳＭＷ支护结构稳定及承载力计算分析
周炜波，肖　虎，黄艳艳（１０．６５）

⋯⋯⋯

⋯⋯⋯⋯⋯⋯⋯

晒谷坪水电站 ６ ｋＶ系统运行方式优化分析
唐楚杰，熊　凯（１０．６９）

⋯⋯⋯⋯

⋯⋯⋯⋯⋯⋯⋯⋯⋯⋯

湖北省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状及改进探讨

向亚红，张　峰，董时波，邓念武（１１．３２）
⋯

⋯⋯⋯

葛洲坝电站机组事故配压阀误动原因分析及处理

吴定平，周峰峰，艾　斐，王庆书，张官祥（１１．３５）
⋯

溪洛渡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管道水锤特性分析

马跃远，胡梦男，吴　磊（１１．３９）
⋯⋯

⋯⋯⋯⋯⋯⋯⋯

一种发电机定子绕组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快速查找方

法 李俊红，王京国，杨新志（１１．４２）⋯⋯⋯⋯⋯⋯⋯

水电站安全管理中如何通过安全月活动提高员工安全

意识 赵　冉（１２．３９）⋯⋯⋯⋯⋯⋯⋯⋯⋯⋯⋯⋯⋯

水电厂 ５００ ｋＶ ＰＴ谐振问题分析及处理方法研究
董　德（１２．４１）

⋯

⋯⋯⋯⋯⋯⋯⋯⋯⋯⋯⋯⋯⋯⋯

机组出口单相分支小母线故障分析研究

邹伦森，李洪成（１２．４６）
⋯⋯⋯⋯⋯

⋯⋯⋯⋯⋯⋯⋯⋯⋯⋯

某电站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端部电晕分析及处理

李燕敏，刘绍勇（１２．５０）
⋯

⋯⋯⋯⋯⋯⋯⋯⋯⋯⋯

关于铜街子电站溢洪门液压油缸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

的探讨 张思洪，邓　杨，何明剑（１２．５３）⋯⋯⋯⋯⋯

ＳＪ－９０００水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在乌金峡水电站中
的应用 韩　翀（１２．５５）⋯⋯⋯⋯⋯⋯⋯⋯⋯⋯⋯⋯

基于智能信息流的电站运维服务系统研究与应用

刘海滨，邱雪俊，陈　超，曹　杰（１２．６０）
⋯

⋯⋯⋯

关于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增压泵机械密封

损坏原因分析及处理 何兆品，刘　程（１２．６３）⋯⋯⋯

水电站检修项目管理与智慧检修在深溪沟电站的应用

探究 杨建林（１２．６５）⋯⋯⋯⋯⋯⋯⋯⋯⋯⋯⋯⋯⋯

□水闸安全监控专栏□

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基本研究思路

程德虎，何金平，廖文来，敖圣锋（１１．４５）
⋯⋯⋯⋯⋯⋯⋯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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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ＯＴ模型的软基水闸预警指标研究
何金平，吴皓源，唐贤琪，杨海云（１１．４９）

⋯⋯⋯⋯⋯

⋯⋯⋯

水闸安全监测体系的基本构架

李绍文，王伟章，张　成，何金平（１１．５３）
⋯⋯⋯⋯⋯⋯⋯⋯⋯

⋯⋯⋯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水闸多测点预警模型

施玉群，韩子龙，杨海云，何金平（１１．５７）
⋯⋯⋯⋯⋯

⋯⋯⋯

基于分类修正的水闸健康诊断证据融合模型研究

敖圣峰，何金平（１１．６２）
⋯

⋯⋯⋯⋯⋯⋯⋯⋯⋯⋯

□新能源及环境保护□

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探讨———以白鹤滩水电站为例
陈　洋，王　玮，罗龙海，张俊鹏，刘　欢（１．６８）

⋯⋯⋯⋯⋯⋯

城市生活垃圾生化处理与热处理协同应用构想

李　畅，田新民（１．７２）
⋯⋯

⋯⋯⋯⋯⋯⋯⋯⋯⋯⋯⋯

大型水电站施工期环境保护与管理———以白鹤滩水电
站为例 罗龙海，王　玮，陈　洋（２．７０）⋯⋯⋯⋯⋯⋯

城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综述

王甘霖，姜　胜，仇晨光，黄　娜（２．７５）
⋯⋯⋯⋯⋯⋯⋯⋯⋯⋯

⋯⋯⋯⋯

高关水库“２０１６．７．１９”洪水调度探析
熊安武，胡金林（３．７５）

⋯⋯⋯⋯⋯⋯

⋯⋯⋯⋯⋯⋯⋯⋯⋯⋯⋯

浅谈某水利工程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

刘丽娟（４．６９）
⋯⋯⋯⋯⋯⋯

⋯⋯⋯⋯⋯⋯⋯⋯⋯⋯⋯⋯⋯⋯

浙江省高山风电项目开发难点及应对措施

高　峰，杜伟安，郑　海，吴阳阳（４．７３）
⋯⋯⋯⋯

⋯⋯⋯⋯

利川与齐岳山风电场冬季叶片覆冰应对策略分析

严敬川，郭朝晖，牟　令（４．７５）
⋯

⋯⋯⋯⋯⋯⋯⋯

离线过滤器对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影响的研究

刘　漫，何　君，陈　平，赖红宇，陈碧雨（５．７６）
⋯⋯

系泊系统对海上浮式风机运动响应的影响分析

金　飞，蔡小莹，裴元义（６．７０）
⋯⋯

⋯⋯⋯⋯⋯⋯⋯

国内外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郑　海，杜伟安，李阳春，高　峰，阳　阳（６．７５）
⋯⋯⋯⋯⋯⋯⋯⋯⋯⋯⋯

风机叶片损坏分析及修复方法

吴光军，吴鸣寰，罗浩然（７．７２）
⋯⋯⋯⋯⋯⋯⋯⋯⋯

⋯⋯⋯⋯⋯⋯⋯

多向联轴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屈书恒，黄佳晟，李家誉，徐　欢，周子嫣（７．７６）
⋯⋯⋯⋯

垃圾电站卸料门选型分析 王艳鹏（８．７１）⋯⋯⋯⋯⋯

基础环———混凝土梁板式风电基础结构受力特性计算
与分析 毕枫桐，裴元义，金　飞（８．７４）⋯⋯⋯⋯⋯⋯

风电工程海上升压站消防系统优化分析

黄　毅（９．７１）
⋯⋯⋯⋯⋯

⋯⋯⋯⋯⋯⋯⋯⋯⋯⋯⋯⋯⋯⋯

浅析高温环境下风力发电机组选型限制性条件

史嘉贶（９．７５）
⋯⋯

⋯⋯⋯⋯⋯⋯⋯⋯⋯⋯⋯⋯⋯⋯

某陆上风电场风机基础选型及结构安全性分析

朱峰林（１０．７２）
⋯⋯

⋯⋯⋯⋯⋯⋯⋯⋯⋯⋯⋯⋯⋯⋯

提高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培训质量的建议

李润鑫，魏　博，肖春明（１０．７６）
⋯⋯⋯⋯

⋯⋯⋯⋯⋯⋯⋯

水资源保护现状分析及保护规划研究———以十堰市郧
阳区为例 杨永鹤（１１．６７）⋯⋯⋯⋯⋯⋯⋯⋯⋯⋯⋯

大武口区山洪灾害危险区分析

钟　杨，吴　橙（１１．７１）
⋯⋯⋯⋯⋯⋯⋯⋯⋯

⋯⋯⋯⋯⋯⋯⋯⋯⋯⋯

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控制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分析

孙世辉，王寒涛，凃　洋（１１．７４）
⋯

⋯⋯⋯⋯⋯⋯⋯

ＤＴＰＡ浸提条件下土壤性质对镉浸提效果的影响
邹星莹，黄介生，姜伟成，林忠兵（１２．６８）

⋯

⋯⋯⋯

印度经济展望及新能源市场分析 田　薇（１２．７３）⋯

风电机组液压统一变桨机构问题分析和技改

郉李方，王俊杰，燕振元，才　润，张维龙（１２．７６）
⋯⋯⋯

□信息园地□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１．７９）⋯⋯

敬告读者 （１．３２）⋯⋯⋯⋯⋯⋯⋯⋯⋯⋯⋯⋯⋯⋯⋯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力机械专业委员会召开六

届三次会议暨 ２０１７年学术年会
本刊编辑部（２．７９）

⋯⋯⋯⋯⋯⋯⋯⋯⋯

⋯⋯⋯⋯⋯⋯⋯⋯⋯⋯⋯⋯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２．８０）⋯⋯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３．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４．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５．７９）⋯⋯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６．７８）
⋯⋯

⋯⋯⋯⋯⋯⋯⋯⋯⋯⋯⋯⋯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６．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７．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８．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９．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１０．７９）⋯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１１．７９）⋯

２０１８年第二届武汉国际水利水电博览会暨“２０１８水利
水电科技创新高端论坛”隆重举行

本刊编辑部（１２．７８）
⋯⋯⋯⋯⋯⋯⋯

⋯⋯⋯⋯⋯⋯⋯⋯⋯⋯⋯⋯

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１２．７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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