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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

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包括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

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

压升幅ΔVi1与关键母线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当ΔVi1＞ΔVim，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

压升幅ΔVi2；当ΔVi1＜ΔVim，保持现有预控措

施；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与所述关

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当ΔVi2＞ΔVim，

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当

ΔVi2＜ΔVim，优化安控切机量；比较所述关键母

线i电压升幅ΔVi3与所述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

化值ΔVim；当ΔVi3＞ΔVim，预控关键母线i初始

电压不超过Vim-ΔVi3；当ΔVi3＜ΔVim，优化调整

FACTS装置初始状态。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增加实

际电网的运行空间，适当减小安控切机量，大幅

度提高运行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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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与关键母线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当ΔVi1＞ΔVim，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当ΔVi1<ΔVim，保持现有

预控措施；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与所述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当ΔVi2＞ΔVim，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当ΔVi2<ΔVim，优化安控

切机量；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与所述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当ΔVi3＞ΔVim，预控关键母线i初始电压不超过Vim-ΔVi3；当ΔVi3<ΔVim，优化调整

FACTS装置初始状态；

其中，Vim为电网中电力设备长期运行的电压上限值，i为关键母线序号，i＝1,2,..n；

在步骤：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前还包括：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

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约束故障及其安控切机范围、FACTS装置初始状态及FACTS装置

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

根据所述约束故障、最小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断面关键

母线电压升幅ΔVi1；

根据所述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断面关键

母线i电压升幅ΔVi2；

根据所述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计算交流

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

所述现有预控措施为保持所述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不变并采取最小安控切机量；

所述优化安控切机量的过程为：保持所述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不变，采用二分法不断调

整安控切机量，获取满足ΔVi2＝ΔVim的安控切机量优化值；

所述优化调整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过程为：

确定当ΔVi2＞ΔVim的关键母线i，i＝1,2…n；

计算所有FACTS装置无功变化对关键母线i电压变化的灵敏度；

以所有FACTS装置调节容量最小为目标函数，以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不大于允许电压变

化值ΔVim为约束条件，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求解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优化调整结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Vim-Vi0-Δv，i＝1,2…n；

其中，Vim为电网中电力设备长期运行的电压上限值，Vi0为电网中母线正常运行电压上

限，Δv为电压计算裕度，n为交流薄弱断面的关键母线个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投退近区低压电容器及调节近区发电机机端电压预控所述关键母线初始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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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领域，更具体涉及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

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特高压直流的迅猛发展，华中电网复奉、锦苏、宾金等多条世界电压等级

最高的±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已将大量清洁电力送往远方负荷中心，未来西北电网也将

规划建设宁夏灵州-浙江绍兴、甘肃酒泉-湖南衡阳、宁夏上海庙-山东临沂等多回特高压直

流外送工程。然而，由于特高压直流输电容量大，与交流系统交互作用复杂，特高压直流投

运对互联电网的运行特性产生了严重影响。尤其在特高压直流送端系统存在交流薄弱断面

的情况下，由特高压直流闭锁故障带来的大规模功率转移，可能导致部分交流薄弱断面潮

流回退，引起近区母线出现稳态过电压问题。

[0003] 目前调度采用的方法是按照电网允许的功率不平衡量切除机组，运行方式人员通

过大量离线仿真计算给出断面各关键母线的电压预控值，然后由调度运行人员通过调节近

区发电机端电压和无功补偿装置将关键母线电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目前的方法没有考虑

针对系统不同运行方式对安控切机措施以及交流薄弱断面FACTS装置动态无功备用容量进

行优化，安控切机量大，对电网运行电压水平要求高，不利于调度员实际操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综合考

虑系统运行方式、安控措施及FACTS装置动态响应，可增加实际电网的运行空间，适当减小

安控切机量，且大幅度提高运行人员的工作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

措施的优化方法，包括：

[0006] 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

[0007]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与关键母线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0008] 当ΔVi1＞ΔVim，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当ΔVi1＜ΔVim，保

持现有预控措施；

[0009]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与所述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0010] 当ΔVi2＞ΔVim，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当ΔVi2＜ΔVim，优

化安控切机量；

[0011] 比较所述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与所述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0012] 当ΔVi3＞ΔVim，预控关键母线i初始电压不超过Vim-ΔVi3；当ΔVi3＜ΔVim，优化调

整FACTS装置初始状态。

[001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在所述步骤：

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前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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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约束故障及其安控切机范围、

FACTS装置初始状态及FACTS装置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根据所述约束

故障、最小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1。

[0016] 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根

据所述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电

压升幅ΔVi2。

[0017] 本发明提供的再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根

据所述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计算交流薄弱断

面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

[0018] 本发明提供的又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所

述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Vim-Vi0-Δv，i＝1,2…n；

[0019] 其中，Vim为电网中电力设备长期运行的电压上限值，Vi0为电网中母线正常运行电

压上限，Δv为电压计算裕度，n为交流薄弱断面的关键母线个数。

[0020] 本发明提供的又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所

述现有预控措施为保持所述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不变并采取最小安控切机量。

[0021] 本发明提供的又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所

述优化安控切机量的过程为：保持所述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不变，采用二分法不断调整安控

切机量，获取满足ΔVi2＝ΔVim的安控切机量优化值。

[0022] 本发明提供的又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所

述优化调整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过程为：

[0023] 确定当ΔVi2＞ΔVim的关键母线i，i＝1,2…m；

[0024] 计算所有FACTS装置无功变化对关键母线i电压变化的灵敏度；

[0025] 以所有FACTS装置调节容量最小为目标函数，以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不大于允许电

压变化值ΔVim为约束条件，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0026] 求解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优化调整结果。

[0027] 本发明提供的又一优选的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通

过投退近区低压电容器及调节近区发电机机端电压预控所述关键母线初始电压值；

[0028] 和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比，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异效果

[0029] 1、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适用于交流薄弱断面存在FACTS装置的特高压直流送端

系统；

[0030] 2、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充分考虑了系统运行方式、安控切机措施以及FACTS装

置的动态响应特性影响，提出了灵活的优化预控策略；

[0031] 3、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减小了对电网运行电压的限制，可解决事故后交流薄弱

断面母线的稳态过电压问题；

[0032] 4、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减小了特高压直流投运对互联电网的运行特性产生了

严重影响。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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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提供的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法流程

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提供的西北-新疆联网第二通道网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例的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交流薄弱断面稳态过电压预控措施的优化方

法，图2是本实施方法的流程图，具体步骤包括：

[0038] 步骤(1)：确定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i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约束故障及其安控

切机范围、FACTS装置初始状态及其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

[0039] 本实施例中交流薄弱断面为西北-新疆联网第二通道，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选取关

键母线分别为酒泉、河西、鱼卡母线，交流薄弱断面的关键母线个数n＝3，关键母线允许电

压变化值ΔVim＝Vim-Vi0-Δv＝28kV,i＝1,2,…n，i＝1,2…n；其中，Vim取电网中电力设备允

许运行的电压上限值为820kV，Vi0为电网中母线正常运行电压上限为790kV，Δv为电压计算

裕度，一般取2kV；

[0040] 约束故障为导致交流薄弱断面潮流回退最多的直流闭锁故障，本实施例中通过机

电暂态仿真扫描西北电网各直流闭锁故障，仿真结果表明灵州-绍兴直流双极闭锁故障导

致交流薄弱断面潮流回退最多；

[0041] 安控切机范围包括最小安控切机量和最大安控切机量，所述最小安控切机量为某

一运行方式下发生约束故障后为保证电力系统稳定所需的切机量，本实施例中灵绍直流双

极闭锁故障最小安控切机量为3000MW；最大安控切机量一般为考虑电网允许的功率不平衡

量，直流系统实际配置的切机量，本实施例中灵绍直流双极闭锁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为

5500MW。

[0042] 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为FACTS装置实际初始投入的容性无功容量，FACTS装置全部

动态无功备用容量为FACTS装置允许初始投入与实际初始投入的容性无功容量的差值。本

实施例中西北-新疆联网二通道上FACTS装置初始状态及动态无功备用容量如表1所示。

[0043] 表1FACTS装置容量及初始设置情况(容性无功功率为正)

[0044]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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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步骤(2)：依据约束故障、最小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

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1，将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1与关键母线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进行比较；本实施例中通过电力系统机电暂态仿真软件获取电网在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下

发生灵州-绍兴特高压直流双极闭锁故障并按照最小安控切机量3000MW执行切机后交流薄

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1如表2所示；

[0047] 表2采取步骤2后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

[0048]

关键母线序号i 关键母线名称 初始电压 稳态电压 电压升幅ΔVi1

1 酒泉 780.5 816 35.5

2 河西 770.3 798.7 28.4

3 鱼卡 777.7 833.3 55.6

[0049] 由于ΔV11＞ΔV1m，ΔV31＞ΔV3m，执行步骤(3)；

[0050] 步骤(3)：依据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初始状态计算交流薄弱

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2，将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2与关键母线允许电压变化值ΔVim

进行比较；本实施例中通过电力系统机电暂态仿真软件获取电网在FACTS装置初始状态下

发生灵州-绍兴特高压直流双极闭锁故障并按照最大安控切机量5500MW执行切机后交流薄

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2如表3所示；

[0051] 表3采取步骤2后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

[0052]

关键母线序号i 关键母线名称 初始电压 稳态电压 电压升幅ΔVi1

1 酒泉 780.5 803.8 23.3

2 河西 770.3 789.5 19.2

3 鱼卡 777.7 811.5 33.8

[0053] 由于ΔV32＞ΔV3m，执行步骤(4)；

[0054] 步骤(4)：依据约束故障、最大安控切机量以及FACTS装置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

计算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3，将关键母线i电压升幅ΔVi3与关键母线允许电

压变化值ΔVim进行比较；本实施例中通过电力系统机电暂态仿真软件获取电网在FACTS装

置调用全部动态无功备用容量后发生灵州-绍兴特高压直流双极闭锁故障并按照最大安控

切机量5500MW执行切机后关键母线电压升幅ΔVi3如表4所示；

[0055] 表4采取步骤3后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

[0056]

关键母线序号i 关键母线名称 初始电压 稳态电压 电压升幅ΔVi1

1 酒泉 780.5 799.1 18.6

2 河西 770.3 787.5 17.2

3 鱼卡 777.7 798.3 20.6

[0057] 因为ΔVi3＜ΔVim，下一步需要优化调整FACTS装置初始状态；

[0058] 优化调整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具体方法为：

[0059] 1)ΔV32＝33.8kV，ΔV3m＝28kV，考虑ΔV32＞ΔV2m，关键母线为鱼卡母线；

[0060] 2)计算所有FACTS装置无功变化对鱼卡母线电压变化的灵敏度，本实施例中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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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线可控高抗、鱼卡母线可控高抗和沙洲SVC无功变化对鱼卡母线电压变化分别为0.024、

0.074、0.031V/Mvar；

[0061] 3)以所有FACTS装置调节容量最小为目标函数，以FACTS装置调节后鱼卡母线电压

升幅不超过ΔVim为约束条件，A、B、C分别为敦煌母线可控高抗、鱼卡母线可控高抗和沙洲

SVC调用的动态无功备用容量，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0062] 目标函数：min(A+B+C)

[0063] 约束条件：

[0064] 4)求解FACTS装置初始状态的优化调整结果A＝0Mvar，B＝80Mvar，C＝0Mvar，调整

后关键母线电压升幅如表5所示，满足ΔVi3＜ΔVim。

[0065] 表5采取步骤3后交流薄弱断面关键母线电压升幅

[0066]

关键母线序号i 关键母线名称 初始电压 稳态电压 电压升幅ΔVi1

1 酒泉 780.5 802.9 22.4

2 河西 770.3 789.0 18.7

3 鱼卡 777.7 805.6 27.9

[0067] 综上所述，为保证灵绍直流双极闭锁后，鱼卡母线电压升幅不超过28kV，需切机

5500MW，同时调整鱼卡母线可控高抗初始状态为-200Mvar(容性无功功率为正)。

[0068] 本实施例应用于灵绍直流双极闭锁故障，同时适用于西北电网其他可能引发西

北-新疆联网二通道潮流回退的直流线路闭锁故障。

[0069]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所

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这些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均在申

请待批的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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