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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

供电系统及控制方法，涉及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

技术领域。主变电所主母线通过馈线与三相牵引

电缆相连，牵引变电所原边与三相牵引电缆相

连，次边与三相牵引网连接，铁路沿线走廊设置

的功率发生装置通过沿线牵引变电所分布式接

入牵引变电所，主变电所设置的中央协调控制器

控制功率发生装置运行方式，并进行发电和无功

分配控制；采用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有利于支撑

系统网压，延长供电距离，还有利于新能源分布

式接入和就近消纳，促进铁路系统的绿色发展，

能够避免相关电能质量问题。主要用于分布式发

电供电系统接入三相牵引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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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和主母

线MBc通过馈线Fa、馈线Fb和馈线Fc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三相牵引网TN包括供电轨TNa、

供电轨TNb和钢轨TNc，牵引变电所的原边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次边与三相牵引网TN相

连，在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主母线MBc上对应设有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

器Yb、电压互感器Yc，在馈线Fa、馈线Fb、馈线Fc上对应设有电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

电流互感器Lc，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包括沿铁路线走向设置

的功率发生装置，功率发生装置通过就近的牵引变电所接入三相牵引网TN；主变电所MS设

置中央协调控制器CCC，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与功率发生装置的测控端连

接，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和电压互感器Yc的测量端及电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

和电流互感器Lc的测量端均与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所述牵引变电所的数量为

n，具体为牵引变电所TS1、牵引变电所TS2、…、牵引变电所TSi、…、牵引变电所TSn；牵引变

电所TSi包含三相牵引变压器Ti,在牵引变电所TSi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

母线TBci上对应设置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电压互感器Yai、电

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的测量端分别通过光纤对sai、光纤对sbi和光纤对sci与中

央协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牵引变电所的母线电压为功率发生装置提供支撑电压；所述

功率发生装置的数量为n，具体记为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

Gi、…、功率发生装置Gn；功率发生装置Gi通过导线分别与牵引变电所TSi内的牵引母线

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母线TBci连接；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sG1、光纤

对sG2、…、光纤对sGi、…、光纤对sGn分别与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

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的测控端连接，其中，n≥2，i=1,2,3,…,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

发生装置Gi包括三相匹配变压器MTi、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和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所述

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的数量为h，h≥1，具体记为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1、新能源发电装置

GNEi2、…、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h；所述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的直流侧通过直流母线DCBi并

联后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的直流端口连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次边绕组与三相交直

变换装置GCi交流端口连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原边绕组与牵引变电所TSi的牵引母线

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母线TBci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

发生装置Gi的测控端的光纤对sGi分别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的控制端及h个新能源发电

装置GNEi的控制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

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的安装容量分别对

应为S1、S2、…、Si、…、Sn，最大有功发电量分别对应为E1、E2、…、Ei、…、En，最大无功补偿

量分别对应为Q1、Q2、…、Qi、…、Qn，满足： 。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能

源发电装置GNEi为光伏发电装置、光热发电装置、氢能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和生物化学

能发电装置中的一种或几种。

6.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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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n个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

Gi、…、功率发生装置Gn的安装容量S1、S2、…、Si、…、Sn计算功率发生装置总安装容量S，其

中，S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和电

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电流互感器Lc计量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牵引网即时总功

率，并区分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和功率发生

装置总安装容量S，确定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总有功发电量E，E≤S；此时，中央协调控制器

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i，Ei=E*Si/S。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取牵

引变电所TSi的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并根据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控

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无功补偿量qi，其绝对值|q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引变电

所的网压进行补偿。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央协调控制器CCC具有判断功率发生装置是否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的功

能，当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控制功率发生装置退出运行，其中，功

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之中有p个功率

发生装置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统记为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1、故障功率发生装置

Gk2、…、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z、…、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p(kz∈{1,2,3,…,n})；1≤p≤n；z

=1,2,3,…,p；i=1,2,3,…,n；i≠kz；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计算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

的总安装容量Sa，Sa= ；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和电流互感器

La、电流互感器Lb、电流互感器Lc计量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并区分

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

功率和功率发生装置的总安装容量Sa，确定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的总有功发电量

Ea，Ea≤Sa；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ai，Eai=Ea*Si/Sa；当

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重新通过电压互感器

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取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Gi对应的牵引变电

所TSi的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再根据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控

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无功补偿量qai，其绝对值|qa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引变

电所的网压进行补偿；功率发生装置Gi能够分别对有功发电量或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或

者同时对有功发电量和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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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交流电气化铁路供电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

供电系统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已有大量成功应用案例，铁路系统也进行

了初探。在铁路沿线按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等原则推广、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0003] 三相牵引供电作为新一代轨道交通牵引供电方案，供电能力强，是同电压等级架

空线路的7倍。相比传统直流牵引供电系统而言，可能避免杂散电流及其危害，能够最大限

度直接利用再生制动能量；相比传统交流牵引供电系统而言，可有效解决电分相（无电区）

存在带来的不利影响，且不产生负序，用电环境友好。中国专利申请号：201711265295.5公

开了《一种三相牵引供电系统》），然而该申请并没有考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三

相牵引供电系统的方案。

[0004] 分布式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接入牵引网，会涉及到复杂的连接结构和控

制方法。在同时存在新能源发电功率、牵引所功率时，如何控制和使用新能源发电功率、牵

引所功率，以满足新能源就近消纳，减少“弃风、弃光”现象，提高新能源发电利用率，也是新

能源发电装置并网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0005] 另外，中国专利202110028103.9公开了《一种同相牵引供电与异地发电并网系统

及控制方法》：涉及一处发电系统，且远离牵引变电所，通过供电线将发电装置接入牵引变

电所，以此推广到多处异地发电并网系统，则表现为以牵引变电所为中心的辐射状构造，各

处发电系统均需通过各自供电线接入牵引变电所。由于铁路呈线状分布，势必造成供电线

过长和浪费。考虑到铁路沿线走廊具有安装风光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巨大优势，本发明

利用铁路沿线线状分布走廊进行风光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解决分布式、独立的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接入三相牵引供电系统并进行发电控制的技术问题，同时有利于

牵引网电压支撑，通过同相供电延长供电距离，提高列车再生电能利用，增加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对牵引负荷的供电，并减少风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现象。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它能有效解决铁路沿

线分布式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直接并网接入三相牵引网参与牵引供电的技术问

题。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和主

母线MBc通过馈线Fa、馈线Fb和馈线Fc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三相牵引网TN包括供电轨

TNa、供电轨TNb和钢轨TNc，牵引变电所的原边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次边与三相牵引网

TN相连，在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主母线MBc上对应设有电压互感器Ya、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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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在馈线Fa、馈线Fb、馈线Fc上对应设有电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

Lb、电流互感器Lc；所述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包括沿铁路线走向设置的功率发

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通过就近的牵引变电所接入三相牵引网TN；主变电所MS设置中央

协调控制器CCC，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与功率发生装置的测控端连接，电

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和电压互感器Yc的测量端及电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和电

流互感器Lc的测量端均与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所述牵引变电所的数量为n，具

体为牵引变电所TS1、牵引变电所TS2、…、牵引变电所TSi、…、牵引变电所TSn；牵引变电所

TSi包含三相牵引变压器Ti,在牵引变电所TSi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母线

TBci上对应设置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

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的测量端分别通过光纤对sai、光纤对sbi和光纤对sci与中央协

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牵引变电所的母线电压为功率发生装置提供支撑电压；所述功率

发生装置的数量为n，具体记为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

功率发生装置Gn；功率发生装置Gi通过导线与牵引变电所TSi内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

TBbi和牵引母线TBci连接；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sG1、光纤对sG2、…、光纤

对sGi、…、光纤对sGn分别与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

率发生装置Gn的测控端连接，其中，n≥2，i=1,2,3,…,n。

[0008] 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i包括三相匹配变压器MTi、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和新能源发

电装置GNEi；所述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的数量为h，h≥1，具体记为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1、

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2、…、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h；所述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的直流侧通过

直流母线DCBi并联后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的直流端口连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次边

绕组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交流端口连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原边绕组与牵引变电所

TSi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母线TBci连接。

[0009] 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i的测控端的光纤对sGi分别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的控制

端及h个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的控制端连接。

[0010] 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

的安装容量分别对应为S1、S2、…、Si、…、Sn，最大有功发电量分别对应为E1、E2、…、Ei、…、

En，最大无功补偿量分别对应为Q1、Q2、…、Qi、…、Qn，满足： 。

[0011] 所述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为光伏发电装置、光热发电装置、氢能发电装置、风力发

电装置和生物化学能发电装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上述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的控

制方法，它能有效解决控制分布式新能源发电装置与牵引网并网及支撑牵引网电压的技术

问题。

[0013]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

统的控制方法，包括：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n个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

Gi、…、功率发生装置Gn的安装容量S1、S2、…、Si、…、Sn计算功率发生装置总安装容量S，其

中，S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和电

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电流互感器Lc计量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牵引网即时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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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区分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牵

引网即时总功率和功率发生装置总安装容量S，确定n个功率发生装置Sn的总有功发电量E，

E≤S；此时，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i，Ei=E*Si/S。

[0014] 所述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

取牵引变电所TSi的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并根据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

UPci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无功补偿量qi，其绝对值|q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

引变电所的网压进行补偿。

[0015] 所述中央协调控制器CCC具有判断功率发生装置是否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

的功能，当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控制功率发生装置退出运行，其

中，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之中有p个

功率发生装置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统记为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1、故障功率发生装置

Gk2、…、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z、…、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p(kz∈{1,2,3,…,n})；1≤p≤n；z

=1,2,3,…,p；i=1,2,3,…,n；i≠kz；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计算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

的总安装容量Sa，Sa= ；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和电流互感

器La、电流互感器Lb、电流互感器Lc计量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并区

分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和功率

发生装置的总安装容量Sa，确定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的总有功发电量Ea，Ea≤Sa；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ai，Eai=Ea*Si/

Sa；当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重新通过电压互感

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取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Gi对应的牵引变

电所TSi的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再根据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

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无功补偿量qai，其绝对值|qa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引

变电所的网压进行补偿；

功率发生装置Gi能够分别对有功发电量或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或者同时对有功

发电量和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结合铁路沿线走廊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分布式特点，利用牵

引网沿线设置的牵引变电所，将多个功率发生装置分布式接入牵引网，通过检测功率发生

装置与电力机车的叠加功率，分配和控制功率发生装置有功和无功出力，实现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对牵引负荷的直接供电，并实时支撑牵引网电压，延长供电距离，提高列车再生电

能利用率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一、新能源和再生能源能够分布式接入牵引网，有利于铁路沿线新能源和再生能

源直接并入牵引网参与牵引供电，而无需通过各自的供电线将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发电装置

接入牵引变电所；

二、有利于实时支撑铁路沿线牵引网电压，为列车通行提供良好供电条件；

三、有利于延长供电距离，在提高列车再生电能利用的同时，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利用率，减少“弃风、弃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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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功率发生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控制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2]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包括主变电所

MS、三相牵引电缆TC、牵引变电所和三相牵引网TN，三相牵引网TN沿铁路走行轨铺设，包括

供电轨TNa、供电轨TNb和钢轨TNc，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和主母线MBc通过馈

线Fa、馈线Fb和馈线Fc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牵引变电所的原边与三相牵引电缆TC相连，

次边与三相牵引网TN，在主母线MBa、主母线MBb、主母线MBc对应设有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

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在馈线Fa、馈线Fb、馈线Fc对应设有电流互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

电流互感器Lc，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还包括沿铁路沿线走向设置的功率发生装

置，功率发生装置通过牵引变电所分布式接入三相牵引网TN；

主变电所MS设置中央协调控制器CCC，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与功

率发生装置的测控端连接，电压互感器Ya、电压互感器Yb、电压互感器Yc测量端以及电流互

感器La、电流互感器Lb、电流互感器Lc的测量端均与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

[0023] 作为优选，所述牵引变电所的数量为n，具体为牵引变电所TS1牵引变电所TS2、…、

牵引变电所TSi、…、牵引变电所TSn；牵引变电所TSi包含三相牵引变压器Ti,在牵引变电所

TSi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引母线TBci分别设置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

Ybi、电压互感器Yci；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电压互感器Yci的测量端分别通过光

纤对sai、sbi和sci与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输入端连接，其中，n≥2，i=1,2,3,…,n，牵引变电

所的母线电压为功率发生装置提供支撑电压。

[0024] 本实施例中，牵引变电所并行运行，实施双边供电，保证供电的可靠性、灵活性，降

低电压损失范围，延长供电距离。当某一牵引变电所因故障失电退出运行时，由相邻牵引变

电所进行供电支援。

[0025] 作为优选，所述功率发生装置的数量为n，具体为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

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i与牵引变电所TSi的牵

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牵引母线TBci连接；中央协调控制器CCC的测控端经光纤对

sG1、光纤对sG2、…、光纤对sGi、…、光纤对sGn分别与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G2、…、

功率发生装Gi、…、功率发生装Gn的测控端连接，n≥2，i=1,2,3,…,n。

[0026] 本实施例中，采用三相牵引供电取消了传统牵引供电的电分相，增加牵引网供电

距离，新能源发电装置通过牵引变电所分布式接入牵引网，一方面可以就近消纳，促进铁路

系统的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在通过变电所集中接入牵引网方案中需要长距离输

送至变电所带来的线路损耗问题，从而提高新能源利用效率。

[0027] 作为优选，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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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Gn的安装容量分别对应为S1、S2、…、Si、…、Sn，最大有功发电量分别对应为E1、E2、…、

Ei、…、En，最大无功补偿量分别对应为Q1、Q2、…、Qi、…、Qn，满足： 。

[0028] 作为优选，复线铁路时，上下行三相牵引网TN通过牵引变电所的次边并联。此实例

方式下，上下行牵引网全并联，牵引网电压损失和电能损失最小，有利于提高电网电压水

平。

[0029] 实施本例时，通过三相牵引供电延长供电距离，提高列车再生电能利用的同时，增

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牵引负荷的供电，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减少风光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等现象。

[0030] 如图2所示，一种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i包括三相

匹配变压器MTi、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和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所述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

的数量为h，h≥1，具体记为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1、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2、…、新能源发电

装置GNEih；所述新能源装置GNEi的直流侧通过直流母线DCBi并联后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

GCi的直流端口连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次边绕组与三相交直变换装置GCi交流端口连

接，三相匹配变压器MTi的原边绕组与牵引变电所TSi的牵引母线TBai、牵引母线TBbi和牵

引母线TBci连接，n≥2，i=1,2,3,…,n。

[0031] 作为优选，所述功率发生装置Gi的测控端的光纤对sGi具体分别与三相交直变换

装置GCi的控制端及h个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1、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2、…、新能源发电装置

GNEih的控制端相连接。

[0032] 作为优选，新能源发电装置GNEi为光伏发电装置、光热发电装置、氢能发电装置、

风力发电装置和生物化学能发电装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3] 实施本例时，可根据电力部门对牵引供电系统的不同要求选择性设置储能装置。

储能装置可为电解水制氢储能、超级电容储能、飞轮储能、液流电池储能和锂电池储能中的

一种或几种。若电力部门允许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可不设置储能装置；若电力部门限

制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在主变电所MS的主母线MBa、主母线MBb和主母线MBc上设置储

能装置。通过设置储能装置既有利于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同时也可进行牵引

负荷削峰填谷，降低基本电费。

[0034] 实施例2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实施例1的三相牵引网分布式发电供电系统的

控制方法，应用于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所述方法包括：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n个功率发生装置G1、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

Gi、…、功率发生装置Gn的安装容量S1、S2、…、Si、…、Sn计算功率发生装置总安装容量S，其

中，S ；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PT和电流互感器Ca、电流互感器Cb和电流互

感器Cc计量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并区分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

线路上运行的列车有三种运行工况：牵引、再生和惰行。牵引相当于用电，再生相

当于发电，再生的列车可为牵引的列车提供电能。当牵引网所有新能源发电装置发电能量

及列车再生能量之和小于列车牵引能量之和，通过电压互感器PT和电流互感器CT计量的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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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网即时总功率大于0，记为用电状态；当牵引网所有新能源发电装置发电能量及列车再生

能量之和大于列车牵引能量之和，则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小于0，记为发电状态。发电状态可

以是再生的列车产生的，也可以是新能源发电装置产生的。

[0035]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和功率发

生装置总安装容量S，确定n个功率发生装置的总有功发电量E，E≤S；此时，中央协调控制器

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i，Ei=E*Si/S。

[0036] 作为优选，通过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取牵引变电所

TSi的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

再根据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无功补偿量qi，

其绝对值|q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引变电所的网压进行补偿。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可根据电力部门对牵引供电系统的不同要求调整总有功发电量E。

若电力部门允许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则提高总有功发电量E，控制功率发生装置按最

大功率发电；若电力部门限制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则调节总有功发电量E，控制此时

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的发电（再生）功率在电力部门的允许范围内。另外，对无功补偿量qi

的控制，根据电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进行全局优化，控制功率发生装置发出满足电

压UPai、电压UPbi和电压UPci要求的全局无功补偿量qi。

[0038] 作为优选，中央协调控制器CCC判断功率发生装置是否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

件，当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功率发生装置退出运行，其中，功率发

生装置G1、  功率发生装置G2、…、功率发生装置Gi、…、功率发生装置Gn之中有p个功率发生

装置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统记为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1，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2，…，故

障功率发生装置Gkz，…，故障功率发生装置Gkp(kz∈{1 ,2 ,3 ,… ,n})；1≤p≤n；z=1 ,2 ,

3,…,p；i=1,2,3,…,n；i≠kz；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计算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的总安装容量Sa，Sa=

；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通过电压互感器PT和电流互感器Ca、电流互感器Cb、电流互感

器Cc计量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并区分用电状态和发电状态；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所述含n‑p个功率发生装置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和功率

发生装置的总安装容量Sa，确定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的总有功发电量Ea，Ea≤Sa；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发出的有功发电量为Eai，Eai=Ea*Si/

Sa。

[0039] 作为优选，当功率发生装置存在故障或不具备发电条件时，所述方法还包括：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重新通过电压互感器Yai、电压互感器Ybi和电压互感器Yci获

取未退出运行的功率发生装置Gi对应的牵引变电所TSi的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

UPaci；

中央协调控制器CCC根据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控制功率发生装置Gi

发出无功补偿量qai，其绝对值|qai|≤Qi，对牵引网功率因数和牵引变电所的网压进行补

偿。

[0040] 需要说明的是，可根据电力部门对牵引供电系统的不同要求调整总有功发电量

Ea。若电力部门允许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则提高总有功发电量Ea，控制具备发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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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率发生装置按最大功率发电；若电力部门限制牵引供电系统余电上网时，则调节总有

功发电量Ea，控制此时的牵引网即时总功率的发电（再生）功率在电力部门的允许范围内。

另外，对无功补偿量qai的控制，根据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进行全局优化，控

制具备发电条件的功率发生装置发出满足电压UPaai、电压UPabi和电压UPaci要求的全局

无功补偿量qai。

[0041] 作为优选，功率发生装置Gi能够分别对有功发电量或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或者

同时对有功发电量和无功补偿量进行控制。

[0042]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不应视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为准。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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