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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

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具体步骤包

括：A：以选定区域内气象信息数据库里的气象数

据、架空线路基础数据和意外事件记录数据为依

据，考虑选定区域内区域线路安全进行分析；B：

考虑选定区域内年、月、日变化特征，进行线性拟

合，利用小波分析得出变化趋势；C：综合步骤A和

步骤B的评价结果得出整体评价报告。本发明提

供了一种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

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为输电工程的顺利完成和

完成后维护其输电安全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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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

包括：

A：以选定区域内气象信息数据库里的气象数据、架空线路基础数据和意外事件记录数

据为依据，考虑选定区域内区域线路安全进行分析；

B：考虑选定区域内年、月、日变化特征，进行线性拟合，利用小波分析得出变化趋势；

C：综合步骤A和步骤B的评价结果得出整体评价报告；

所述小波分析具体步骤包括：

假设有基小波函数ψ(t)∈L2(R)，满足 且通过尺度的伸缩和时间轴上的平

移构成一簇函数系：

其中，a,b∈R,a≠0，ψa ,b(t)为子小波；a为尺度因子，反映小波的周期长度；b为平移因

子，反应时间上的平移；

进一步，有连续小波变换：

式中，Wf(a ,b)为小波变换系数；f(t)为一个信号或平方可积函数；a为伸缩尺度；b平移

参数； 为 的复共轭函数；

将小波系数的平方值在b域上积分，就可得到小波方差，即 小

波方差随尺度a的变化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所述气象数据包括但不仅限于：气温、降水、风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所述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极端风速、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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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通线路安全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

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电力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且近年来人类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电力生产的特点是一次性完成，要求发

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同时进行，各个环节不可分割，而联系起这其中各个环节的正是

电力线路。电力线路分为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由发电厂向电力负荷中心输送电能的线路

以及力系统之间的联络线路称为输电线路，输电线路的任务就是输送电能，并联络各发电

厂、变电站使之并列运行，实现电力系统联网。由电力负荷中心向各个电力用户分配电能的

线路称为配电线路。因此，高压输电线路是电力工业的大动脉，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0003]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气象自然灾害愈演愈烈。而因施工简

便、费用低廉、检修维护方便的架空线路在我国得到广泛使用；由于其将线路导线架设在杆

塔上，因而使线路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易受各种气象条件如大风、覆冰、雨雪等的侵袭，

出现故障的几率较高。此次藏中联网工程所采用的的输电方式就是架空线路的设计，其裸

露在空气中，饱受大气条件的影响，尤其是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高原气象条件，常出

现大风、暴雨、闪电、低温等天气灾害，都会对通电线路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导致输电事故，

尤其是在各部门电气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世界信息化发展迅速，各部门对电力的依

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因而，电能供应的中断，不仅直接影响到国防与工农业生产、交通，造成

人民生活紊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酿成及其严重的社会性灾难。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地区，

地理气候条件特殊，架空线路更容易受到气象因子的影响。

[0004] 如何，提供一种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

究方法，为输电工程的顺利完成和完成后维护其输电安全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具体步骤包括：

[0008] A：以选定区域内气象信息数据库里的气象数据、架空线路基础数据和意外事件记

录数据为依据，考虑选定区域内区域线路安全进行分析；

[0009] B：考虑选定区域内年、月、日变化特征，进行线性拟合，利用小波分析得出变化趋

势；

[0010] C：综合步骤A和步骤B的评价结果得出整体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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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小波分析具体步骤包括：

[0012] 假设有基小波函数ψ(t)∈L2(R)，满足 且通过尺度的伸缩和时间轴

上的平移构成一簇函数系：

[0013] 其中，a,b∈R,a≠0，ψa ,b(t)为子小波；a为尺度因子，反映小波的周期长度；b为平

移因子，反应时间上的平移；

[0014] 进一步，有连续小波变换：

[0015] 式中，Wf(a,b)为小波变换系数；f(t)为一个信号或平方可积函数；a为伸缩尺度；b

平移参数； 为 的复共轭函数；

[0016] 将小波系数的平方值在b域上积分，就可得到小波方差，即

小波方差随尺度a的变化过程。

[0017] 优选的，在上述的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中，

所述步骤A中所述气象数据包括但不仅限于：气温、降水、风速。

[0018] 优选的，在上述的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中，

所述步骤A中所述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极端风速、暴雨。

[0019]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公开提供了一种影响电通线

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方法，为输电工程的顺利完成和完成后维护其输

电安全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气温升高增大线路的电阻，有功损耗增大；而气温降低使

线路阻抗减小，有利于提高电能质量和经济效益，但会使导线因温度降低而收缩，增大架空

线路的运行应力，影响导线的机械性能；同时过低的温度容易造成电线积冰，积冰可导致电

线的舞动杆塔倾斜倒塌、断线、绝缘子闪络、通讯不畅、停电断水，严重影响了电力系统的正

常运行，并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此外，风表明空气的流动，依风速大小不同对架空线

路影响不同。低速风可引起导线摇摆甚至舞动，易造成次导线间的鞭击，可能损坏绝缘和金

具。大风将增大线路的风压比载，可能出现断线等重大事故。强降雨因在短时间内极速降下

大量雨水，除了容易应发各种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直接冲击电线杆塔造成倒杆，还会在地

势较低处形成积水，在低洼处的电力线路杆塔根部因强降水造成的侵泡时间过长容易引起

杆塔倾斜，严重时引起倒杆。并且在城市强降水造成内涝积水淹没地下变电站，开关站等设

备引起设备故障，短路或者跳闸，研究输电沿线的暴雨状况有利于对灾情采取相应的有效

措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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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1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平均逐月累计降水量折线图；

[0022] 图2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暴雨次数柱状图；

[0023] 图3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平均年降水量折线图；

[0024] 图4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累计降水量折线图；

[0025] 图5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累计降水的小波分布图；

[0026] 图6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平均温度曲线；

[0027] 图7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最低温度曲线图；

[0028] 图8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最高温度曲线图；

[0029] 图9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旬变化平均温度曲线图；

[0030] 图10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八站平均的年平均最高温度逐年演变示意图；

[0031] 图11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八站平均的年平均最低温度逐年演变示意图；

[0032] 图12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各站年平均最高值的逐年演变示意图；

[0033] 图13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各站年平均最低值的逐年演变示意图；

[0034] 图14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均最高温度的小波分布图；

[0035] 图15附图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年均最低温度的小波分布图；

[0036] 图16附图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8]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影响电通线路安全的气象环境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

方法，为输电工程的顺利完成和完成后维护其输电安全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0039] 实施例：

[0040] 采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的中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基本气象

要素日值数据集(V3.0)”，提取其中藏中联网工程沿线的8个站点1981-2014年34年的日值

资料，8个代表站分别为墨竹工卡，泽当，波密，八宿，灵芝，米林，左贡，察隅。

[0041] 1、降水月变化对电通线路安全的影响：

[0042] 利用8个站点日降水资料，统计了每个站点逐月的气候平均值，从图1可以看出八

个站点降水时间分布除察隅和波密站以外基本一致，将8站平均降水量近似看作沿线附近

地区平均降水量，可以看出，冬季降水月累积量值接近于0，夏季降水平均每月累计量小于

120mm。夏季(6，7，8月)降水量明显高于其他季节，其中7月平均累计降水量达到最大，变化

范围在60mm-160mm之间，次大值在8月，平均累计降水比7月减少10mm。八宿站降水量是8个

站中最小的，最大累计降水60mm左右。波密站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6月，该地区较其他地区

降水量多，一共有3个降水峰值，4月开始就出现第一个降水峰值，次大值出现在9月，证明该

地区雨期偏长，且降水量多，更易造成洪涝灾害，夏季对该地附近的电网通信设备造成更大

的安全隐患。察隅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4月，累计降水达到120mm，由于地处沿线最南端，对

输电线造成的影响较小。降水量最大的站点是墨竹工卡，7月累计降水接近160mm，接近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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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工程的终点桑日县，所以该地若产生强降水对输电设备会造成严重影响。

[0043] 2、暴雨发生频次对电通线路安全的影响：

[0044] 通常极端气候是造成输电设备损坏最主要的因素，强降雨因在短时间内极速降下

大量雨水，除了容易应发各种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直接冲击电线杆塔造成倒杆，还会在地

势较低处形成积水，在低洼处的电力线路杆塔根部因强降水造成的侵泡时间过长容易引起

杆塔倾斜，严重时引起倒杆。并且在城市强降水造成内涝积水淹没地下变电站，开关站等设

备引起设备故障，短路或者跳闸，所以研究输电沿线的暴雨状况有利于对灾情采取相应的

有效措施。

[0045] 如图2所示，统计了1981年-2014年6-8月各站的暴雨次数，由于西藏属于高原山地

气候，根据以往的研究，其日均降水量达到25mm以上已经算是暴雨级别，本文以25mm为阈值

统计历史暴雨频次。6，7，8月份34年中总共产生暴雨307次，其中7月发生暴雨次数最多，8站

总共发生134次，7月次之，为99次，6月为73次，这与月平均降水量一致，说明暴雨为月累计

降水量做了大量贡献。

[0046] 其中单站暴雨次数最多的是墨竹工卡站，共64次，在6，7，8月份发生的次数均较

多。其次是灵芝和米林，分别为51和47次，暴雨日数最少的是八宿地区，6月没有暴雨事件发

生，7月和8月分别有3次。该联网工程跨越的昌都，灵芝和山南地区，分别称为东段，中段和

西段，结合图1中各地区的月平均降水量和图2发生的暴雨次数，可以发现其西段平均降水

量最大，且最容易产生暴雨，中段次之，东段是降水量最少，暴雨次数也最少地段。所以夏季

西段线路输电设备最容易受到降水的影响，特别是暴雨频发的7月，相关部门更应该在西段

做好应对措施，相比之下东段受到降水影响较小。

[0047] 3、降水的年际变化对电通线路安全的影响：

[0048] 除显著的季节变化外，降水还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即旱年和涝年相对正常年份

更易出现极端降水，更易影响电网建设和电力设备。接下来主要分析电网沿线降水的年际

变化特征。图3是由电网沿线8站平均的年累计降水量，由图3可以看出：年累计降水量呈波

动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其中1995年至2004年降水量持续偏高，最

多高于多年平均值100mm以上。而2005年开始，降水量突降，开始进入相对偏少时期。总的来

说，34年平均降水约为580mm，而降水偏多年与降水偏少年相差较大，1998年降水量最多，该

年也是我国夏季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涝灾害的一年，其区域平均的年累计降水接近

720mm，而2009年仅有400mm，两者相差300mm，表现出不同年份，降水相差较大。而根据年累

计降水的线性拟合趋势可以看出，近34年来，降水无明显增加或减少，保持稳定。

[0049] 根据图4可以看出：年累计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极其不均匀，各站间降水量存在显著

的差异。其中，八站中降水最多的波密地区，年累计降水平均在900mm左右，最大甚至可达

1000mm；而降水最少的八宿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仅有200mm左右，为波密的1/4-1/5。与降水

的月季变化和暴雨次数变化相一致。总的来看，平均年降水从低到高依次是：八宿，泽当，左

贡，墨竹工卡，接下来是林芝、米林和察隅三站，它们的降水量及变化趋势接近。各站降水差

异较大，且无明显地域一致性或差异性，这可能与西藏地区复杂的地形条件相关。因此在电

网线路铺设和检修过程中，应着重关注波密、林芝、米林等地，也就是线路的中、西段；结合

前述的季节分布特征，夏季应尤其关注。

[0050] 根据降水分布的年际变化特征，在各站降水量差异较大的年份，异常极端降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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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电力设备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对洪涝年的预测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电网沿线

年均降水量的周期特征，可以简单的估计该年是否较易出现极端降水，从而提前做好防灾

准备工作。下面采用小波分析来探讨。

[0051] 利用小波分析法得到图5的小波分析图可以看出：电网沿线八站平均的年累计降

水量主要表现出1-4年、10-16年的振荡周期，以及22年以上的周期，其中在4年的周期上，从

1981年至2014年共分布10个正负相间的大值中心，说明年降水量的4年周期特征在这十几

年稳定存在，只是在1992年到2004年间大值中心稍有减弱并上移。10-16年周期在2004年以

前表现明显，在2005-2014年之间表现比较弱，只有在2008年存在一个数值为1的负值中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2年以上的变化周期也是稳定存在于各年之间。

[0052] 4、平均温度的月变化对电通线路安全的影响：

[0053] 同降水类似，计算8个站34年月平均温度，得到平均温度的逐月演变(图6)，由图可

知，各站点气温变化基本一致，1月平均气温最低，约0℃，7月平均温度最高，为16℃左右。夏

季温度最高的两个站点为八宿和察隅，但是仍然低于20℃。无论是区域平均还是单站最高

温度，数值远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对输电线不会构成威胁，也不会因为高温而产生过大的

制冷负荷，因此夏季西藏地区输电设备对温度的敏感度不高，夏季温度基本不会对输电设

备构成威胁。

[0054] 冬季温度最低的是左贡，11-2月连续四个月的时间平均温度低于0℃，其次是墨竹

工卡，有三个月的时间平均温度低于0℃，这两个站分别位于线路的东段和西段，而低温天

气直接导致冰冻灾害，有可能引起电线覆冰，断裂甚至电线杆塔倒塌，因此在线路的东段和

西段温度较低，更容易形成雨雪冰冻天气，给输电联网设备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0055] 再来看最低温度的月平均曲线(图7)，除察隅地区，其他站点月平均最低温度在11

月-3月，几乎都是低于0℃，特别是墨竹工卡和左贡，最低温度在12月和1月均低于-10℃，与

平均气温吻合。左贡最低温度自10月开始，一直到次年4月均在0℃以下，侧面说明该地区冰

冻期较长，对输电设备影响较大。而灵芝地区，尤其以察隅站为代表，温度较温暖，对输电设

备的影响较小。

[0056] 对于沿线各站点的最高温度曲线图(图8)可以看出平均最高温度依然出现在7月，

其次是6月和8月，平均最高温不超过23℃。最高温出现在八宿站，7月为26℃，最小出现在左

贡，最高温为21℃。结合前面平均温度和最低温度月平均，总体可以看出左贡地区各项温度

指标都是最低，在冬季最容易对输电设备构成威胁，而灵芝地区四个站相对较温暖，冬季温

度低于0℃的时间也较短，最不容易形成冰冻灾害，对输电设备的影响最小。而沿线最高温

不超过30℃，不会对输电设备造成影响。因此，对于温度对输电设备的影响最应该关注冬季

的东段和西段。

[0057] 5、冬季平均温度的旬变化对电通线路安全的影响：

[0058] 既然冬季气温对输电设备影响更大，则有必要更细致的了解冬季线路附近的气温

变化，因此对12月-2月冬季三个月平均气温做气候旬变化曲线(图9)，如图所示，各站点在

12月下旬平均温度达到最低点，其中左贡最低为-6℃，整个冬季平均气温都低于-2℃，其次

温度最低的是墨竹工卡，12月-2月上旬温度低于0℃，自2月中旬开始回升，而察隅站温度都

在4℃以上，高于平均温度。泽当，八宿，米林，灵芝和波密站温度变化与区域平均比较接近。

区域平均温度自12月中旬开始下降较明显，12月下旬时下降到0℃以下，零下温度维持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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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在1月下旬时开始回温，温度上升到大于0℃。由以上分析我们对输电设备的维护应

该把关注点集中在12月下旬，这段时间沿线区域平均温度和各站点的平均温度都达到一年

中最低，如果加上其他气象要素的配合，如风速大于1m/s，湿度大于85％，则容易在输电线

上形成雾凇或者雨凇，当覆冰达到输电线的沉重极限则引起输电线断裂。

[0059] 6、温度的年际变化特征

[0060] 由于异常高温和低温对电网的建设以及电力设备存在较为严重的影响，所以接下

来我们重点讨论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变化特征。文章选取每年6、7、8月的日最高温度进

行统计平均作为年均最高温度，同样，选取每年12月与次年1、2月的日最低温度进行平均计

算作为年均最低温度。

[0061] 基于前述年均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算法，得到二者的逐年变化特征，可以看出，

八站平均年均最高温度大体在22℃和24℃范围内(图10)，最低温度在-7℃到-4℃的范围内

(图11)，其中1983和1992年冬季平均气温出现极低值，在-7℃以下，0度以下的温度会产生

线路结冰的危险，对电网线路建设存在潜在威胁，需要特别关注。另外，在最低温和最高温

的逐年演变均表现出明显的增温趋势，其中最低温度增暖较快，平均每年以0.05℃的速率

增长，而最高温度相对增温较慢，近34年来仅增加不到1℃。探究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

与全球气候变暖密切相关，如果变暖趋势持续维持甚至加剧，低温对于电力设备的影响将

逐渐越弱，反之夏季极端高温的影响将愈加凸显出来，值得我们提前做好预防。

[0062] 再来看各站点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的分布情况(图12、13)，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分布不均匀的特征。详细来看：最高温度在各站点从高到低依次为：八宿，察隅，泽当，波

密，林芝，墨竹工卡，左贡，其中最高温度最大的八宿地区，多年平均的最高温度为25.58℃，

而最低的左贡地区仅20℃，二者相差5℃以上。再来看各站冬季最低温度的逐年演变状况，

最低温度在各站点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察隅，林芝，波密，米林，八宿，泽当，墨竹工卡和

左贡，温度最低的左贡和墨竹工卡地区多年平均的最低温度分别为-11.5℃和-10℃，低温

冰冻灾害极其严重，其次是泽当，而冬季平均温度较高的察隅地区，多年平均温度在0℃以

上，相应无需考虑冰冻问题。总的来说，夏季与冬季，在藏中联网工程沿线需要格外注意的

站点不同，夏季，八宿、察隅、泽当等地需要考虑高温问题，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高温热浪的

现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西藏地区的温度在逐渐升高。而在冬季，左贡、墨竹工卡和泽当地

区即输电设备东段和西段需要考虑低温冰冻灾害的影响，温度对中段影响较小。

[0063] 通过分析温度的周期变化，根据图14的年均最高温度的小波分布可以看出：年均

最高温度的多尺度周期分布情况与年累计降水类似，均存在4年左右的年际变化，12-16年

的年代际周期变化特征以及26年以上的周期变化，但在整个34年的时间长度上，年际变化

和年代际变化均稳定存在。而根据图15的年均最低温度的小波分布可以看出：年平均最低

温度存在4-6年、8-12年，16-20年的变化周期，值得注意的是，8-12年的周期同样于20世纪

开始减弱，4-6年的周期也在20世纪后减弱、下移，由此看出最低温度的周期变化不如最高

温变化稳定，具有更难预测的特征。

[0064] 7、极端风速对电力线路的影响

[0065] 根据上述分析，选取气候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林芝、左贡、泽当三站，进一步分析其

极端风速对电力线路的影响，具体做法是根据站点实测最大风速资料，经过订正后，采用极

值I型曲线计算，得50年一遇的最大风速，再根据查表得到的风压，最后得到线路的设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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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可以对藏中联网工程的建设做指导，以应对极端风速的威胁。

[0066] 7.1林芝

[0067] 根据林芝站1961～1971年定时风速系列(1968年缺测)，将其经高度和时距订正

后，加上1972～2011年自记风速系列(共50年资料系列)，采用极值Ⅰ型频率曲线进行计算。

[0068] 根据《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DL/T5158-2012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规定，采用极值Ⅰ型概率分布对林芝站风速系列进行统计计算，得到离地10m

高50年一遇10min平均最大风速结果为VP＝2％＝25.2m/s。

[0069] 由于林芝气象站位于山间平坝内，周围高山环绕，测站位于城区边缘，受地形及人

类活动影响较大，所测风速资料基本反映了山间平坝的风速，但线路大部分地段位于高海

拔山岭、风口等地形，这些地带受高空急流影响大，风速显著大于气象站风速，并且海拔越

高风速越大。因此，气象站统计风速结果需经修正后使用，修正系数根据地形、海拔的不同

分别采用1.10和1.20，相应风速修正成果见下表。

[0070] 表1风速调整成果表

[0071]

[0072] 从GB50009-201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中“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查得线路沿线附

近林芝地区50年一遇10m高基本风压为0.35kN/m2，由风压推算相应的设计风速为27.5m/s。

[0073] 沿路沿线风速随海拔上升而增大，而处于高海拔山区人烟稀少，基本无电力、通讯

线路经过，大风灾害调查资料较为匮乏。通过对线路沿线村庄的房屋、山坡上的树木遭大风

破坏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沿线以局部阵性大风危害较大，估计最大风力9级，相应风速20.8

～24.4m/s。

[0074] 7.2左贡

[0075] 线路所经的左贡地区，其大风表现为冬季(10月～次年4月)西风急流大风，其次为

夏季(5～9月)受西南季风影响造成的雷雨大风。冬季西风急流高度低，风速大，是造成本地

区风灾的主要原因。此外，高原白天是热源，旺盛的对流导致高空冷空气动量下传或热空气

沿山坡上升，加之地势高亢的乱流作用，常使午后风速增大，形成山谷风或尘卷风。

[0076] 利用沿线各台站多年风速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这是提供设计风速的主要依据。根

据线路沿线各气象台站的实测风速资料，采用耿贝尔极值Ⅰ型分布统计计算，计算得到左贡

气象站50年一遇10m高10min平均最大风速为23 .9m/s。最后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中的风压成果表，左贡50年一遇风压转化成标准风压系数(1/1600)和当地风

压系数下的离地10m高50年一遇10min平均最大设计风速其值分别为21.9m/s与26.7m/s。

[0077] 7.3泽当

[0078] 泽当站地处中纬度高海拔的西藏高原地区。冬季10月至次年4月由于雅鲁藏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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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上空为西风急流，地面为冷高压控制，气候寒冷、干燥多大风，低温少雨雪，湿度特别

小，故称干(旱)季或风季，夏季5～9月近地面层为热低压控制，西南季风登上西藏高原，西

风急流北撤，西藏地区从南向北，从东到西被西南季风控制，降雨量非常集中，多夜雨、多雷

暴、多冰雹，空气湿润，故称雨季或湿(润)季。其风速订正成果如下：

[0079] 表2设计风速调整成果

[0080]

[0081] 查看全国各城市风压表得泽当气象站气象站50年一遇风压值均为0.30kN/m2。进

而推算出标准风压系数(1/1600)和当地风压系数下的离地10m高50a一遇10min平均最大设

计风速，成果见下表。

[0082] 表3基本风压推算设计风速成果表

[0083]

[0084] 根据现场调查，大风对当地建构筑物的破坏及大风灾害情况分析，沿线以局部阵

性大风危害较大，估计瞬时最大风力达9～10级，相应风速20.8～28.4m/s。

[0085] 通过以上我们对藏中沿线降水和温度以及风场气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0086] (1)降水月变化中西段平均降水量最大，且最容易产生暴雨，中段次之，东段是降

水量最少，暴雨次数也最少地段。所以夏季西段线路输电设备最容易受到降水的影响。年际

变化中累计降水量呈波动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年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年累计降水量

的空间分布极其不均匀，各站间降水量存在显著的差异。

[0087] (2)电网沿线八站平均的年累计降水量主要表现出1-4年、10-16年的振荡周期，以

及22年以上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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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3)结合平均温度和最低温度月平均，夏季与冬季，在藏中联网工程沿线需要格外

注意的站点不同，夏季，八宿、察隅、泽当等地需要考虑高温问题，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高温

热浪的现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西藏地区的温度在逐渐升高。而在冬季，左贡、墨竹工卡和

泽当地区即输电设备东段和西段需要考虑低温冰冻灾害的影响，温度对中段影响较小。

[0089] (4)年均最高温度的多尺度周期分布情况与年累计降水类似，均存在4年左右的年

际变化，12-16年的年代际周期变化特征以及26年以上的周期变化，但在整个34年的时间长

度上，年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均稳定存在。

[0090] (5)以林芝、左贡、泽当为代表站讨论极端风速对电线的影响，采用极值I型曲线计

算50a一遇最大风速，再根据在地风压系数订正得到电线最大设计风速，结果分别是27.5m/

s，26.7m/s和27.1m/s。

[0091]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

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明即可。

[0092]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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