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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
热量计算方法。
含在线防冰工作状态和融冰工作
状态热量计算。在防冰工作工作状态中 ，
计算升
温阶段和保温阶段的所需热量；
升温阶段计算导
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导线溶解未来Ts分钟
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
量，
保温阶段计算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结
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流量。在融
冰工作状态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的所
需热量：
升温阶段计算导线升温所需热量、外部
冰升温到0℃所需的热量和对流散热热流量，
融
冰阶段计算融冰所需热量，
预测未来Tw分钟覆冰
需要的融冰热量，
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之和。
本发明准确计算导线的融冰功率，
指导电力输电
线在线防冰融冰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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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所述自制热导线含内
导体、
嵌入材料和外导体三部分，
自制热导线安装有传感器，
输电线路工作时传感器感知输
电线路温度和输电线路当前覆冰状态，
预测输电线路未来覆冰状态，
当导线覆冰时自动实
施融冰工作，
当导线没有覆冰但预测到未来可能覆冰时，
实施防冰工作；
其特征在于：
按照自制热导线的防冰工作状态和融冰工作状态两种情况，
分别进行在
线防冰工作状态热量和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当预测未来可能会覆冰时，启动防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防冰工作状态分两个阶段，
升
温阶段和保温阶段；
当输电导线温度小于1℃时，
防冰工作状态在升温阶段，
当输电导线温
度大于等于1℃时，
防冰工作状态在保温阶段，
设防冰工作升温阶段工作时间为Ts分钟；
当自制热导线传感器判断有覆冰时，启动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融冰工作状态分为
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
升温阶段是指自制热导线从启动融冰开始到0℃的过程，
融冰阶段是
指导线升温到0℃后，启动融冰的过程；
设升温阶段需要的时间为Tu分钟，
融冰过程需要的
时间为Tw分钟；
将1米长的自制热导线称为单位自制热导线，
热量计算时，
先计算单位自制热导线的所
需热量，
然后按照需要计算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总热量需求；
在防冰工作状态的两个阶段中，
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保温阶段的所需热量为：
升温阶段需要计算的热量有三部分：
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
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
内预测覆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量，
三部分的总和为防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
的热量；
在防冰工作状态的保温阶段：
当导线温度升至1℃时，
进入保温阶段，
保温阶段的防冰
热量有两部分：
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流量；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两个阶段中，
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的所需热量为：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升温阶段中，
热量计算包括导线升温所需热量、
外部冰升温到0℃所
需的热量和对流散热热流量，
三部分的总和为融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的热量；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所需热量计算为：
当传感器测量到导线温度到了0℃，
开始
计算融冰阶段热量，
融冰过程需要的时间按Tw分钟来计算，
融冰阶段热量包括融冰所需热
量，
预测未来Tw分钟覆冰需要的融冰热量，
和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之和；
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热量需求为导线以米为单位的实际长度乘以单位自
制热导线需要的热量。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单位自制热导线防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计算的热量计算步骤是：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计算：
设在加热升温前，
自制热导线中的内导体、嵌入材料、外导体具有相同的温度，
设升温
前导线温度为t1 ，
t1<1℃，
设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
内导体升温需要的热量为Q1t、
嵌入
材料升温需要的热量为Q2t、
外导体升温需要的为Q3t ，
三个热量之和为Qup ；
Q1t、
Q2t、
Q3t计算方
法如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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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1 表示自制导线内导体的半径，
r2表示嵌入材料包裹内导体后的半径，
r3表示外
导体包裹嵌入材料后整个导线的半径，
r1 、r2 、r3的单位为米；
自制导线内导体的比热容为
c1 ，
嵌入材料比热容为c2 ，
外导体比热容为c3 ；
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摄氏度；
内导体的密
度为ρ1 ，
嵌入材料密度为ρ2 ，
外导体密度为ρ3 ；
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2)单位自制热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覆冰需要的热量计算：
设单位自制热导线未来Ts分钟覆冰重量为g12 ，
且假设刚结冰的覆冰层温度为0度，
设冰
的融化热为Lm ,Lm单位为焦尔每千克；
则融解这些冰需要消耗的能量Qm如式(3-2)所示；
Qm＝g12·Lm
(3-2)
3)单位自制热导线外的对流散热计算：
设环境温度为tc℃，
空气与自融冰导体的表面传热系数为h，
表面传热系数h单位为瓦每
平方米℃，
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Фs＝πr3h(1-tc) (3-3)
4)升温阶段，
单位自制热导线每Ts分钟所需热量导线防冰需要的总热量Qall为：
Qall＝Qup+Qm+Фs×Ts×60
(3-4)
单位自制热导线防冰工作保温阶段的热量计算是：
当导线温度升至1℃时，
进入保温阶段，
保温阶段的防冰热量有两部分：
导线融解未来
Ts分钟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
在保温阶段导线温度为1度，
保温阶段
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Qon为：
Qon＝g12·Lm+2πr3h(1-tc)×Ts×60
(3-5)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工作状态中升温阶段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
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为内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1a 、制热材料升温1℃需要的热量
Q2a、
外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3a之和，
Q1a、
Q2a、
Q3a计算方法如式(3-6)

2)单位自制热导线的冰升温1℃所需热量
设预测未来Tu分钟每米导线覆冰重量为g 22 ，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 s ，
冰的比
热容为ci ，
则冰升温1℃所需热量Qia为
Qia＝(0 .5g22+gs)·ci
(3-7)
3)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散热热流量
根据式(3-8a) ，
通过(0 .5g 22+gs)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b，
则根据牛顿冷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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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

Φs＝π(r3+b) h(0-tc)
(3-8b)
ρi为冰的密度，
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4)升温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的总热量
设升温开始时导线温度为tc℃，
升温时间为Tu分钟，
升温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
Qa为：
Qa＝-tc (Q1a+Q2a+Q3a+Qia)+Фs×Tu×60
(3-9)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1)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所需热量：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m ,设预测未来Tw分钟每米覆冰重量为g32 ，
设融冰所需热量为Qaw ,则融冰所需热量为:
Qaw＝(g32+gm)·Lm
(3-10)
2)单位自制热导线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
根据式(3-11a) ，
通过(g 32+g m)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c，
则单位自制热导线对
流传热的热流量Φsw为

Φsw＝2π(r3+c) h(0-tc)
(3-11b)
3)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总计
在Tw分钟内，
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阶段所需总热量Qas为：
Qas＝Qaw+Φsw×Tw×60
(3-12)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其特
征在于：
所述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热量需求为以米为单位的导线长度乘以单位
自制热导线需要的热量，
具体计算为：
设输电线路长度为LL米，
则输电线路总功率计算方法为：
(1)每Ts分钟防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ll
QLall＝Qall×LL；
(2)每Ts分钟防冰工作保温阶段所需热量QLon
QLon＝Qon×LL；
(3)每Tu分钟融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
QLa＝Qa×LL；
(4)每Tw分钟融冰工作融冰阶段所需热量QLas
QLas＝Qas×LL。

4

CN 109119931 B

说

明

书

1/7 页

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力输电线的在线融冰方法，
特别是一种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
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二)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不断增加电力负荷应用的环境下，
对裸露在外的电力线
路要求愈来愈高。而在寒冷的冬季，
不少地区的线路都会结冰，
造成线路的损坏。当结冰超
过线路的承受力时，
就会发生断线等严重事故。所以 ，
冬季的电力输电线除冰是必不可少，
十分重要的。在现有技术中，
融冰技术在不断提高。
申请号CN201610867150 .1《一种自融冰
导体以及融冰设备》和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嵌入绝缘导热材料的自制热导体和制热
设备及其实现方法》公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输电线路在线融冰方法，
且融冰效果较以前有
大幅度提高。但是，
上述两发明都没有进一步说明在线防冰融冰具体需要的功率，
还不能准
确控制自融冰导线的融冰功率和融冰工况。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冰融冰需要的功率计算方
法，
提供防冰融冰所需电源的工作状态，
能够对电力输电线融冰工作状态进行精确控制。
(三)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申请号CN201610867150 .1
《一种自融冰导体以及融冰设备》和
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嵌入绝缘导热材料的自制热导体和制热设备及其实现方法》的
基础上对电力输电线的融冰技术进一步提高。
[0004] 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和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公开的发明中，
其输电导线
均可以实施防冰与融冰工作。输电导线工作时，
安装有传感器，
并有覆冰预测技术。输电线
路安装的传感器，
感知输电线路温度和输电线路当前覆冰状态，
且输电线路覆冰预测技术
预测输电线路未来覆冰状态。当输电线路覆冰时，
启动输电线路融冰工作。当预测未来输电
线路可能覆冰时，
则启动输电线路防冰工作。启动防冰工作需计算防冰过程中需要的热量，
启动融冰需要计算融冰过程中所需热量。而在上述两个发明中，
尚未给出防冰融冰过程的
热量计算方法。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输电线路融冰工作和输电线路防冰工作在一段时间内需
要热量计算方法。通过热量计算，
准确给出输电线路防冰融冰工作所需热量，
指导电力输电
线防冰融冰所需的工作状态。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达到的：
[0006] 一种基于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在线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
所述自制热导线含
内导体、
嵌入材料和外导体三部分，
嵌入材料可以是自制热材料或自加热材料，
也可以是绝
缘材料。
自制热导线安装有传感器，
输电线路工作时传感器感知输电线路温度和输电线路
当前覆冰状态，
预测输电线路未来覆冰状态，
当导线覆冰时自动实施融冰工作，
当导线没有
覆冰但预测到未来可能覆冰时，
实施防冰工作。
[0007] 其特征在于：
按照自制热导线的防冰工作状态和融冰工作状态两种情况，
分别进
行在线防冰工作状态热量和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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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当预测未来可能会覆冰时，启动防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防冰工作状态分两个阶
段，
升温阶段和保温阶段；
当输电导线温度小于1℃时，
防冰工作状态在升温阶段，
当输电导
线温度大于1℃时，
防冰工作状态在保温阶段，
设防冰工作升温阶段工作时间为Ts分钟。
[0009] 当自制热导线传感器判断有覆冰时，
启动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融冰工作状态
分为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
升温阶段是指自制热导线从启动融冰开始到0℃的过程，
融冰阶
段指导线升温到0℃后，启动融冰的过程；
设升温阶段需要的时间为Tu分钟，
融冰过程需要
的时间为Tw分钟。
[0010] 将1米长的自制热导线称为单位自制热导线，
热量计算时，
先计算单位自制热导线
的所需热量，
然后按照需要计算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总热量需求。
[0011] 在防冰工作状态的两个阶段中，
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保温阶段的所需热量：
[0012] 升温阶段需要计算的热量有三部分：
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
导线融解未来Ts
分钟内预测覆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量，
三部分的总和为防冰工作升温阶段
需要的热量。
[0013] 在防冰工作状态的保温阶段：
当导线温度升至1℃时，
进入保温阶段，
保温阶段的
防冰热量有两部分：
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热流
量。
[0014]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两个阶段中，
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的所需热量：
[0015]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升温阶段中，
热量计算包括导线升温所需热量、
外部冰升温到0
℃所需的热量和对流散热热流量，
三部分的总和为融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的热量。设升温
时间为Tu分钟。
[0016]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所需热量计算为：
当传感器测量到导线温度到了0℃，
开始计算融冰阶段热量，
融冰过程需要的时间按Tw分钟来计算，
融冰阶段热量包括融冰所
需热量，
预测未来Tw分钟覆冰需要的融冰热量，
和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之和。任意长度自
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热量需求为以米为单位的导线实际长度乘以单位自制热导线需要的
热量。
[0017] 防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计算单位自制热导线的所需热量的热量计算步骤是：
[0018]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计算：
[0019] 设在加热升温前，
自制热导线中的内导体、
嵌入材料、外导体具有相同的温度，
设
升温前导线温度为t1 ，
t1<1℃，
则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为内导体升温需要的热量Q1t 、
嵌入材料升温需要的热量Q2t、
外导体升温需要的热量Q3t之和Qup ；
Q1t、
Q2t、
Q3t计算方法如式
(3-1)，

[0020]

[0021]

式中，
r1 表示自制导线内导体的半径，
r2表示嵌入材料包裹内导体后的半径，
r3 表
示外导体包裹嵌入材料后整个导线的半径，
r1、
r2 、
r3的单位为米；
自制导线的内导体的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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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c1 ，
嵌入材料比热容为c2 ，
外导体比热容为c3 ，
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摄氏度；
内导体
的密度为ρ1 ，
嵌入材料密度为ρ2 ，
外导体密度为ρ3 ；
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0022] 2)单位自制热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覆冰需要的热量计算：
[0023] 设未来Ts分钟覆冰重量为g12 ，
且假设刚结冰的覆冰层温度为0度，
设冰的融化热为
Lm ,Lm单位为焦尔每千克；
则融解这些冰需要消耗的能量Qm如式(3-2)所示；
[0024] Qm＝g12·Lm
(3-2)
[0025] 3)单位自制热导线外的对流散热计算：
[0026] 设环境温度为tc ℃，
空气与自融冰导体的表面传热系数为h，
表面传热系数h单位
为瓦每平方米℃，
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
[0027] Фs＝πr3h(1-tc)
(3-3)
[0028] 4)升温阶段，
单位自制热导线每Ts分钟防冰需要的总热量Qall为：
[0029] Qall＝Qup+Qm+Фs×Ts×60
(3-4)
[0030] 单位自制热导线防冰工作保温阶段的热量计算是：
[0031] 当导线温度升至1℃时，
进入保温阶段，
保温阶段的防冰热量有两部分：
导线融解
未来Ts分钟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
在保温阶段导线温度为1度，
保温
阶段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Qon为：
[0032] Qon＝g12·Lm+2πr3h(1-tc)×Ts×60
(3-5)
[0033] 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工作状态中升温阶段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0034]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
[0035] 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为内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1a 、
制热材料升温1℃需要的
热量Q2a、
外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3a之和，
Q1a、
Q2a、
Q3a计算方法如式(3-6)
[0036]

[0037]

2)单位自制热导线的冰升温1℃所需热量
[0038] 设预测未来Tu分钟每米导线覆冰重量为g 22 ，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 s ，
冰
的比热容为ci ，
则冰升温1℃所需热量Qia为
[0039] Qia＝(0 .5g22+gs)·ci
(3-7)
[0040] 3)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散热热流量
[0041] 根据式(3-8a) ，
通过(0 .5g 22+gs)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b，
则根据牛顿冷
却公式，
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
[0042]
[0043]

Φs＝π(r3+b)h(0-tc)
(3-8b)
[0044] ρi为冰的密度，
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0045] 4)升温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的总热量
[0046] 设升温开始时导线温度为tc ℃，
升温时间为Tu分钟，
升温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的
所需热量Q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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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Qa＝-tc (Q1a+Q2a+Q3a+Qia)+Фs×Tu×60
(3-9)
[0048]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0049] 1)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所需热量：
[0050]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m ,设预测未来Tw分钟每米覆冰重量为g32 ，
[0051] 设融冰所需热量为Qaw ,则融冰所需热量为:
[0052] Qaw＝(g32+gm)·Lm
(3-10)
[0053] 2)单位自制热导线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
[0054] 根据式(3-11a) ，
通过(g 32+gm)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c，
则单位自制热导
线对流传热的热流量Φsw为
[0055]
[0056]

Φsw＝2π(r3+c)h(0-tc)
(3-11b)
[0057] 3)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总计
[0058] 在Tw分钟内，
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所需总热量Qas为：
[0059] Qas＝Qaw+Φsw×Tw×60
(3-12)
[0060] 所述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热量需求为以米为单位的导线长度乘以单
位自制热导线需要的热量，
具体计算为：
[0061] 设输电线路长度为LL米，
则输电线路总功率计算方法为：
[0062]
(1)每Ts分钟防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ll
[0063] QLall＝Qall×LL
[0064]
(2)每Ts分钟防冰工作保温阶段所需热量QLon
[0065] QLon＝Qon×LL
[0066]
(3)每Tu分钟融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
[0067] QLa＝Qa×LL
[0068]
(4)每Tw分钟融冰工作融冰阶段所需热量
[0069] QLas＝Qas×LL
[0070]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是：
[0071] 在发明专利
《一种自融冰导体及其融冰设备》和发明专利《嵌入绝缘导热材料的自
制热导体和制热设备及其实现方法》中公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自融冰输电导线设计方案。
但是，
没有说明防冰融冰热量计算方法。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自制热导线的防冰融冰热量
计算方法。通过防冰融冰热量计算，
准确给出输电线路防冰融冰工作所需热量，
准确控制自
融冰导线的融冰功率，
指导计算分析电力输电线防冰融冰所需的工作状态。
(四)附图说明
[0072] 附图是本发明的自制热导线结构截面图。
[0073] 图中1为内导体，
2为嵌入材料，
3为外导体。嵌入材料是加热材料或是绝缘材料。r1
表示内导体的半径，
r2表示嵌入材料包裹内导体后的半径，
r3表示外导体包裹嵌入材料后整
个导线的半径，
r1、
r2、
r3的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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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体实施方式
[0074] 本发明是在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和申请号CN201810370549 .8基础上实施的
进一步实施的发明。在前述两发明中，
其输电导线均可以实施在线防冰与融冰工作。输电导
线工作时，
安装有传感器，
并有覆冰预测技术。输电线路安装的传感器，
能感知输电线路温
度和输电线路当前覆冰状态，
且具有输电线路覆冰预测技术预测输电线路未来覆冰状态。
当输电线路覆冰时，
启动输电线路融冰工作。当预测未来输电线路可能覆冰时，
则启动输电
线路防冰工作。
[0075] 本发明按照自制热导线的防冰工作状态和融冰工作状态两种情况，
分别进行在线
防冰工作状态热量和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0076] 将1米长的自制热导线称为单位自制热导线，
热量计算时，
先计算单位自制热导线
的所需热量，
然后按照需要计算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总热量需求。当预测未来
可能会覆冰时，
启动防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防冰工作状态分两个阶段，
升温阶段和保温阶
段；
当输电导线温度小于1℃时，
防冰工作状态在升温阶段，
当输电导线温度大于1℃时，
防
冰工作状态在保温阶段，
设防冰工作升温阶段工作时间为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防冰工
作升温阶段需要计算的热量计算步骤是：
[0077]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计算：
[0078] 设在加热升温前，
自制热导线中的内导体、
嵌入材料、外导体具有相同的温度，
设
导线实时温度为t1 ，
t1<1℃，
则导线升温到1℃需要的热量为内导体升温需要的热量Q1t 、
嵌
入材料升温需要的热量Q2t、
外导体升温需要的热量Q3t之和Qup ；
Q1t、
Q2t、
Q3t计算方法如式(31)，

[0079]

[0080]

式中，
r1 表示自制导线内导体的半径，
r2表示嵌入材料包裹内导体后的半径，
r3 表
示外导体包裹嵌入材料后整个导线的半径，
r1、
r2 、
r3的单位为米；
自制导线的内导体的比热
容为c1 ，
嵌入材料比热容为c2 ，
外导体比热容为c3 ，
内导体的密度为ρ1 ，
嵌入材料密度为ρ2 ，
外
导体密度为ρ3 ；
[0081] 2)单位自制热导线融解未来Ts分钟内预测覆冰需要的热量计算：
[0082] 设单位自制热导线未来Ts分钟覆冰重量为g12 ，
且假设刚结冰的覆冰层温度为0度，
设冰的融化热为Lm ,Lm单位为焦尔每千克；
则融解这些冰需要消耗的能量Qm如式(3-2)所示；
[0083] Qm＝g12·Lm
(3-2)
[0084] 3)单位自制热导线外的对流散热计算：
[0085] 设环境温度为tc ℃，
空气与自融冰导体的表面传热系数为h，
表面传热系数h单位
为瓦每平方米℃，
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Фs＝πr3h(1-tc)
(3-3)
[0086] 4)升温阶段，
单位自制热导线每Ts分钟防冰需要的总热量Qall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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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Qall＝Qup+Qm+Фs×Ts×60
(3-4)
[0088] 单位自制热导线防冰工作保温阶段的单位自制热导线热量计算是：
[0089] 当导线温度升至1℃时，
进入保温阶段，
保温阶段的防冰热量有两部分：
导线融解
未来Ts分钟内预测结冰需要的热量和导线外的对流散热，
在保温阶段导线温度为1度，
保温
阶段每Ts分钟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Qon为：
[0090] Qon＝g12·Lm+2πr3h(1-tc)×Ts×60
(3-5)
[0091] 当自制热导线传感器判断有覆冰时，
启动融冰工作状态热量计算，
融冰工作状态
分为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
升温阶段是指自制热导线从启动融冰开始到0℃的过程，
融冰过
阶段指导线升温到0℃后，启动融冰的过程；
设升温阶段需要的时间为Tu分钟，
融冰过程需
要的时间为Tw分钟。
[0092]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两个阶段中，
分别计算升温阶段和融冰阶段的所需热量：
[0093] 在融冰工作状态的升温阶段中，
热量计算包括导线升温所需热量、外部冰升温所
需的热量和对流散热热流量，
三部分的总和为融冰工作升温阶段需要的热量。
[0094]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所需热量计算为：
当传感器测量到导线温度到了0℃，
开始计算融冰阶段热量，
融冰过程需要的时间按Tw分钟来计算，
融冰阶段热量包括融冰所
需热量，
预测未来Tw分钟覆冰需要的融冰热量，
和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之和。
融冰工作状
态中升温阶段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0095] 1)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
[0096] 导线升温1℃所需热量为内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1a 、
制热材料升温1℃需要的
热量Q2a、
外导体升温1℃需要的热量Q3a之和，
Q1a、
Q2a、
Q3a计算方法如式(3-6)
[0097]

2)单位自制热导线的冰升温1℃所需热量
[0099] 设预测未来Tu分钟每米导线覆冰重量为g 22 ，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 s ，
冰
的比热容为ci ，
则冰升温1℃所需热量Qia为
[0100] Qia＝(0 .5g22+gs)·ci
(3-7)
[0101] 3)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散热热流量
[0102] 根据式(3-8a) ，
通过(0 .5g 22+gs)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b，
则根据牛顿冷
却公式，
单位自制热导线对流传热的平均热流量Φs为
[0098]

[0103]
[0104]
[0105]
[0106]
[0107]
[0108]
[0109]

Φs＝π(r3+b)h(t1-tc)
(3-8b)
ρi为冰的密度，
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4)单位自制热导线升温阶段所需的总热量
设升温开始时导线温度为tc℃，
升温时间为Tu分钟，
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a为：
Qa＝-tc (Q1a+Q2a+Q3a+Qia)+Фs×Tu×60
(3-9)
在融冰工作状态中融冰阶段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计算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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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1)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所需热量：
[0111] 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每米冰重为g m ,设预测未来Tw分钟每米覆冰重量为g 32 ，
设融冰
所需热量为Qaw ,则融冰所需热量为:
[0112] Qaw＝(g32+gm)·Lm
(3-10)
[0113] 2)单位自制热导线抵抗对流散热所需热量：
[0114] 根据式(3-11a) ，
通过(g 32+gm)计算覆冰厚度，
假设覆冰厚度为c，
则单位自制热导
线对流传热的热流量Φsw为
[0115]
[0116]

Φsw＝2π(r3+c)h(t1-tc)
(3-11b)
[0117] 3)单位自制热导线所需热量总计：
[0118] Tw分钟内，
单位自制热导线融冰所需总热量Qas为：
[0119] Qas＝Qaw+Φsw×Tw×60
(3-12)
[0120] 本发明的方法，
在热量计算时，
先计算单位自制热导线的所需热量，
然后按照需要
计算任意长度自制热导线的输电线路总热量需求。
[0121] 设输电线路长度为LL米，
则输电线路总功率计算方法为：
[0122]
(1)在Ts分钟内，
防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ll
[0123] QLall＝Qall×LL；
[0124]
(2)每Ts分钟防冰工作保温阶段所需热量QLon
[0125] QLon＝Qon×LL；
[0126]
(3)在Tu分钟内，
融冰工作升温阶段所需热量QLa
[0127] QLa＝Qa×LL；
[0128]
(4)在Tw分钟内，
融冰工作融冰阶段所需热量QLas
[0129] QLas＝Qas×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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