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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

融冰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启动馈线

融冰终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及线路覆冰情况，当

配网线路覆冰厚度达到预警值时，经配网无线通

讯网络将测量所得气象数据及覆冰厚度数据传

递给主站；然后主站根据融冰厚度及气象数据计

算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经配网通信网络将

该曲线下达给馈线融冰终端，并将馈线融冰终端

从无功优化模式切换到融冰模式；最后当主站融

冰曲线反馈响应时间超过允许值时，由馈线融冰

终端根据主站预先下达的经验曲线自行进行融

冰处理。本发明可以实现负荷不断电情况下的配

电线路预融冰，避免覆冰风险，在通讯中断情况

下，依然能保证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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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启动馈线融冰终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线路数据及覆冰情况，当配网线路覆冰厚度

达到预警值时，馈线融冰终端经配网无线通信网络将测量所得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数据传

递给主站；

S2：主站根据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计算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经配网无线通信网络

将计算出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下发给馈线融冰终端，并将馈线融冰终端从无功优化

模式切换到融冰模式；所述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的特征表达式为：

，

其中 ，Ir为融冰电流，R0为0℃时的导线电阻，Tr为融冰时间，Δt为导体温度

与外界气温之差，g 0为冰的比重，b为冰层厚度，D为导体覆冰后的外径，R T0为等效冰层传导

热阻，d为导线直径，Ln为导线长度，λ为导热系数，  RT为对流及辐射等效热阻；

S3：当主站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反馈响应时间超出允许值时，由馈线融冰终端根

据主站预先下达的融冰电流-时间经验曲线自行进行融冰处理；

所述馈线融冰终端包括高压并联电容器组、户外/内交流高压真空开关及专用电压互

感器，具有数据采集、实时通信及馈线融冰功能，设置无功优化和馈线融冰两种工作模式，

安装在易覆冰的馈线线路末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境

数据包括外界气温、风速、雨淞/雾凇情况，所述线路数据包括导线温度、直径、线路电流、电

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网无线通信网络采用“主站-变电站”主干网络和“变电站-馈线融冰终端”分支网络相结

合的网络结构，采用三层交换机实现主干网络与分支网络的连接，变电站通过分支网络汇

总整合馈线融冰终端采集的运行数据，经由主干网络上传至主站，由主站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算，并将决策指令逐级下达至馈线融冰终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无功优化模式采用基于三级协调的配电网无功电压优化控制策

略，并从目标、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协调优化配网无功。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融冰模式采用末端无功倒送方式，融冰过程需同时进行配电网

电压预算，满足馈线电压约束；所述配电网电压预算的方法为自下而上判断，自上而下校

正，当电压越限时，启动电压校正功能，并考虑负荷波动变化的情况，以恢复电压合格为目

标，生成控制的遥调或遥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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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丽水市地处山区，在08年冰灾时，受损严重。2008年1月13日起，一场罕见的冰灾害

突袭中国南方。据统计，冰灾致使丽水市区莲都区电网1座35千伏变电所全所失电、35千伏

线路杆塔(断)倒17基、10千伏线路杆塔(断)倒283基、低压线路杆(断)倒256基、供电线路断

线累计200多公里。一时间，莲都区205个自然村、23027户、共7万8千多人受断电之苦，而丽

水市缙云县部分配网线路位于海拔更高的山区，受灾更为严重。

[0003] 尽管目前国内外在线路设计和运行阶段已取得有益的经验，包括侧重于运行的带

负荷融冰技术、短路融冰技术，也包括架设防覆冰新型线路和加强设计型线路的技术，但这

些技术在推广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并且电网融冰目前以高压直流融冰为主，主要适用于

高压线路。当配电网线路出现覆冰时，一般的道路，尤其是进山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由于

配电网线路的开环结构运行的特点，馈线上一般挂接很多的配变。需要人员直接驾车进去

关闭，这本身不可行。因此配电网的融冰技术和高压网络的直流融冰技术不同，需要考虑非

失电模式下的融冰技术，提高电网的运行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其可以

实现负荷不断电情况下的配电线路预融冰，避免覆冰风险，在通讯中断情况下，依然能保证

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本发明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启动馈线融冰终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线路数据及覆冰情况，当配网线路覆冰

厚度达到预警值时，馈线融冰终端经配网无线通信网络将测量所得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数

据传递给主站；

[0008] S2：主站根据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计算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经配网无线通信

网络将计算出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下发给馈线融冰终端，并将馈线融冰终端从无功

优化模式切换到融冰模式；

[0009] S3：当主站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反馈响应时间超出允许值时，由馈线融冰终

端根据主站预先下达的融冰电流-时间经验曲线自行进行融冰处理。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馈线融冰终端包括高压并联电容器组、户外/内交流高压真空开关

及专用电压互感器，具有数据采集、实时通信及馈线融冰功能，设置无功优化和馈线融冰两

种工作模式，安装在易覆冰的馈线线路末端。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环境数据包括外界气温、风速、雨淞/雾凇情况，所述线路数据包括

导线温度、直径、线路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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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所述配网无线通信网络采用“主站-变电站”主干网络和“变电站-馈线

融冰终端”分支网络相结合的网络结构，采用三层交换机实现主干网络与分支网络的连接，

变电站通过分支网络汇总整合馈线融冰终端采集的运行数据，经由主干网络上传至主站，

由主站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并将决策指令逐级下达至馈线融冰终端。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的特征表达式为：

[0014]

[0015] 其中 Ir为融冰电流，R0为0℃时的导线电阻，Tr为融冰时间，Δt为导体

温度与外界气温之差，g0为冰的比重，b为冰层厚度，D为导体覆冰后的外径，RT0为等效冰层

传导热阻，d为导线直径，Ln为导线长度，λ为导热系数，对雨淞λ＝2.27×10-2，对雾淞λ＝

0 .1 2× 1 0 - 2 ，R T为对流及辐射等效热阻 ，对雾淞 对雨淞

其中V为风速。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无功优化模式采用基于三级协调的配

电网无功电压优化控制策略，并从目标、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协调优化配网无功。主要涉及

有载调压主变调压控制、站内无功补偿设备控制、10kV线路调压器控制、10kV无功补偿设备

控制、有载调压配变调压控制、配变低压无功补偿控制、配变台区低压用户电压监测。

[0017] 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在目标维上，针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降低网损、提高

电压质量、减少无功设备调节次数等目标，进行多目标分解协调控制；在空间维上，针对高

压、中压、低压，进行三个电压等级之间的分解协调；在时间维上，针对经济性和电压安全性

问题，进行不同时间尺度的协调控制。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融冰模式采用末端无功倒送方式，融冰

过程需同时进行配电网电压预算，满足馈线电压约束；所述配电网电压预算的方法为自下

而上判断，自上而下校正，当电压越限时，启动电压校正功能，并考虑负荷波动变化的情况，

以恢复电压合格为目标，生成控制的遥调或遥控命令。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提出了预融冰理念，变事后处理为事前主动处理，即将发生覆冰风险情

况下，系统主动启动预融冰模式，避免覆冰风险，同时在进行融冰处理时配网无需进行停电

操作。

[0021] (2)本发明提出的融冰方法，在满足馈线融冰要求的同时，通过采集配网各点遥测

遥信量等实时数据进行无功优化分析，实现对配电网无功电压的协调优化控制，满足目前

配网对生产管理、降损节能等各方面的要求。

[0022] (3)本发明提出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制定了通讯中断下的配电网控制响应机制，

由于配电网的户外运行设备，大部分地区分散，通讯手段缺乏，考虑以无线通讯为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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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于网络情况庞大的配电网，当发生通讯中断的情况时，融冰终端将根据主站预先下达

的融冰电流-时间经验曲线自行进行融冰处理，保证配电线路依然能够安全可靠运行。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是实施例中木栗线线路结构图；

[0025] 图3是实施例中的木栗线主干线各馈线段电流(单位：A)。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7] 实施例：本实施例的一种非失电模式的配电线路融冰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

步骤：

[0028] S1：启动馈线融冰终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线路数据及覆冰情况，环境数据包括外

界气温、风速、雨淞/雾凇情况，线路数据包括导线温度、直径、线路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

[0029] 当配网线路覆冰厚度达到预警值时，馈线融冰终端经配网无线通信网络将测量所

得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数据传递给主站；

[0030] S2：主站根据环境数据及覆冰厚度计算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融冰电流-时间

关系曲线的特征表达式为：

[0031]

[0032] 其中，

[0033]

[0034] Ir——融冰电流；

[0035] R0——0℃时的导线电阻；

[0036] Tr——融冰时间；

[0037] Δt——导体温度与外界气温之差；

[0038] g0——冰的比重(一般按雨淞取0.9)；

[0039] b——冰层厚度；

[0040] D——导体覆冰后的外径；

[0041] RT0——等效冰层传导热阻；

[0042] d——导线直径；

[0043] Ln——导线长度；

[0044] λ——导热系数，对雨淞λ＝2.27×10-2，对雾淞λ＝0.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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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R T — — 对 流 及 辐射 等 效 热阻 ，对 雾 淞 对 雨 淞

其中V为风速；

[0046] 根据上述公式，在外界气象条件(风速、气温)以及覆冰厚度已知的情况下，可以得

到融冰电流大小与融冰所需时间的关系曲线，在进行融冰操作时，可以利用本公式，通过起

始融冰电流推算基本融冰时间；

[0047] 经配网无线通信网络将计算出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下发给馈线融冰终端，

并将馈线融冰终端从无功优化模式切换到融冰模式，根据要求将无功功率自末端注入馈

线；

[0048] S3：当主站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反馈响应时间超出允许值时(即馈线融冰终

端在设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主站下发的融冰电流-时间关系曲线)，由馈线融冰终端根据主

站预先下达的融冰电流-时间经验曲线自行进行融冰处理。

[0049] 由于配电网的户外运行设备，大部分地区分散，通讯手段缺乏。考虑以无线通讯为

主的方式，对于网络情况庞大的配电网，需要充分考虑通讯中断的情况下，系统依然能够安

全可靠运行。

[0050] 将容量可调的馈线融冰终端作为控制节点，主站向馈线融冰终端下发融冰电流-

时间关系曲线或目标，由馈线融冰终端控制本地设备运行；当主站融冰曲线反馈响应时间

超出允许值，即通讯中断时，由馈线融冰终端根据主站预先下达的融冰电流-时间经验曲线

自行进行融冰处理，无需依赖于主站实时通讯。

[0051] 馈线融冰终端包括高压并联电容器组、户外/内交流高压真空开关及专用电压互

感器，具有数据采集、实时通信及馈线融冰功能，设置无功优化和馈线融冰两种工作模式，

安装在易覆冰的馈线线路末端。

[0052] 配网无线通信网络采用“主站-变电站”主干网络和“变电站-馈线融冰终端”分支

网络相结合的网络结构，采用三层交换机实现主干网络与分支网络的连接，变电站通过分

支网络汇总整合馈线融冰终端采集的运行数据，经由主干网络上传至主站，由主站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算，并将决策指令逐级下达至馈线融冰终端。

[0053] 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无功优化模式采用基于三级协调的配电网无功电压优

化控制策略，并从目标、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协调优化配网无功。主要涉及有载调压主变调

压控制、站内无功补偿设备控制、10kV线路调压器控制、10kV无功补偿设备控制、有载调压

配变调压控制、配变低压无功补偿控制、配变台区低压用户电压监测。

[0054] 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在目标维上，针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降低网损、提高

电压质量、减少无功设备调节次数等目标，进行多目标分解协调控制；在空间维上，针对高

压、中压、低压，进行三个电压等级之间的分解协调；在时间维上，针对经济性和电压安全性

问题，进行不同时间尺度的协调控制。

[0055] 步骤S2中，馈线融冰终端的融冰模式采用末端无功倒送方式，融冰过程需同时进

行配电网电压预算，满足馈线电压约束；所述配电网电压预算的方法为自下而上判断，自上

而下校正，当电压越限时，启动电压校正功能，并考虑负荷波动变化的情况，以恢复电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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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目标，生成控制的遥调或遥控命令。

[0056] 以木栗线融冰为例，其主干线为架空LGJ-95，线路结构如图2所示，在不同环境温

度下，保线电流、1小时内融冰电流如表1所示，表1为木栗线LGJ-95架空线融冰电流(1小时

融冰)。

[0057]

[0058] 表1

[0059] 对木栗线做简化等效处理，负荷功率设置为：1915kW，373kVar。在鸟下村支线处主

干线交接点注入无功，仿真结果如表2、表3所示，表2为木栗线主干线、分支线各段电流(A)，

表3为木栗线主干线、分支线各段电压(kV)。

[0060] 线路段 无融冰装置 1MVar 2MVar 3MVar 4MVar 5MVar

馈线段1 123.47 119.83 144.71 187.95 240.52 298.09

馈线段2 122.58 121.44 120.32 119.21 118.11 117.04

馈线段3 122.14 121.00 119.88 118.77 117.68 116.61

馈线段4 117.56 116.46 115.37 114.30 113.25 112.21

馈线段5 115.76 114.67 113.60 112.54 111.50 110.48

鸟下村支线 0.88 0.87 0.86 0.86 0.85 0.85

南溪村支线 5.31 5.27 5.23 5.19 5.15 5.12

南溪车站 1.80 1.78 1.77 1.76 1.74 1.73

南溪碾石场 0.44 0.44 0.44 0.44 0.43 0.43

[0061] 表2

[0062]

[0063] 表3

[0064] 假定环境温度为-3℃，风速3米/秒，覆冰10mm，则保线电流为204.1A，融冰电流为

269.9A。

[0065] 由表1、表2可知，当馈线融冰终端配置1MVar时，融冰段电流变小，线路末端电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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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10.39kV，属于正常补偿范围；当馈线融冰终端配置2Mvar、3MVar时，进入过补状态，融

冰段电流变大到144.71A、187.95A，但未达到保线电流和融冰电流，线路末端电压上升至

10.47kV、10.55kV，属于电压合格范围之内；当馈线融冰终端配置4Mvar时，融冰段电流变大

到240.52A，达到保线电流，未达到融冰电流，线路末端电压抬高到10.63kV，在电压合格范

围内；当馈线融冰终端配置5MVar时，融冰段电流变大到289.09A，达到融冰电流，线路末端

电压抬高至10.71kV，达到电压合格率的上限，如图3所示。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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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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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的任何修改或

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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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09449852 B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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