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9322/j.cnki.issn.1006-4710.2018.01.008

收稿日期:2017-06-23
基金项目:南方电网科技基金资助项目(ynkjxm00000208)

作者简介:杨金东,男,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分析和设备状态评估。E-mail:1440771598@qq.com
通讯作者:郭鹏程,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流体机械/水力机械流体动力学与优化设计、水力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

断、水力机械振动与稳定性控制。E-mail:guoyicheng@xaut.edu.cn

含小电源的地方电网区域备自投的研究

杨金东1,肖 齐1,陶 晔1,李周龙1,李荣民1,李 佳1,
冀婉舒2,郭鹏程2,余向阳2

(1.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临沧供电局,云南 临沧677000;2.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要:为改善地方电网现有备自投的性能,减少小电源接入时备自投拒动的可能,提出一种与原有

站内备自投配合投切、适用于含小电源的地方电网的区域备自投方案,并进行仿真验证。通过实时

辨识断路器状态,生成相应的一组备自投,并根据动作逻辑条件自动生成控制指令,采用优先远方

同期并网、后联切小电源的模式,达到尽可能不牺牲母线电压又能快速恢复供电的目的。在

PSCAD中建立了云南临沧地区110kV链式电网模型,并对4个典型故障点进行了仿真。仿真结

果表明,故障时该方案模型反应迅速准确,是提高地区电网供电可靠性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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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existinglocalpowergridautomaticswitchovercontrolperform-
anceandreducetheautomaticswitchovercontrolfaultofthesmallpowersupply,anewareaau-
tomaticswitchovercontrolapproachisproposedandconfirmedbysimulating.Throughthereal-
timeidentificationofthecircuitbreakerstate,asetofcorrespondinglogicalcontrolsaregenera-
ted,withtheprioritygridbeingoverthesameperiod,andwiththedistanceintertrippingsmall
powersupplymode,thepurposeisachievedasfaraspossiblewithoutsacrificingthebusvoltage,
thusquicklyrestoringpowersupply.The110kVchainmodelofYunnanLincangareagridis
builtinPSCADwiththe4typicalfaultssimulated,theresultsindicatethatwhenafaultoccurs
thereactionisrapidandaccurate,whichistheeffectivemeasuretoimprovethereliabilityofpow-
ersupplynetworkarea.
Keywords:smallpowersupply;areagridautomaticswitchovercontrol;busvoltage

  电网智能化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电
网结构日益复杂多变,而传统的基于站内电气信息

量的备自投装置仅作用于装设有该备自投的单一变

电站,对于链式网络只能挽救开环点厂站的负荷[1]。
为提高电网的安全性,区域备自投控制系统需要与

站内备自投配合动作。
云南临沧地区网架结构薄弱[2],水电资源丰富,

存在较多单线单变链式供电,110kV变电站有大量

小电源上网的情况。当线路发生故障,由于小电源

的支撑使得变电站孤网运行或母线缓慢失压[3],可
能导致备自投不动作,影响链式供电区域的供电可

靠性,若动作,则牺牲了孤网运行的可能性。
目前国内研究的区域备自投控制系统大部分基

于地区电网能量管理系统(EMS),通过各变电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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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遥信等相关信息[4-5]对备自投是否动作进行判

断。文献[6]以具有特定连接的3个弱联系变电站

作为研究目标,介绍了一种广域变电站备用电源自

投方案,通过电网信息共享和远程光纤通道信息技

术实现,并给出了逻辑功能建模流程。文献[7]提出

一种基于站域信息的备自投构建方法,用一套装置

实现一个变电站内的所有备自投功能。文献[8-9]
利用拓扑结构辨别提出了可自动生成动作逻辑的备

自投自适应建模方法。但以上自适应建模仿真均未

考虑分布式电源接入的情况。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大量小电源接入地方电

网的区域备自投模型构建方法,说明了区域备自投

与传统站内备自投配合原则,通过电网运行实时信

息进行判断可自动生成控制指令,实现大量小电源

接入地方电网的区域备自投自适应建模。最后,利
用PSCAD模拟实际电网运行参数进行故障仿真。
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区域备自投模型在小电

源富集区域能够更好地适应线路失去主供电源后备

用电源的投入,更快地缩短故障时间、缩小失电范

围,也大大降低了备自投建模的人工维护工作量。

1 区域备自投的设计方案

1.1 传统站内备自投控制策略

110kV变电站站内典型接线方式包括:单母分

段、单母分段带旁母、双母线接线。传统站内备自投

控制策略根据不同接线方式建立相应的备自投模

型,备自投种类繁多[10-11],现就典型接线下的传统

站内备自投动作逻辑进行简要说明。
以110kV单母分段接线方式为例,如图1所

示,分别对站内备自投充电条件、放电条件、动作逻

辑、闭锁条件判据作出说明,其他三种接线方式与单

母分段接线的逻辑判据相似[12],故不再赘述。

图1 110kV单母分段接线方式

Fig.1 110kVsectionalizedsingle-busconfiguration
 

充电逻辑如表1所示,表达式为:A&B&C&
D&E&F,当同时满足以上6个条件时备自投开始

充电,把乙线作为甲线的备用供电线路,防止故障跳

闸母线失压的情况发生。
放电逻辑如表2所示,表达式为:A|B|C|D|E|

F,当任一条件成立时备自投立即放电,不具备动作

条件。
表1 充电条件判据

Tab.1 Chargingconditioncriterion

逻辑条
件编码 设备编号 逻辑条件

A 母线:M1 有压判据:电压≥70%额定值

B 母线:M2 有压判据:电压≥70%额定值

C 线路:乙线 有压判据:电压≥70%额定值

D 线路开关:DL1 开关状态:合位

E 线路开关:DL2 开关状态:分位

F 母联开关:MDL 开关状态:合位

表2 放电逻辑判据

Tab.2 Dischargelogiccriterion

逻辑条件编码 逻辑条件

A M1 母线差动保护动作

B 断路器处于检修、冷备用状态

C 安稳装置动作

D 开关位置异常

E 手动分闸甲线开关

F 备自投动作成功,DL1 断开,DL2 闭合

动作逻辑见表3,表达式为:A&B&C&D&E。
当故障跳闸后满足动作逻辑条件时备自投动作,首
先跳开甲线开关DL1,再合上乙线开关DL2,乙线则

作为备用线路为变电站持续性供电。
表3 动作逻辑判据

Tab.3 Actionlogiccriterion

逻辑条
件编码 设备编号 逻辑条件

A 母线:M1 无压判据:电压≤30%额定值

B 母线:M2 无压判据:电压≤30%额定值

C 线路:甲线 无流判据:电流≤30%额定值

D 线路:甲线 线路差动保护动作

E 母线:M1 电压检查控制字投入

1.2 传统站内备自投与区域备自投配合原则

当线路发生故障跳闸时,110kV变电站站内原

有备自投将动作,恢复链式网络开环点站的供电。
现基于原有站内备自投,构建一种综合遥测、遥信等

电气量信息可远方分合断路器的区域备自投控制策

略。当电网中无小电源接入,站内备自投与区域备

自投配合动作原则是:当地方电网某一线路或母线

发生故障,备自投动作条件满足,判断站内是否装有

备自投装置,未安装备自投装置或动作失败均启动

区域备自投[13]。若站内备自投动作成功,由区域备

自投判断是否需要后续动作,若已恢复所有失电母

94杨金东,等:含小电源的地方电网区域备自投的研究



线电压,则向区域备自投发送闭锁指令,区域备自投

根据闭锁指令[14]不动作,具体流程图见图2。当电

网中有小电源接入时,则直接切掉大量小电源,备自

投虽然满足动作条件,但却牺牲了孤网运行的可能,
造成了不必要的能源流失。

图2 站内备自投与区域备自投配合动作逻辑

Fig.2 Supplybackupautomaticswitchandregional
coordinatedactionlogicinstation

 

区域备自投的动作逻辑控制依靠远程光纤通信

技术实现,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区域备自投自动闭

锁。此时原有站内备自投立即启动动作,挽救开环

点站负荷,避免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发生。

1.3 考虑小电源接入对备自投的影响

未有小电源接入地方电网时,以图1为例,线路

甲线发生故障,保护动作开关DL1 跳闸,母线M1 电

压迅速下降,当 M1 电压小于额定电压的30%且甲

线电流降至低于额定电流的30%时启动备自投动

作[15],经延时合上开关DL2,恢复 M1、M2 的母线电

压。故障发生母线未失压,实现了备自投功能。
当存在小电源接入电网时,线路甲线发生故障

跳闸,母线 M1 因为有小电源的支撑电压暂时不下

降,不能降至30%的额定电压以下,不满足备自投

动作条件,故导致备自投不动作。小电源与母线

M1 形成孤岛,运行不稳定且电能质量差[16]。
对于地方电网中小电源富集的情况,故障后区

域内仍有电压,会导致备自投不满足动作条件投入

失败,同时如果小电源与母线孤岛运行致使备自投

误动,可能造成整个区域电网失稳,潜在大面积停电

的风险极高。因此,小电源接入地区的备自投控制

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 区域备自投模型的建立

区域备自投模型的建立仿照站内备自投动作逻

辑方式,通过电网EMS系统实时运行状态直接匹

配一组工作断路器和备用断路器[17],当某一工作断

路器跳闸,另一备用断路器闭合可以恢复工作断路

器断开后连接的失压母线电压,则定义该工作断路

器和备用断路器为一组匹配的备自投。

2.1 模型定义

假设系统已匹配到工作断路器DL1,备用断路

器是DL2,S1、S2 表示断路器运行状态,0表示开关

闭合,1表示关断,BUS1、BUS2 分别表示 DL1 和

DL2 所连母线电压值,OPPBUS1、OPPBUS2 分别表

示DL1 和DL2 对端母线电压值,IN1、IN2 表示流过

DL1 和DL2 的电流值。
充电条件:

S1=0&S2=1& BUS1≥70%×额定值 &
BUS2≥70%×额定值 & OPPBUS2≥70%×额

定值。
即:工作断路器闭合,备用断路器处于热备用状

态,工作断路器所连母线电压高于母线额定电压的

70%,定义为有压,同时备用断路器所连母线有压,
备用断路器对端母线有压,以上条件均满足,区域备

自投充电。
放电条件:
工作断路器所连母线保护动作;工作断路器处

于检修状态;安稳装置动作;手动分闸工作断路器;

S2=0|OPPBUS2≤30%×额定值。
即:当区域备自投动作成功,备用断路器闭合,

或备用断路器对端母线电压低于母线额定电压的

30%,定义为无压,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区域备自投

放电。
动作条件:

IN1≤30%×正常运行电流有效值 &BUS1≤
30%×额定值 & BUS2≤30%×额定值 & OPP-
BUS2≥70%×额定值。

即:流过工作断路器的电流小于正常运行时流

过断路器电流的30%,定义为无流,且工作断路器

所连母线无压、备用断路器所连母线也无压,同时备

用断路器对端母线有压,满足上述全部条件时,区域

备自投接收到动作指令。
动作顺序:
先跳开工作断路器,后合上备用断路器,动作时

若重复匹断不同的断路器,仍按照该顺序动作。
针对已判别出的断路器类型定义为一组备自

投,根据上述逻辑条件匹配对应状态,通过EMS系

统实时采集的信息判断是否满足区域备自投动作条

件,若满足可自动执行。此模型不需要识别出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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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备自投、母联备自投、线路备自投的备自投类

型[7],只要匹配出一组可以使母线恢复供电的工作

断路器和备用断路器,就满足备自投动作组合关系。
当电网运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可重新辨别工作断路

器和备用断路器而再次组合,不需人工建模操作。

2.2 对接入小电源的处理方法

小电源作为备用电源可提高供电可靠性[18],应
充分考虑小电源与所连负荷能形成孤网的可能性,
尽可能使母线不失压。文献[19]采用将小电源“一
刀切”方式,虽然满足了备自投动作条件,但又丧失

了准同期并网的可能,把母线失压作为代价,反而不

能提高供电可靠性。所以,当发生故障跳闸首先判

断是否存在小电源,若存在小电源带负荷形成孤岛

独立运行区域时,不满足备用电源投入动作条件,则
根据小电源数量和小电源出力情况,判断独立网和

主网间的频率差及合环点两侧的电压差是否在并网

条件允许范围之内,若满足则通过机组调速系统进

行调整,并向智能准同期并网装置下发准同期合闸

指令,达到区域内所有能恢复母线可恢复并网或稳

定运行的目的。如果频率和电压波动较大,则选择

快速联切小电源,加速变电站母线失压,使其符合区

域备自投动作条件,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和资源利用

率。生成的相对应控制逻辑如图3所示。

图3 考虑接入小电源的控制逻辑

Fig.3 Considerthecontrollogicforsmallpowersupplies
 

3 仿真实验

模拟云南临沧地区电网实际运行情况,建立适

用于该地区大量小电源接入的区域备自投模型,基
于PSCAD平台对其进行了仿真分析。以图4所示

110kV链式网络为例,相关小电站参数见表4,DL9
为开环点,即开关DL9 在分位作为备用断路器。

图4 临沧电网110kV链式网络系统图

Fig.4 Systematicdiagramof110kVchainnetworkofLincangpowergrid
 

表4 相关小电源电站参数

Tab.4 Powerstationparametersofsome
correlativesmallpowersources

小电源站编码 名称 容量/MW

A 仙人山变电站、南袜河变电站 24+12

B 司岗里变电站 18.9

C 仙人山变电站 24

区域备自投充电条件是:
(S1~S8、S10~S12)=0& S9=1& BUS9≥

70%×额定值 &OPPBUS9≥70%×额定值。
即:开关 DL9 在 分 位,其 他 开 关(DL1、DL2、

DL3、DL4、DL5、DL6、DL7、DL8、DL10、DL11、DL12)
均在合位;110kVE站 M5 母线三相有压;DL9 侧

有线路电压互感器(即“DL9 侧线路PT”整定控制

字为1)时UX9 有压;或者“DL9 侧线路PT”整定控

制字为0时,M5 有压。
区域备自投动作条件:
故障点不同,动作逻辑不尽相同,具体故障设置

情况见图5。本文仅对典型故障(k1、k8)作详细说

明,其他故障情况与其相似,不再赘述。所有故障设

定为t=0.5s时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1)线路故障(含小电源接入,以k1 点故障为例)。
模拟开关DL1 和DL2 之间的线路k1 点发生故

障,开关DL1 跳闸,110kV母线 M2、M3、M4、M5 均

失压,区域备自投识别出k1 点发生故障,首先检测

故障点(k1)与开环点(DL9)之间是否有小电源,存
在小电源A、B、C站,当故障发生后,因小电源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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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作用母线不失压,备自投不动作,此时电网频率

f、电压v均有较大波动(见图6),经判断切掉小电

源并延时(用于躲过110kVE站的站内备自投装置

动作时间)。

图5 临沧电网110kV链式网络故障点示意图

Fig.5 Schematicdiagramoffailurepointsin110kVchainnetworkofLincangpowergrid
 

图6 含小电源网络k1 点故障后的频率及电压波形图

Fig.6 Thewaveformoffrequencyandvoltageafterfailure
atk1pointinnetworkincludingsmallpowersource

 

  区域备自投动作逻辑:

a)如果110kVE站站内备自投装置动作成

功,即开关DL8 跳开、开关DL9 合上,区域备自投检

测到工作断路器和备用断路器的开关状态,生成相

应备自投,如果满足以下动作条件:

S8=1 & BUS2≤30%×额定值 & BUS4≤
30%×额定值 &BUS6≤30%×额定值 &BUS8≥
70%×额定值

其中,BUS2 表 示 M2(110kV B 站 母 线),

BUS4 表示 M3(110kVC站母线),BUS6 表示 M4
(110kVD站母线),BUS8 表示 M5(110kVE站

母线)。
则首先跳开开关DL6,后合上开关DL8,如果满

足条件:

S6=1 & BUS2≤30%×额定值 & BUS4≤
30%×额定值 &BUS6≥70%×额定值

再跳开关DL4、合开关DL6,再满足条件:

S4=1 & BUS2≤30%×额定值 & BUS4≥
70%×额定值

再跳开关DL2、合开关DL4,随后放电。
仿真结果:区域内所有能恢复母线(M2、M3、

M4、M5)恢复供电情况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区域内各母线电压有效值

Fig.7 Effectivevaluesofvariousbus
voltageswithintherange

 

b)如果110kVE站站内备自投装置动作失败

或者该站内并未安装备自投装置,区域备自投检测

到工作断路器和备用断路器的开关状态,生成相应

备自投,如果满足以下动作条件:

BUS2≤30%×额定值 &BUS4≤30%×额定

值 &BUS6≤30%×额定值 &BUS8≤30%×额定

值 &OPPBUS9≥70%×额定值 &S10=0
则由区域备自投控制跳开开关DL8,后合上开

关DL9。确认DL9 闭合后,接下来逻辑同a)。

2)母线故障(含小电源接入,以k8 点故障为例)。

110kVE站未装设110kV母差保护装置,当

k8 点发生故障时,开关DL8 保护不动作,只有DL7
保护动作,区域备自投会误识别为k7 点故障。

首先检测k7 点和DL9 之间是否有小电源,当

k8 点发生故障后,因小电源C站的存在使得 M5 缓

慢失压不满足动作条件,且此时电网频率f、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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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较大(见图8),因此选择切断小电源并延时(用
于躲过110kVE站的站内备自投装置动作时间)。

区域备自投动作分以下两种情况:

a)如果110kVE站站内备自投装置动作成

功,会合于故障,由DL10保护跳开,此时已不满足有

压条件,区域备自投放电。

b)如果110kVE站站内备自投装置动作失败

或者该站内并未安装备自投装置,区域备自投检测

到开关状态,满足以下条件:

BUS8≤30%×额定值 & OPPBUS9≥70%×
额定值 &S10=0

则由区域备自投控制跳开开关DL8,后合上开

关DL9,之后放电,合于故障由DL10跳开。
区域内各母线电压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

图8 含小电源网络k8 点故障后频率及电压波形图

Fig.8 Thewaveformoffrequencyandvoltageafterfailureatk8pointinnetworkincludingsmallpowersource
 

图9 区域内各母线电压有效值

Fig.9 Effectivevaluesofvariousbusvoltages
withintherange

 

  此外,若保护区域外发生故障时导致串供出线

失电,当220kVA站保护动作,区域备自投动作逻

辑同k1 点故障逻辑;当220kVG站保护装置动作,
动作逻辑同k11点故障时的动作逻辑。

从以上四种故障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区

域备自投方案简单准确,可以适应电网多变的运行

方式而快速建模,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供电可靠性。

4 结 语

结合云南临沧地区电网原有备自投需要人工设

置逻辑,工作量大,且存在大量小电源致使备自投拒

动或误动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与原有站内备

自投配合投切,适用于含小电源的区域备自投方案。
通过实时辨识断路器状态以判别工作断路器和备用

断路器而生成一组备自投,根据动作逻辑条件自动

生成控制指令,与站内备自投配合投切,节约了建设

投资。同时,考虑到尽可能使母线不停电,提出了小

电源带负荷孤岛运行时远方同期并网的可能,若不

满足同期并网条件,再快速联切小电源,加速母线失

压。解决了小电源接入时地方电网备自投拒动造成

大面积失电的问题,缩短了小电源富集地区故障后

恢复供电的时间,提高了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和资源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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