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网湖南电科院协同
中国电科院在湘潭电厂顺利完
成华中电网首台关键机组励磁
系统参数全局优化涉网试验，进
一步促进了湖南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为居民安全用电提供了坚
实保障。

渝鄂工程投产后，西南至华
中电网拓扑结构发生了改变，电
网动态稳定性产生了变化，某些
振荡模式下容易导致电网低频
振荡现象发生，影响居民用电的
安全输送。为避免电网动态稳定
问题的出现，目前仅能采取限制
豫鄂、鄂湘联络线输送功率的措
施， 制约了湖南电力外送的水
平。 电网仿真计算表明，湖南首
批 20台关键机组需进行励磁控
制参数及 PSS 参数优化， 由于
湘潭电厂 3 号机与湖南电网动
态稳定相关性较强，因此华中电
网首台全局优化涉网试验选定

在该机组进行。
试验期间，通过对励磁、PSS

参数优化，提高动态性能，增加
系统阻尼， 抑制系统低频振荡。
试验后对电网在某一振荡模式、
某一运行方式下的特性进行粗
略估算， 电网阻尼增加显著，表
明优化的励磁、PSS 参数可有效
提高电网动态稳定性，抑制低频
振荡，印证了电网仿真计算的结
论，后续精确的评估需待所有机
组优化参数后进行。

本次试验作为华中地区首
台励磁系统参数全局优化涉网
试验，其试验流程、方法及结论
在华中电网运维中均起到了示
范作用，将有效指导湖南电网后
续 19 台机组试验的开展。 电科
院将一如既往做好网源协调技
术支撑，为我省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及居民用电保驾护航。

■ 李 理 熊尚峰

国网湖南电科院完成华中电网
首台励磁系统参数全局优化涉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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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16 时 50 分，国网湖南输电
检修公司 500 千伏五民线 #414-415 杆
塔附近发生山火， 距离线路不足 50 米，
现场火势较大， 线路面临随时停电的危
险 。 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迅速出动
K-32 大型直升机，携带自主研发的高效
灭火液，30 分钟后成功扑灭山火，这是直
升机灭火技术在输电线路山火防治工作
中的首次应用。

受极端天气与用火习俗影响，我国近
年来发生山火年均多达 7 万处， 严重危
害输电线路正常运行， 影响人民生产生
活用电。2009 年以来，国网湖南防灾减灾
中心持续开展卫星火点监控、 地面高效
扑救、 空中快速精准救援的星地空联动
立体化输电线路防山火技术研究， 其研
究成果已在 27 个省市得到广泛应用。

国网湖南电力加快推进“三型两网”
战略实施，以数据驱动自动防山火技术研
究，深入探索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坚强智能
电网的融合发展。

通过卫星监测山火信息，打造覆盖全
面、 传输可靠的信息感知层和网络传输
层，目前国网湖南公司在防灾减灾中心已
建成 1 套广播卫星接收系统、2 套极轨卫
星直收系统、2 套同步卫星直收系统，每
天监测并发布全国输电线路山火实时告
警信息， 拥有近 15 年 100 万余条全国山
火红外数据， 为山火预测提供大数据支
撑。

通过超级计算机中心对数据进行储
存和分析，湖南公司着力打造高效协调的
数据平台层，实现每秒 630 万亿次的数值
计算，满足数据的复杂计算的要求。 目前

该超算平台作为电力行业最大的计算平
台，将为泛在电力物联网进一步发展提供
支持。

建立电网山火密度计算模型，打造预
测精准、研判及时的创新应用层。 今年清
明期间， 准确监测到湖南电网山火火点
110 个，一级告警火点 41 个；共扑灭危及
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山火 10 起， 过火面
积 16000 余平方米， 实现全省清明节山
火零跳闸。

针对输电线路山火现场山势陡峭，扬
程高、缺乏水源的特点，国网湖南防灾减
灾中心开发了便携式高压细水雾灭火装
备、远距离高扬程带电移动灭火平台等成
套灭火装备，其中移动灭火平台垂直扬程
达 500 米，灭火范围 3000 米，可实现输
电线路山火现场远距离高扬程灭火。

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博士团
队通过反复试验，发明了防复燃绝缘灭火
剂，该灭火剂灭火性能强、环保无毒、绝缘
性能好。 经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权威机
构检测试验，防复燃绝缘灭火剂灭火效率
较水提高了 9.6 倍。

与此同时，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还
研制了 2 套分别搭载于贝尔 -407 直升机
和无人机机腹的灭火喷射装置，专门用于
输电线路山火快速精准灭火； 基于 K-32
共轴双旋翼大型直升机，研制了可添加高
效防复燃灭火液的吊桶灭火技术，快速扑
灭山火防止复燃。

“星地空”联动灭火技术的成功应用，
大幅降低了输电线路山火跳闸事故，保障
了重要时段社会正常用电。 直升机扑灭山
火技术的安全高效，为输电线路山火防治
增添了新的利器。 ■ 赵志宇 阳 仑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星地空”联动铸科技利器 “精准快” 高效灭电网山火

4月13日，随着2019年居民电气化专项推广启动会正
式启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向拓展终端电器销售市
场迈出第一步， 由传统的供电营销服务向开放、 共享、共
赢、跨界的“互联网+”转变。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戴庆华（右二）出席启动会并为启动仪式致辞。（左图）
启动会上，国网湖南电力联手国网电商公司，与海尔、

美的、西屋、蔚来汽车等20多家国内外一线家电及电动汽
车品牌合作举办线下展销会，让更新颖、更智能、更实惠的

家用电器产品，更便捷的进入千家万户，当天累计交易量
达1389台。（右图）

■摄影报道 罗勇智 何海零 李 飞

日前，国网湖南经研院组织开展湖南电网
电池储能技术应用及工程实施方案研究，推进
湖南储能产业发展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和
规范化，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稳定性。着力推
动电网高质量发展，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近年来，湖南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用电负
荷增幅快速回升，2018年我省全社会负荷达
3550万千瓦，近两年净增690万千瓦，平均增速
达11.4%。全省电力供应形势仍然严峻。湖南能
源禀赋不足，缺煤无油少气，省内火电用煤超
过80%依靠外省送入，在目前省内大型电源建
设相对乏力的情况下，2020-2025年， 我省电
力缺额将达到600至900万千瓦，全省面临大面
积缺电局面。为满足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
用电需求，国网湖南经研院坚决贯彻落实国网
湖南电力决策部署，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深入
开展电力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作。

加快推进特高压电网，大幅提升外电入湘
能力。 一是加快推进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建
设，力争2021年前投运，基本建成“强直强交”
坚强电网， 祁韶特高压直流实现安全满送800
万千瓦电力入湘。二是加快核准建设雅中至江
西特高压直流工程， 工程设计输电容量800万
千瓦， 目前基本明确了按5:5比例分送湖南和
江西的送电方案， 力争工程2021年前投运，系
统性地解决四川水电外送问题，有效缓解湖南

和江西两省电力紧缺矛盾。三是积极谋划湖南
第二回特高压直流，初步设想从内蒙、新疆等
西部能源基地引入第二回特高压直流，推动项
目在“十四五”期间建成投运，保障湖南中长期
电力供应。

加大周边省市大型电源送湘力度。一是开
展鲤鱼江电厂送电湖南电网可行性研究。鲤鱼
江电厂位于湖南郴州资兴市鲤鱼江镇，总装机
196万千瓦，目前直接送电广东。考虑到湖南、
广东两省负荷错峰特性，国网湖南电力和湖南
省能源局提出了鲤鱼江电厂送电湖南的方案
建议，目前正积极与鲤鱼江电厂、广东电网公
司、 广东能源局及国家能源局协商促成该项
目。 二是开展贵州大龙电厂2台机组送电湖南
电网可行性研究， 大龙电厂共2台30万千瓦机
组，目前仅1台机组部分时段向湖南电网供电。
国网湖南电力提出了大龙电厂2台机组送电湖
南的方案建议，目前正积极与贵州电网开展对
接，争取早日促成。

开展储能电站建设，提升高峰负荷时段电
网供电能力。储能电站可发挥削峰填谷、负荷
响应、黑启动等作用，缓解用电高峰期供电不
足压力。国网湖南电力大力推进长沙电池储能
示范工程，总功率为12万千瓦，总容量为24万
千瓦时。2019年1和3月， 榔梨储电站及延农储
能站分别正式并网运行。

■何书耘 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