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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自动化 

1 概述 

我国水利水电工程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阶段，水电开发建设

正不断向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及流域梯级电站群方向发展，一批大型和特大型水

利水电工程已开工或拟开工，如三峡水利枢纽及以上流域梯级电站、南水北调工

程等，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对自动化控制系统的

需求将非常广泛，为水利水电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

间，当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水利水电技术研究中心，水利水电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技

术将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与自动化技术发展日

新月异，国际上控制系统的软件技术也逐步向通用、标准化、商业兼容方向发展，

使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友好性、便利性以及信息的再利用率显著提高。为使未来我

国自动化控制系统与国际先进水平发展同步，系统总体设计与应用技术居国际先

进水平，满足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发展需要，开展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动态调研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动化所长期从事水利水电自动化领域的研究和

开发工作，特别是在大型和特大型水电站计算机控制系统方面，技术居国内领先

水平，在市场上有重要影响，为本次开展国际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的发展动态调

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当前国际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的发展趋势，调研主要在下列重点领域进

行： 

（1）水利水电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技术 

主要调研方向包括：大型和特大型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梯级水电站远方

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蓄能电站控制系统、泵站控制系统等水利水电控制领域。 

根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动化所从事的专业特点和研究工作领域，以

当前国际水利水电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技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为调研工作重

点，汇集自动化学科领域近年来主要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水利水电学术交流会

发表论文的内容和要点，结合著名大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等在大型水电站综

合自动化系统、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水电系统短期调度、机组 优组合及



www.iwh.com

 

 418

泵站运行调度研究等几个方面的 新研究成果，特别是为满足巨型机组特大型电

站在系统高可靠性、海量数据实时采集与处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国内一些单位

相继开展的面向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新一代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作，

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动化所在本学科领域 20 多年

的研究开发经验，以及在承担三峡右岸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研制开发新一代计

算机监控系统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调研分析，归纳汇总编写完成相应的调研

报告。 

（2）水轮机调节与控制技术 

水轮机调速器是以回路调节为主要目的单元控制设备，是水电站水轮机组的

关键自动化设备，它并非是单纯的转速控制装置，除了完成水轮机转速自动调节

的基本任务以外，还担负水轮机组的开机、并网、停机、增减负荷、一次调频、

二次调频、调相、工况转换、甩负荷、紧急停机、分段关闭等任务。水轮机调速

器还作为执行单元，与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一起完成自动发电控制（AGC）和

成组控制等任务。 

结合本所的具体工作领域，本次主要调研方向为数字式水轮机调速器调节与

控制技术，包括适用于 20-70 万千瓦机组的数字式调速装置、冲击机组调速器、

水泵/水轮机调速器、农村小水电的纯电动调速器等，并适当关注火电调速器；

重点调研 PLC/PCC/IPC 等标准通用控制器在水轮机调速器中的应用，液压数字

逻辑插装技术的应用，高速数字阀与逻辑控制阀的多层次组合与优化设计技术；

现代稳定控制技术、现代液压技术在调速器中的应用；调速器专用自动化元件等。 

本报告水轮机控制技术部分主要依据近 5 年来在国内主要大型骨干电站投

入运行的进口及国产水轮机调速器产品的使用情况与相关资料，国际国内知名水

轮机调速器产品供应商的有关产品介绍材料，公开出版物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

有关水轮机调速器的国际国内规程，以及本所的研究水平与进展状况等。 

2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2.1 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技术 

21 世纪我国水电开发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并向着大机组与全

流域滚动开发的方向发展，实施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可显著提高水电站自动化

水平及安全运行水平，为实现电站“无人值班”(少人值守)，流域梯级电站远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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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制和优化调度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目前几乎所有新建水电站都同步实施

了综合自动化系统工程。 

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是综合自动化系统的核心和基础，目前我国主要大中

型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均采用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厂家开发的系统。我国的

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历了初期常规为主、计算机为

辅的试点模式，到取消常规的全计算机监控实用化模式；系统结构也从全厂集中

式结构，发展为比较适合水电站的分层分布式网络系统结构。经过 20 多年的努

力和发展，系统功能和性能指标得到了很大提高，计算机监控系统在水电站也获

得了广泛应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已经可以比较好地实现电站的本地和远方

集中控制、安全监视、优化运行等功能，并满足水电站“无人值班”（少人值守）

的发展需要。 

（1）大型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随着我国水电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也获得了快速发

展机遇，并随着三峡右岸、龙滩等一批单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的特大型水电站相

继建成投产发电，和三峡上游流域单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梯级电站的建设，巨型

机组特大型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开发也成为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当前的

关注点。 

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对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要求与常规的系统相比，主要应进

一步考虑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 机组单机容量加大后，机组及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提

高，应进一步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避免由于控制设备的可靠性对发电可靠性

以及电网安全的不利影响。 

● 机组单机容量提高后，发电机的电压、电流进一步加大，电磁干扰强度进

一步提高，控制系统电子设备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应更强。 

● 发电机、水轮机等重要设备的监测点会更多、更全面，附属设备数量也会

增加，监控系统的海量数据实时采集与处理能力应更强。 

● 由于机组及电站的重要性，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要求应进一步提高，如数

据采集周期、事故处理响应时间、控制响应时间等。 

●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应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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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满足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技术要求上还存在

一定差距，为满足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在系统高可靠性，特别是海量数据的实时

采集与处理等方面越来越高的技术要求，国内一些单位相继开展了功能更加强

大、性能指标更高的面向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新一代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研究开

发工作。 

陈国庆(2003)对三峡左岸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进行了全面综述，三峡左岸电

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按照国际标准设计，内容完整全面。随着机组的逐渐投产，其

效益已开始全面发挥，文中对三峡左岸电站的计算机监控系统、调速系统、励磁

系统、继电保护、故障录波、图像监控等自动化系统和设备的配置进行了概述性

总结。 

王德宽等（2007）在文章中介绍了针对三峡右岸电站等一批巨型机组特大型

电站的应用需要， 新研制开发的面向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新一代水电厂计算

机监控系统，为了满足三峡右岸特大型电站的应用需要，在 H9000V3.0 计算机

监控系统的基础上研制开发了 H9000V4.0 系统，改进和完善了原系统已有功能，

开发了新功能，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性能指标和可靠性指标。文中主要介绍

H9000 V4.0 系统的设计原则，并对系统的主要新功能和新型人机界面、WEB 发

布系统、历史库与报表系统等创新点作了简要介绍。该系统已在三峡右岸电站成

功投运。 

张毅等 （2007）在提出特大型电站系统设计原则和开发方向基础上，重点

对系统网络结构、全冗余分布式实时数据库结构、软件功能结构进行了介绍和分

析.为提高系统对三峡右岸电站这样有着众多巨型机组的特大型电站海量数据的

采集与处理能力，保证系统的可靠与实时性，监控系统总体结构系统结构采用分

层分布式冗余多网络系统结构，根据特大型水电站的特点，在传统的厂站层和现

地控制单元层两层的基础上，将厂站层进一步分为厂站控制层、厂站信息层和生

产信息查询层；网络分为电站控制网、电站信息网和信息发布网 3 层，即整个系

统采用了 3 网 4 层的总体结构，通过采用信息分流和功能分布，解决了巨型机组

特大型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可靠与实时性难题。 

杨春霞等（2007）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三峡右岸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结构与

配置，重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现地控制单元(LCU)的结构和功能实现.三峡右

岸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现地控制级的主要功能是：数据采集和处理、现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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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调节、音响报警、通信、自诊断等。.现地控制层由 18 套 LCU 组成。所

有 LCU 由施耐德 Unity Quantum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工控机及触摸屏、

ABB SYNCHROTACT S 系列同期装置、Bitronics 交流采样、SINEAXDME 系列

变送器、Power one 系列交直流输人电源等构成。完成现地控制级主要功能的

重要设备 Unity Quantum PLC，采用双机热备冗余 CPU+冗余远程输人/输出(RIO)

总线+RIO 模块的结构形式。在分别对机组 LCU 和开关站 LCU 功能特点和实现

进行较详细介绍后，对厂用电 LCU、公用辅助系统 LCU 和模拟屏系统 LCU 也

作了简要介绍。 

方景家（2007）介绍了目前仅次于三峡的我国第二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计算

机监控系统。龙滩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全分布开放式双光纤以太环网结

构，系统庞大，结构复杂，为保证系统安全可靠，分为主站级和现地控制单元级，

主站级采用双服务器冗余设置，现地控制单元级采用双 CPU 冗余设置。文章简

要介绍了龙滩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系统结构、系统功能和主要特点，并就目

前尚需改进和解决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杨继德（2006）介绍了 ABB 公司在国内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

中的 新应用，针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对计算机监控系统在开放性、高效性和稳

定可靠性的要求，给出了 ABB 公司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对监控系统结构、配

置及抽水蓄能机组控制软件设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傅新芬等（2006）通过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及控制技术的总

结和分析，讨论了系统设计原则、结构和配置，并对实际应用的有关问题提出建

议。 

杨叶平等（2008）通过对巨型机组的数据采集与控制等关键技术立项进行深

入研究，确定了采用多线程并行网络通讯技术的方案，比较好的解决了巨型机组

信息采集点多、通信数据量大而导致的实时性问题。并针对现场设备多、数据采

集与处理任务重的问题，首次采用多服务器负荷平衡管理与互备冗余技术。互备

冗余技术与传统的主备冗余技术相比，能有效地提高系统数据采集的可靠性与实

时性，同时通过对 PLC 冗余优化策略的研究，实现了网络和现地控制单元 CPU

的快速自动切换。 

黄家志等（2006）根据三峡左岸电站 AGC/AVC 功能设计与运行经验，对实

现三峡左岸电站经济运行和安全运行的重要工具自动发电控制(AGC)/自动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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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AVC)功能进行了研究，简要介绍了左岸监控系统 AGC/AVC 的系统组成、

分配原则和调节方式；在 AGC/AVC 功能总体设计和具体实现中，着重介绍了实

现大型发电机组 AGC/AVC 功能应考虑和避免的问题，并对 AGC/AVC 功能投运

后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进行了探讨。 

龚传利等（2008）介绍 AGC 程序对于三峡这样超大型电站负荷平稳调节采

取的特殊措施。因为对于超大型电站 AGC 安全性尤为重要，不仅考虑各种防误

措施，还需考虑超大容量机组调节稳定性，这对于电网安全至关重要。针对超大

型机组平稳调节而引入有功补偿调节策略，它有效保证了三峡这样超大型机组开

机、停机、跨越振动区过程中平稳调节， 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的电网负荷波动。

修正等容量有功分配策略兼顾了效率优化和减少机组磨损，水头滤波处理考虑了

水头可能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另外对于双机切换、功能切换采用相应措施，并

对于机组有功调节结果进行监视，防止机组调节失败造成偏离有功设定值。对于

AVC，因为系统不可能提供确定的无功/电压调差系数，在实际程序实现上采用

自学习自适应方法寻找调差系数获得很好效果。以上这些方法在三峡右岸运行中

被证明行之有效。 

Gehao Sheng; Xiuchen Jiang（2006）提出多机组大容量水电站自动电压控制

控制策略和算法。在不考虑动态电压的情况下，采用改进遗传算法来分配无功以

实现水电站无功经济运行，达到控制高压母线稳态电压的目标。同传统遗传算法

相比，遗传算法的 3 个基本算子改进为分类选择算子、模式交叉算子、类梯度变

异算子。仿真结果表明，改进遗传算法比普通优化算法更优，算法能达到全局

优值， 大可能减少能量损失。试验在实际系统采用 5 台机组和 13 台机组离线

多次仿真，证明处理速度和正确性在实际工程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杨永福等（2006）介绍了大中型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现状、特

点及发展趋势，重点剖析了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方案选择、技术重点、体系结构，

以及工程实施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结合李家峡水电站的特点，提出了监控系统

的改造设计方案。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动化所(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

了满足三峡右岸（12X700MW+6X700MW）等一批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应用

需要，研制开发了 H9000 V4.0 系统。国电南瑞自控公司也承担了广西龙滩电站

（9X700MW）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研制开发工作。目前，采用国产化计算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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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三峡右岸、龙滩等一批单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的水电站相继建成投产发电，

标志着我国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结合当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和产品的 新成果和发展

趋势，通过对系统总体结构、巨型机组的数据采集与控制等关键技术、已投运特

大型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成功经验的分析总结，对于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除

采用分层分布式冗余系统总体结构外，还可根据特大型水电站的特点，通过采用

电站控制网与信息网分离的模式，合理分布系统负荷，提高系统的性能，实现海

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处理。系统重要控制设备与控制网连接，管理辅助设备与信

息网连接，避免管理信息对控制网络的影响，确保系统控制功能的实时性、安全

性和可靠性。对于常规电站，因网络负荷相对较轻，控制网与信息网可合并采用

同一套网络设备，以降低系统网络设备的复杂程度。 

特大型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一般都具有系统庞大，结构复杂的特点，当系

统网络节点集中分布在不同区域时，宜分布配置高性能主干交换机，采用双千兆

光纤以太网环网结构互连，形成高可靠性的系统主干网络，而系统各区域内的节

点应分别采用双星型网络结构就近接入区域主交换机，采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

双星型网完全可以满足系统在可靠性方面的要求。如三峡右岸和三峡地下电站监

控系统主交换机之间采用双千兆以太网环网连接，构成系统主干双环网，厂站层

设备和各 LCU 网络采用双星型网就近接入各主交换机，形成一个完整紧密耦合

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这种采用星型网加环型主干网的结构，不仅具有星形网络配

置简单灵活的全部优点，而且具有环型网的冗余链路，使网络系统可靠性得到提

高。 

（2）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 

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包括电调自动化系统和水调自动化系统，电调自动

化系统主要实现流域梯级电站的信息采集与处理、运行监视，满足水电站操作控

制、生产调度、集中监控需要，并满足有关调度部门通过本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

完成梯级各水电站的 5 遥（遥信、遥测、遥调、遥控和遥视）功能。 

水调自动化系统是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

与水库运行有关的监视、预报、调度和管理。该系统基于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

通过实时水文、气象和水库运行信息的自动采集，利用数据库管理技术，进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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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水文预报、调洪演算、优化调度和水务综合管理等，提供满足防洪、发电及其

他综合利用要求的水库调度决策方案，同时支持水电厂和电网的经济调度。 

目前我国进行流域梯级电站集中控制中心建设已成为发展趋势，各流域水电

开发公司均进行了集控中心的规划，现已有部分流域梯级电站集中控制中心建成

投入运行，如三峡梯级调度中心、黄河上游梯级电站集中控制中心、乌江梯级电

站集中控制中心、郑州小浪底集中控制中心等。所有其他流域梯级电站集控中心

也都在建或拟开工建设。 

为有效实现流域梯级电站集中控制，满足大型梯级水电站及流域水电站群集

中优化调度与控制的要求，近年来国内一些单位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

工作。 

王桂平等（2004）介绍了三峡梯调计算机监控系统按照梯级各电站联合调度、

统一对外、“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原则进行设计，并对三峡梯调计算机监控系

统的"系统平台引进、国内合作开发"的建设模式，系统的结构、功能及特点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张新军（2005）对三峡梯级调度 AGC 的功能设计与实现进行介绍，三峡梯

级调度中心由 ABB 公司和中国水科院共同承建，三峡梯级联合优化运行采用分

层优化的原则来实现，梯级自动发电控制(AGC)由中国水科院开发完成，并利用

华中科技大学的数字梯调决策支持系统制定梯级电站优化经济运行发电计划。文

章重点介绍了三峡梯级 AGC 的功能、特点、约束条件、优化原则和方法，以及

三峡梯级 AGC 闭环试验结果和分析。 

朱辰等（2006）进行了梯级水电站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的系统软件研究和开

发，简要介绍了集控中心系统所采用的面向对象、三层结构、分布式对象等新技

术，以及集控中心监控系统的控制安全性考虑等实现要点。 

王峥嬴等（2006）基于 H9000CAS 平台开发了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集控中

心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实现了对远方个电站的集中控制，文章介绍了系统网络

设计、总统结构及主要功能，并对系统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说明。 

李泽宏（2006）首先对贵州乌江干流梯级水电站群的远方集中控制系统的筹

划建设情况作了说明，随后对其中的集控计算机监控系统、通信系统、工业电视

系统和电能计量系统分别作了介绍，并总结了在集控中心系统实施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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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等（2005）对基于 Web 的发电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方案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发电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模式，探讨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和关键技术。

以二滩水电站发电优化调度系统为工程背景，研究了基于 Web 服务和 B/S 模式

以.NET 为平台和 ASP.NET 开发的分布式、可扩展的系统。认为该系统模式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杨叶平等（2006）针对集控系统系统设计实施的核心和正常运行的基础：一

个安全、可靠、实时、高效、可扩展、技术先进的网络通信环境，以黄河小浪底

水利枢纽集中控制系统为例，根据网络通信基本需求的分析，采用开放 短路径

优先(OSPF)动态路由、虚拟局域网(VLAN)、第 3 层交换、物理隔离等先进的网

络手段，将多个远程的复杂异构网络系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文章详细描述了网

络结构设计中的基本思路及关键环节。 

建设流域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必须满足 2 个基本条件，首先流域各梯级

水电站均已实施计算机监控系统工程，并满足水电站“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

技术要求；其次要建有可靠的高速通信网络系统，以满足集控中心至各梯级水电

站的梯级调度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需要。随着一批流域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的

建设与投运，系统在实现电站现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远方统一集中实时

监控、联合优化调度和管理方面获得了广泛应用，在技术上也有了很大提高，今

后流域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的发展趋势是：逐步将流域梯级枢纽水情测报、

梯级调度管理、闸门控制和决策支持等系统统一构成梯级枢纽联合调度决策支持

系统。 

梯级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今后的研究与关注点主要包括：开展流域梯级枢纽

联合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综合技术研究，进一步研究当今先进的通信网络技术、数

据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有效实现从分布在整个流域范围内的各专业系统进行

原始数据的采集，数据处理、分析计算和整理，构建流域梯级枢纽完整可靠的实

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并与各类基础数据、专业数据库及 GIS 空间数据库一起

形成全流域梯级枢纽数据中心，实现对流域梯级枢纽联合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各类

实时和历史数据的统一存储和管理，并提供高效的网络数据访问服务。实现电站

现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远方统一集中实时监控、联合优化调度和管理，满

足水电开发公司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战略发展需要。 

（3）水电系统短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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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发电厂发电竞价上网，各流域水电开发公司追求

流域发电效益 大化，使调度目标发生了转变，实现水电系统的优化调度需求越

来越强烈。但有效实现水电站优化调度，特别对流域梯级水电系统，由于目标的

变化和其间复杂的水、电联系，给水电站短期优化调度带来新的研究内容和挑战，

这也是目前电力市场中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Z.K.Shawwash, T.K.Siu，etc（2000）采用 LP 的建立 B.C.水电站群日优化模

型，由于水电站的水头变化对发电调度优化结果的影响不容忽视，模型考虑在计

算过程中不断更新水头。 

J.M.Pursimo, H.K.Antila, M.K.Vilkko, et（1998）利用求解 小化系统

Hamiltonian 函数得到系统的 优控制，解决有水力联系电站的短期优化调度问

题，利用 L 乘子松弛负荷需求等式约束，以及下泄流量和库水位的上、下限限制。 

A.Arce, T,Ohishi, and S.Soares（2002）建立 DP 模型，通过权衡机组启停费

用与非 优功率组合的损失，考虑机组 优工况，水头损失以及下游水位变化，

计算一天水电机组的运行机组数，并应用于伊泰普水电站。 

G.W.Chang, M.Aganagic, J.G.Waight（2001）应用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方法来解

决日优化问题。 

H.Wei, H.Sasaki, J.Kubokawa（1998）短期水电调度被表达成一个 小费用

大流的网络规划问题，当获得一个初始可行网络流后，水电调度问题可以用增量

网络流模型求解。 

何光宇等（1999）发现用既约梯度法求解水电系统网络流优化问题过程中，

出现“基变量达到边界后找不到新的入基变量”现象，是因为可行下降方向是通过

忽略某些约束条件后简化问题得到的，使得该方向不一定是原问题的可行下降方

向。该文给出了一种新的改进的 小费用循环流算法，直接求解原问题的可行下

降方向，并应用于水电系统短期优化调度中。 

R.Naresh, J.Sharma（2000）应用两阶段的 ANN 可获得凸规划问题的 优解，

并求解水电系统的短期发电问题。 

R-H Liang（1999）应用灰色相关分析求解水电发电调度问题，是目前仅有

的应用灰色理论于水电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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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Liang（2000）应用模拟退火与 ANN 相结合，求解具有抽水蓄能机组的

水电站发电调度问题。 

X.Yuan, Y.Yuan, Y.C.Zhang（2002）应用混沌优化与 GA 相结合，构造混合优

化算法，求解水电站短期发电计划调度问题。 

对于梯级水电站，罗予如（2000）在分析国内外几种常用的梯级水电厂短期

经济运行的 优准则基础上，提出了在满足下一级水电厂周期末水位（由长期经

济运行确定）的前题下，以上一级水电厂耗水量 少为 优准则，为梯级电站短

期优化调度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李钰心（1997）按照梯级水电站总能量损失 小的优化准则，制定和实现梯

级水电站 优日运行调度方式及相关厂内 优运行方式。 

日负荷优化分配问题，是梯级水电站群效益发挥好坏的关键问题之一。将梯

级电站短期优化模型看成是周期性的，即认为相邻调度期的运行环境不变或只有

微小变动而忽略，使问题描述过于粗糙。尚金成（1998）在平稳调度期模型基础

上引入过渡优化模型，该模型既考虑了当天运行对以后的联系和影响，也考虑了

实时运行中可能产生的偏离。 

王民有（1997）应用网流法对这两种模型实现梯级电站短期经济调度计算，

解决梯级电站与火电系统的协调配合、变水头、弃水约束等方面的问题，采用滚

动式方法处理多调度期系统运行的优化。 

解建仓（1998）针对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群，应用大系统聚合分解、递阶协

调的宏观方法与决策导向和 POA 具体处理方法，充分考虑了决策者在决策过程

中的主导地位。 

李伟（2000）利用微增率逐次逼近法，有着明确而有效的寻优方向，对所建

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寻优。将关联预估法与微增率逐次逼近法相结合加快寻优过

程。大系统协调变量的寻优过程必须对变量的各种可变方向都进行寻优，导致效

率低下，而微增率逐次逼近的方法可以提供有效的寻优方向。 

朱敏等（1997）提出一种应用搜索法、动态规划法实现梯级水电站日经济运

行的数学模型和算法，并应用于东江梯级电站的制定日发电计划和实时发电控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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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亚东（2002）建立了梯级水库在洪水期间发电调度的优化模型，给出了多

维动态规划近似解法与有后效性动态规划逐次逼近算法两种新的算法。 

田峰巍等（1998）针对位于同一电网的梯极水电站群联合运行的情况，着重

研究了在枯水季节 优调度的计算模式，提出了大系统递阶控制的优化算法。 

王孟林等（1999）指出忽略水电耗水微增特性而用平均耗水率，能突出主题、

强调水头效益。原来短期问题中处理梯级水电的网流法，是出于求函数极值的微

分法，而实际问题是泛函极值，可用变分法求解。为此提出基于严格欧拉方程的

“四边形法则”和“两步构成费用”的网流法。 

杨东方等（1999）研究拥有梯级水电厂的发电公司为达到利润 大化的经济

运行问题，在考虑上网电价的情况下，应用二倍体 GA 对梯级电站的日经济运行

问题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可以作为发电公司申报电能量的依据。 

水电站出力过程首先要符合电力系统的负荷需要，尤其是峰荷时段的需要，

这时的电站可能产生出力受阻的现象。联系紧密的梯级水电站群的出力受阻现象

可能更加严重，需要统一考虑。汪党献（2003）针对三峡梯级水电站进行分析计

算，提出了的一种能够显著减轻梯级水电站的出力受阻，在负荷峰荷时增大出力，

且发电量没有明显减少的方法和模型。 

朱敏等（1999）提出了一种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NN)进行梯级水电厂日优化

运行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既可用于制订梯级日 优发电计划，又可用于梯级实时

发电控制。为了加快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采用分解网络技术，将一个复杂的网

络分解为多个简单的网络。 

梅亚东（2000）建立了梯级水库在洪水期间发电调度的优化模型，由于含有

河道洪水演进方程，该模型成为一类有后效性的动态规划模型。该文提出了两种

新的解法：多维动态规划近似解法与有后效性动态规划逐次逼近算法。实例研究

表明:这两种解法可行，结果合理，特别是逐次逼近算法计算更快速，是求解这

类问题的有效的方法。 

尹明万（1998）以现代系统工程学为指导思想，从三峡和葛洲坝梯级电站的

整体观点出发，结合电力系统日负荷要求和综合利用要求，深入研究了三峡梯级

水电站汛期 优出力受阻问题。建立了梯级静态优化和动态优化模型，进行了分

析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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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党献等（2003）提出减轻梯级出力受阻的 优调度方法，并与常规方法，

发电量 大为目标的优化调度方法相比较，结果表明工作容量增加很多，出力受

阻减轻很大，发电量基本不损失。文章建议在运行时，首先应考虑如何减轻出力

受阻，再考虑发电量 大。 

（4）机组 优组合 

机组组合是电力系统经济调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经

过了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缺

电的状态，以及电力工业技术设备落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并没有广泛的

开展起来。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完善，对机组组合的研究也

迫在眉睫。 

机组组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高维的，非凸的，离散的，非线性的优化问题，

一般来说很难找到理论上的 优解。但由于它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人们一

直在积极的研究，提出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优先顺序法，启发式方法，

动态规划法，整数规划法和混合整数规划法，分枝定界法，Lagrangian 松弛法，

专家系统法，人工神经元网络法，模拟退火法，遗传算法等。 

G.B.Sheble, G.B.Fahd（1994）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历年来机组组合问题的各种

解法和相关参考文献。 

陈皓勇等（1999）对机组组合的主要解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加以分类综

述，比较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优先顺序法需要选择合适的排序指标，根据负荷

的变化动态地排序，并加入一些可以考虑全局优化的策略，但算法过于简单，难

于考虑机组的启动费用和 短开停机时间等约束。动态规划法需要根据实际系统

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限制状态数目，既保证计算的快速，又尽可能地不丢

失 优解，需要处理好与时间相关的约束条件，另外，应考虑系统安全约束、机

组可靠性、负荷的随机性等因素。 

王承民等（1999）、E.Radinskasia, F.D.Daliana（2000）在用现代优化算法求

解机组组合问题时，遗传算法显示出很大的优势，对于这种方法应考虑防止早熟，

加快收敛速度，采用合适的方法处理约束条件。 

王承民等(2001)提出以罚函数方法解决整数规划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文

中考虑包括机组爬坡约束和时间约束等动态约束在内的多个约束条件，对机组组



www.iwh.com

 

 430

合问题的 0-1 变量进行松弛，并在目标函数中增加一个惩罚函数项，将问题变换

成一个非线性连续变量的规划问题，以 SQP 法求解。 

赖一飞等(2000)提出一种用启发式方法解决电力市场环境下机组组合问题，

用分段线性规划算法分配功率，并满足各种约束条件，特别是可以处理发电机组

出力上升、下降速度约束。 

李茂军(2002)提出一种解决电力系统机组优化组合问题的协同变异遗传算

法，这种算法沿用了遗传算法的基本思想，但在遗传操作过程中实现基因的协同

变异，以提高遗传算子的搜索效率。 

陈皓勇等(1999)提出一种适用于解决大规模电力系统机组组合问题的新型

优化算法－系统进化算法，该方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鲁棒性，能处理高维数、

非凸、离散、非线性的实际系统优化问题。 

赵子臣等(1997)提出一种机组组合优化的新型启发式方法，考虑随时间变化

的启停机费用对机组优先级的影响，并提出由开启机组决定所带负荷曲线，将该

启发式方法与逐步动态优化法相结合进行机组 优组合，使计算时间大为减少，

同时可保证得到 优解。 

倪二男(1999)应用 Lagrange 松弛技术处理离散运行区间，机组启停费用，

小启停机时间等离散约束和水库间的水力耦合网络约束以及非线性水头影响。将

松弛问题分解为连续规划问题（由非线性网络流方法求解）和整数规划问题（用

动态规划方法求解）。 

A.Rudolf，R.Bayrlaithner (1999)采用了可考虑机组 小开停机时间的编码技

术，用 GA 进行机组开停机求解，然后用 LR 方法求解含有连续变量的经济发电

调度问题，便可得到相应问题的适应度。 

C.C.A.Rajan，M.R.Mohan，K.Manivannan (2002)采用 SA 进行机组计划的求

解，用二次规划求解经济发电调度。 

Z.Yu，F.T.Sparrow (2000)引入表示在线、离线、开机、停机 4 个 0-1 变量，

把 小停机持续时间进行数学表达，考虑机组气蚀区限制，进行逐阶段求解。 

Borghetti，F.Ladcalandra (2003)提出一种简单有效的拉氏松弛方法解决机组

组合问题，该方法基于分解束成法(DBM)求解对偶问题，迭代次数少，求解精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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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natawy，Y.L.Abdel-megid (1999)尝试集成 GA，SA，TS 三者，构造新

的混合优化方法，求解 UC 问题。 

（5）泵站运行调度研究 

随着我国调水工程的建设，国内专家学者对梯级泵站输水系统水力过渡过程

进行了研究。杨开林等（2000）针对万家寨引黄人晋跨流域输水工程，提出了模

拟无压隧洞充水过渡过程的“虚拟流动法”；练继建等（2003）建立了明渠一管道

一明渠复杂输水系统的瞬变流计算模型，并采用变时步的方法处理计算，能够较

好地模拟实际工程中的水力过渡过程；杨开林等（2004）利用线性变换求解调水

渠的非恒定流，并利用它计算模拟了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太园泵站上池一莲湖泵站

进水前池之间渠网的水力瞬变；杨开林（2002）研究了明渠结合有压管调水系统

水力瞬变的数值模拟，采用明渠非恒定流的基本方程同时描述明渠非恒定流和管

道的有压流，对有压流采用了窄缝法求解，模拟计算了东深供水改造工程的恒定

流和水力瞬变流；王家亮等（2003）指出东深供水改造工程中多级泵站运行时的

流量平衡控制是整个供水工程正常和安全运行的基础；邱锦春等（2003）通过对

比明渠非恒定流基本方程和管道瞬变流方程，建立了管、渠非恒定流联合计算的

数学模型，并用于东深供水工程等等。上述这些研究，为调水工程的安全运行调

度提供了技术依据。                                           

现代梯级泵站调水工程中泵站均以电为动力，装机功率大，电能消耗量较大。

提高泵站效率有利于降低调水运营成本，提高调水经济效益。为此，我国一些专

家学者针对泵站经济运行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为泵站经济运行调度打下了较

好的基础。马文正等（1993）针对多泵多站运行系统，在工作条件改变的情况下，

通过运用动态规划法确定水泵的开启台数、水泵叶片安放角，使得运行费用达到

小。汪安南等（1993）建立了以大型全调节轴流泵运行费用 小为目标的数学

模型，并采用动态规划法求解；陈守伦等（2003）通过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采

用动态规划的方法确定泵站各时段的抽水量及各时段总流量在机组之间的合理

分配，可使泵站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刘正祥等（2000）对于多机组的多级

泵站，以总能耗 小为目标函数，用动态规划法确定每级泵站的机组 优开机组

合，然后模拟了系统的运行，同时考虑了级间的合理调配与站内机组的优化组合，

可使泵站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的提高；程芳等（2003）利用大系统分解协调技术

建立了两层谱系结构的泵站优化调度模型；金明宇等（2004）建立了大型引水工



www.iwh.com

 

 432

程各梯级站水位优化调度数学模型，使得整个系统总能耗 少；戴振伟等（1997）

利用系统工程理论、动态规划技术和模拟技术对梯级泵站进行优化调度，产生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杨鹏等（2001）采用遗传算法进行泵站优化调度；李世芳等

（2002）提出了梯级泵站供水系统扬程优化调度间题，并运用动态规划法求解；

朱满林等（1999）建立了级间无分水任务的梯级泵站优化调度的动态规划数学模

型，指出改善级间流量配合可以提高泵站效率；刘德祥等（1995）运用大系统理

论对多级泵站群优化调度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指出以各泵站的提水流量为关联变

量，以各泵站为子系统建立多级泵站优化调度的子系统模型等等。 

尽管国内在梯级泵站调水工程运行调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为了进一步发挥运行调度在工程安全和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仍需要在运行调度

的决策可视化和自动化水平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加强运行调度计算机仿真研究，

增强可视化，不仅应用在规划设计阶段拟定、验证、优选设计方案，也可作为调

水工程实时监控系统的子系统，实时模拟调度过程，为调度决策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二是进一步开展提高梯级泵站实时调度自动化水平研究。目前，数据采集、

计算机监控技术已日趋成熟、完善，系统硬件的可靠性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已

有质的提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已集成开发了一些实用可靠的泵站计

算机监控系统工程，典型的有深圳市罗湖东深供水三期梯级泵站调水工程等。 

2.2 水轮机控制技术 

水轮机调速器是以回路调节为主要目的机组单元控制设备，它经历了从机械

液压调速器到电液调速器的发展历程，而电液调速器又经历了模拟电路电液调速

器到微机电液调速器的历程。在微机调速器出现之前，调速器（当时主要是机械

液压调速器、模拟电路调速器）的主要使命是，根据偏离额定值的机组频率偏差

调节导水机构/转桨机构(喷针/折向器机构)，维持机组水力功率与电力功率的平

衡，使转速维持在额定值附近的允许范围内，这时的水轮机调速器主要是一个转

速调节器。而微机调速器广泛应用的同时，水电厂监控系统、电网发电调度系统

也已日趋成熟并进入实用化的推广应用阶段，区域电网形成且容量迅速增加，机

组大多并入大的区域电网运行，控制这些机组的水轮机调速器则是通过水电厂监

控系统受控于电网发电调度系统，调速器在大部分运行时间内实际已演变为它们

的末端机组有功控制器。现代水轮机调速器承担的任务已不能仅仅用“水轮机调

速”来描述，原来所说的水轮机调速器，其功能有了增加和扩展，由于水轮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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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的控制功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IEC61362(1998)和 IEC60308(2005)已将水轮

机调速器更名为水轮机控制系统，我国的水轮机调速器与油压装置的国家标准

（技术条件 GB/T9652.1 和试验验收规程 GB/T9652.2）修订后的报批稿，也已把

主题词“水轮机调速器与油压装置”改为“水轮机控制系统”。鉴于此，笔者将水轮

机调速器归类为“水轮机控制技术”学科方向。 

（1）采用标准工业控制器、标准液压件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构成水轮机控制

系统 

1）以标准工业控制器构成微机调节器 

1995 年以前，微机调节器主要是以单件、小批量、非标准生产为特征的自

制微机专用控制器，其设计、制造及工艺水平难以保证其质量稳定和长期使用的

可靠性。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现在大都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标准控制器作为调节器

的硬件平台，与早期采用自制硬件的产品相比，现在的调节器产品性能已有质的

飞跃，从实际应用与研究的角度看，现在主流微机调节器结构模式已基本成熟与

完善。今后应紧跟国际上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及时选

用技术先进、可靠性高、选择余地大的成熟控制器产品构成微机调节器，以进一

步适应水电厂和电力系统计算机监控系统接口和技术要求（魏守平 2005）。 

标准工业控制器可有不同选择，如可编程控制器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AC（GE 公司 新可编程控制器）、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

PCC(Programmable Computer Controller) 和嵌入式工控微机（Micro Computer）

等工业控制器。上述各种类型微机设备的性能都在不断提高，且有进一步融合的

趋势(PAC 及 PCC 实际就是 PLC 与工控机相互借鉴和融合的产物)。从原理上讲，

在保证测频分辨率(不超过 0.005Hz或测频计数频率在 1MHz以上)与实时性(程序

扫描周期不超过 20ms)的前提下，当今国内外生产的绝大部分微处理器产品都可

以作为调速器的硬件平台。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基于实时多任务的工业控制器(如

PAC、PCC 等)构成的调节器性能更为优越。 

根据用户需要，有些调节器配置为冗余双微机或三微机调节器结构。一般认

为，冗余双机或多机设计的结构能使系统关键部件的可靠性得到提高，从而也就

提高了调速系统的可靠性，这是双机/多机观点的主要依据。在水轮机调速器行

业中该观点至今依然是有争议的，大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吴应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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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标准液压件构成液压随动系统 

从微机调节器输出的是微弱的电气量，不可能直接控制并驱动水轮机的控制

机构，必须经过转换放大。液压随动系统把来自微机调节器的调节量经过驱动放

大，以一定的速度牵引水轮机的导水机构、转桨机构或喷针、折向器机构，且其

机械调节量与电气控制量相对应。 

早期的自制专用电液转换器同样是以单件、小批量、非标准生产为特征，其

设计、制造及工艺水平难以保证其质量稳定和长期使用的可靠性。目前已大量采

用标准液压件(如比例伺服阀、高速开关阀)或微电机作为液压随动系统的电液转

换器，使产品性能与长期使用寿命有了可靠保障。 

早期乃至现在仍大量使用的主配压阀，系具有多台肩圆柱滑阀阀芯和多沉割

槽铸造或锻造阀体的配磨对称结构，为非标准大通径阀(特殊形式的大流量－机

液操纵比例/伺服阀)。由于采用间隙密封且轴向结构尺寸大，其抗油污能力、换

向可靠性受到局限，此外换向时间、泄漏量、换向冲击、动态响应等方面也有诸

多不足，显然难以满足现代水轮机控制系统对液压技术日益增高的要求，本行业

中也出现了要求变革调速器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传统液压模式的呼声。 

中国水科院率先采用标准逻辑插装阀构成主配，在可靠性、速动性、可控性、

维护性、灵活多变的集成化等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其推广和发展历程中，

作为长期处于后进者角色的中国调速器界，一改过去被动、落后和沉寂的表现，

充当了紧跟发展前沿并不断有所创新的积极、进取和活跃的角色。 

此外，标准逻辑插装阀也在分段关闭阀、事故配压阀、油源截至阀、油泵组

合阀上得到普及应用（张建明 2006）。 

（2）现代先进控制规律的应用 

1）主流控制规律 

“微机调节器”是调速器的电气部分，它接收机频、网频、开度、有功、远方

命令等模拟量及开关量信号，并对信号进行处理，进而实现调节规律的综合并输

出相应的调节量。 

尽管对调速器人们提出多种控制策略，但目前仍以经典 PID 及改进型 PID

控制为主，至今 IEC 仍将 PID 作为基础和基准来推荐，其它高级控制算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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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反馈控制、自校正控制、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仅仅作为附加控制功

能，且应用尚不普及（魏守平 2005）。 

2）优化开机规律 

目前大量采用开环与闭环结合的开机规律，将导叶或喷针开启至与当前水头

对应的启动开度，待转速达到 90%～95%额定转速时，再投入闭环 PID 频率调节。 

由于标准工业控制器的测频性能不断提高，近年来，已有不少调速器产品尝

试采用以加速度为控制目标的全程闭环开机，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叶

鲁卿 2002）。 

上述开机方式无一例外地考虑了开机过程的快速性，以 大限度地缩短开机

并网时间，单纯从控制角度而言，当然希望开机过程越短越好。然而，近年来伏

依特－西门子公司认为，此类开机规律动态应力偏高、易导致转轮裂纹。建议以

小开度缓慢开启导叶，待转速缓慢稳定上升后，再加大导叶开度，投入闭环 PID

频率调节。鉴于此，今后应开展开机规律的优化研究，把降低开机过程的动应力

也作为开机目标之一，以 大限度地兼顾开机过程的快速性与降低主机动应力的

矛盾。 

3）浪涌控制 

在低水头转桨式机组(如轴流式、贯流式)调速系统中，可引入浪涌控制。浪

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在甩负荷的情况下使连续的水流通过水轮机。为此目

的，在甩负荷后可将导叶开度、轮叶转角停于一定位置，以提供一给定的流量。

以实现下列目标： 

● 大坝迎水面涌浪 大爬坡高度不大于 0.20m～0.50m。 

● 机组流量的瞬间变化值不大于机组额定流量的 50%～60%。 

4）水位控制 

贯流式水电站一般位于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兼有航运、灌溉、供水、环

境保护等综合利用效益。在淹没允许的条件下，通航河流上兴建的低水头电站会

尽量考虑梯级通航水位衔接问题，也就是指梯级正常发电运行 低水位应与上一

梯级的坝下 低通航水位衔接， 好稍有水头重叠，这样有利于通航，且梯级总

能量亦较大。因此贯流式水电站对水位的控制显得尤其重要。对于常规机组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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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言是以机组频率、导叶开度、机组有功为调节对象，而投入水位控制方式功

能后，将电站水位信号 H 引入调速器，建立水位控制分量函数 ΔYh=f(H)。根据

电厂运行要求，建立开度－水位关系曲线，在机组负载运行时调速器根据开度－

水位关系曲线控制机组开度，进而控制水库水位，彻底改善来水量的优化自动调

度。在控制算法上增加水位控制增量 ΔYh（K），用以控制水库水位。 

（3）电磁兼容性 

过去不少水电站机组运行中出现不能解释的溜负荷、接力器抽动等现象，这

是控制设备电磁兼容性差的表现，已引起水轮机调速器界的高度重视。为保证设

备可靠性与长期稳定运行，目前，电磁兼容性试验已逐渐成为水轮机控制系统的

重要型式试验项目。 

（4）彩色触摸屏 

目前采用彩色触摸屏作为水轮机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已日渐成为基本配

置，由于其界面友好、信息丰富、参数调整便捷，极大地方便了设备的调试与设

备的实时状态监视。 

（5）容错功能 

容错功能是指水轮机控制系统的某些组件、环节出现故障时，控制系统允许

在牺牲一些性能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设备运行，更进一步保证了设备的可利用率。

主要有硬件的方法、软件的方法、软硬结合的方法。常见的有控制器故障容错处

理、测频故障容错处理、接力器位置反馈故障容错处理、水头信号故障容错处理、

有功信号故障容错处理、液压件故障容错处理等。 

（6）现场总线技术 

长期以来一直使用 4mA～20mA、－10V～＋10V 等标准模拟信号实现控制

器、变送器、指示仪表和执行器之间的接口。随着微型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

发展，使用数字信号代替模拟信号进行数据传输和接口，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

势。简言之，就是利用现场网络把基于微型计算机技术的各种智能设备集成在一

起，这就是现场总线的基本含义。也可以说，现场总线是控制系统中控制器、变

送器、执行器等数字式（微机）设备和装置之间的通信网络。现场总线是一种全

分散、全数字化、智能、双向、多变量、多站点的通信系统，具有可靠性高、抗

干扰能力强、通信速率快、系统安全和可扩展性好等优点，可以说工业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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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了现场总线的新时代。鉴于此，及时研制基于现场总线的全数字式微机调

速器已显得十分必要，也是水轮机控制系统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魏守平 2004）。 

（7）机械反馈与机械开限 

随着调速器电气、机械组件可靠性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无论国外知名公司

还是国内厂家，其调速器产品已逐渐取消机械开限、机械反馈，为今后调速器的

系统集成及现场布置带来了极大便利。 

（8）数字逻辑插装技术 

数字逻辑插装式调速器是对传统调速器液压技术的有效补充和发展。数字逻

辑插装式调速器成功地将快速开关阀技术与逻辑插装技术有机结合，以全新的思

路创造性地开辟了调速器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直接数字控制的调速器，为调速

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快速开关阀技术与逻辑插装技术相结合既是现代液压

的前沿方向，又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张建明 2005）。 

（9）标准化、集成化、高油压化 

应优先考虑采用标准液压和电子元件/组件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构成现代水轮

机控制系统，这是因为采用标准元件至少具备下列优点： 

● 使调速系统结构更加合理 

● 生产制造容易 

● 容易互换的元件、组件使系统安装、维护更容易，并能更方便地完成系统

的修改与调整 

● 国际领先的元件制造厂商总是按同一国际标准制造元件。 

● 调速器可从元件到组件到回路进行高度集成组合。不但调速器本体，与其

配套的压油罐、油泵、主接力器等都可采用标准工程液压件，如油压装置采用液

压标准的皮囊式蓄能器、液压泵采用齿轮泵、主接力器采用标准工程液压缸等。

使用这些通用液压设备来进行调速系统的多层次优化设计与组合，可以充分利用

标准液压件制造行业的总体优势来提高调速器的性能和降低生产成本（张建明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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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调速系统还出现高压化的趋势。过去，工作油压一般不超过 6.3MPa，

现在向 16 MPa，20 MPa 发展，还有望提到 42 MPa。高压化可使整个调速系统

的尺寸缩小、性能提高、造价降低。 

（10）水泵/水轮机调速器 

国外抽水蓄能电站水轮机控制系统及应用已比较成熟，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已引进了若干国外系统，如十三陵、广蓄、天荒坪等，较好地结合了抽水蓄能

电站机组控制的特点，应用效果较好。 

对于抽水蓄能电站的控制，国内调速器尚属初步应用阶段，主要问题是对抽

水蓄能机组的运行工况了解不够深入全面，一些特殊工况的控制处理经验不多。 

对于蓄能机组调速器，应采用多模式调节控制和适应多工况运行及工况转换

的功能；除采用适应式数字 PID 调节规律外, 还需根据不同的运行工况采用变结

构控制（开度反馈结构、功率反馈结构、前馈控制结构等）、 非线性控制（水轮

机甩负荷、水泵失电、水头－开度协联控制等），及非 小相位补偿等现代控制

方法作为附加控制手段，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动态品质和性能水平。 

（11）电动调速器 

电动调速器与液压调速器相比，操作不需要压力油源，可以省去油压装置、

空压机装置、配压阀和电磁阀等设备，从而起到节能的作用。如果采用电动调速

器的水电站，再配以电动进水阀和电磁制动，则可使水电站实现无油化，减少对

下游河道的环境污染。它不仅可以简化设备，使水电厂厂房内的机组布置更加简

洁、美观，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机组控制装置的可靠性。 

由于电动调速器进一步提高操作功受到局限，一般只适用于操作功在

100000Nm 以下的中小水轮机组。 

（12）调速器专用自动化元件 

采用标准液压/气动元件－组件，以回路组合集成的方式开发调速器专用自

动化元件，充分发挥液压/气动行业的整体行业优势，提高自动化元件的性能和

长期使用的可靠性。如分段关闭阀、事故配压阀、油源截至阀、油泵组合阀、自

动补气装置等，都可以采用该思路进行灵活集成。 

综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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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水轮机调速器承担的任务已不能仅仅用“水轮机调速”来描述，过去所

言的水轮机调速器，其功能已有了增加和扩展。由于水轮机调速器的控制功能已

经有了很大变化，IEC 已建议将水轮机调速器更名为水轮机控制系统。目前水轮

机控制系统的总体结构模式普遍为微机调节器＋液压随动系统模式，提高了系统

的技术性能指标。主流设计思路是采用标准液压和电子元件/组件以系统集成的

方式构成现代水轮机控制系统（魏守平 2005）。 

● 先进控制规律、现场总线技术、逻辑插装技术、电磁兼容性、容错技术等

受到水轮机调速器界的重视。有专家认为，直接数字控制、现场总线技术、逻辑

插装技术将是水轮机控制系统今后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特别是数字逻辑插装技

术，专家们普遍认为，数字逻辑插装技术的出现与成功的工程应用，可能为液压

技术的发展开辟广泛的前景，使液压技术的发展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而逻辑插

装技术在水轮机调速器中的应用与逐渐普及无疑将对促进调速器的技术进步提

供强大动力。 

● 对于双机及多机控制器调速器，也有专家持争议观点。他们认为：1995

年以前，我国以自制硬件为主设计的微机调速器由于设计者没有多大把握，故大

多采用了双机冗余结构，1 台工作、另 1 台热备用，两机间互相通信和监视，当

主用机被诊断出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机。然而进入 20 世纪末以来，当 PLC

广泛用作微机调速器硬件核心后，我国大部分专业生产厂不再生产双机冗余的微

机调速器了，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条：①国际知名厂商的 PLC 可靠性很高，没

必要再用双机冗余系统；②原先的双机冗余系统中，切换模块的故障率较高，成

了调速器的薄弱环节。往往这部分的故障率高于微机本身，以致有些双机冗余的

调速器故障率高于单机系统；③由于微机本身故障率很低，即使采用了双机冗余

结构，在实际使用中根本体现不出降低故障的效果；④双机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导

致系统复杂和成本增加，造成浪费。但有时因用户及设计院的一再坚持，有些调

速器只好配置为冗余双微机或三微机调节器结构。 

此外，在统计国外调速器时发现，国际知名的 ABB、NEYRPIC、ESCHER 

WYSS、WOODWARD、GE 公司的微机调速器几乎都为单微机系统。我国二滩

微机调速器在国际招标中由 VEVEY 公司中标，应中方要求他们才首次生产双微

机调速器。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左岸调速器国际招标，ALSTON 中标，该公司

也是单微机调速器，但也是应中方要求他们才首次生产双微机调速器的。查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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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知名调速器公司的业绩表，在他们向世界各国供货的千余台调速器中，都没有

双微机冗余调速器，只有 WOODWARD 有少量三微机冗余调速器投入运行的报

道。 

我国自上世纪末至今生产的数百台调速器 90%以上为单微机系统，目前尚未

见到由于 PLC 自身故障被迫停机和影响正常发电生产的报道（吴应文 2002）。 

3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3.1 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技术 

近 10 年来，我国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取得了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

包括三峡右岸、龙滩、拉西瓦等一批大型和特大型水电站均全部采用了国产化的

计算机监控系统，标志着我国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获得国内广大用户的认可。 

针对三峡枢纽以上流域单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梯级电站的建设，应继续开展

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研究探讨改进系统结构、

网络结构，优化系统配置，并通过采用新产品、新技术和 新研究成果，提高监

控系统的可靠性和实时响应性能。 

在国际市场方面，应进一步提高国产水电站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国际水电市场

的知名度，针对国外水电站的特点和实际需求，改进和完善系统结构、功能和性

能指标，提高系统的竞争力，加大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和非洲水电站的市

场占有率。 

在流域梯级电站集控中心自动化系统方面，应在建立流域数据中心和远方集

控的基础上，开展数据挖掘和数据共享综合利用工作，提高流域梯级调度管理的

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防洪减灾与兴利效益，开发满足防洪、发电及

其他综合利用要求的流域水库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同时实现流域梯级水电站优化

调度和电网的经济调度。 

为使电源结构更加合理和多样化，我国正在兴建一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目

前，已经投运的有潘家口、广州、十三陵、天荒坪等抽水蓄能电站，在建的有张

河湾、西龙池等 10 余座，这些电站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基本上全部采用国外进口

产品，价格高，而且技术保密，运行维护售后服务困难。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提高技术性能指标，打破蓄能电站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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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重大经济社会

效益。 

目前，采用国产化计算机监控系统的三峡右岸、龙滩等一批单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的水电站相继建成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型水电站计算机控制系统技术

已经成熟，已具备实现大型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能力和水平。今后本学科

重点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之一应放在根据抽水蓄能电站机组控制的特点，开发蓄

能机组的有关流程控制软件，并结合具体蓄能电站工程进行应用上面，重点研究

内容包括： 

（1）大型蓄能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模式与结构； 

（2）大型蓄能机组的有关流程控制软件技术； 

（3）大型蓄能电站自动发电控制技术； 

3.2 水轮机控制技术 

水轮机控制技术学科重点研究内容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1）对数字逻辑插装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与技术推广，争取尽早用于巨型水

轮机组控制； 

（2）开展水泵/水轮机调速器的国产化产品转化工作，争取早日投入现场使

用； 

（3）开展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水轮机调速器研究，跟踪技术发展； 

（4）跟踪新型控制器、新型液压件、自控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动态，并

及时应用于调速器产品的开发与更新，以进一步适应水电厂和电力系统计算机监

控系统技术发展的要求； 

（5）开展电动调速器在农村小水电机组上的普及推广。 

4 调研背景概述 

本调研报告重点跟踪和收集近年来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相关领域的国际国

内发展态势、研究热点和学科进展的相关资料，通过调研分析，结合我院自动化

所从事的专业特点，归纳总结当前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的主要进展、成果和值得

关注的新动向等，归纳汇总编写完成相应的调研报告。主要资料来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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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领域近年来主要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学术专著，国际国内水利水电学术交流会会议论文； 

（2）利用出访、邀请外国专家讲学及国际合作项目等交流手段获得的学科

发展动向和新技术信息； 

（3）中国水科院在水利水电自动化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与进展状况；著名

大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实验室）等的 新研究成果； 

（4）近年来在国内主要大型骨干水电站自动化控制系统和产品的发展趋势

和实际运行情况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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