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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660MW超超临界机组购网电量
张　凯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购网电量是发电厂为发电生产需要向电网购入的电量。一般指机组解列停运期间，机组剩余运行系统从电网购入

的电量。由于购网电价与上网电价差距很大，将直接导致电力企业生产费用额外增加一部分。面对当前火电厂机组年度可

利用小时数逐年偏低的生存形势，如何有效降低停运机组购网电量，将成为电力企业节能降耗的又一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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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平山一期）为两台

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发变组单元接线，发电机出口配置

GCB 开关，经主变升压后接入厂内 500kV 升压站，2016 年

转入商业运行。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平山二期）

新建一台 1350MW 机组，预计 2021 年转入商业运行。平山

二期在原一期 500kV 升压站扩建一个不完整串，其主变升

压后接入；平山电厂 500kV 升压站扩建后，主接线仍为 3/2

接线，分别为一期两个完整串和二期一个不完整串；平山一、

二期三台发电机共用两条出线，将电送至 7 公里外的濉溪。

１ 购网电量组成及影响

由于平山一期上网电量由华东电网结算，平山二期上

网电量由安徽省网结算，为确保平山一、二期上网电量结

算准确便捷，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华东电网要求平山一期

上网电量由两条出线侧结算改为两台主变高压侧结算。平

山一期未配置启备变，机组停运后需通过自身主变将电倒

送至机组侧，上网电量结算方式变更后，机组停役时会产

生购网电量。结合 2018 年、2019 年两台机组停运期间机组

耗电量分别为 700.79 万度和 721.59 万度，按购网电价约 0.9

元 / 度，照此推算则后续每年机组停运期间将会产生约 630

万元购网电量费用。如果能有效降低机组停运期间购网电

量，则可为公司经营目标减缓一定压力。[1]

根据系统运行方式可知，购网电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 变压器自身损耗电量；2. 停运机组自身剩余系统耗电量；

3. 停运机组所带外委负荷耗电量。

变压器自身损耗，主要为空载损耗，该值固定不变无

优化空间。因此如降低购网电量，只有通过改善停运机组

厂用电运行方式，转移停运机组剩余负荷才可实现。

2 停运机组厂用电运行方式优化

平山一期每台机组各配置两条 10kV 厂用母线，命名

为：10kV 厂用 1A 段、10kV 厂用 1B 段、10kV 厂用 2A 段、

10kV 厂用 2B 段，用于主机设备供电。正常运行时 1 号高

厂变带 10kV 厂用 1A 段、10kV 厂用 1B 段，2 号高厂变带

10kV 厂 用 2A 段、10kV 厂用 2B 段， 两台机组 10kV 厂用

A/B 段间设置联络电缆（未设计启备变）。某台主变 / 高厂

变检修时，其对应的 10kV 厂用段通过邻机的 10kV 联络电

缆供电。另外设置两条 10kV 公用段，命名为：10kV 公用

1 段、10kV 公用 2 段，对外委公用设备供电。10kV 公用 1

段由 10kV 厂用 1A 段供电，10kV 公用 2 段由 10kV 厂用 2A

段供电。

根据平山一期电气接线方式，如果机组停运直接将

10kV 厂用 A、B 两段切至临机供电，此时购网电量最低（仅

剩停运机组主变空载损耗）。但此种运行方式会造成运行

机组快切闭锁，10kV 厂用段备用电源失去，一旦运行机组

主变或高厂变故障，将直接造成厂用电全失，因此只能放

弃此种运行方式。为此，平山一期考虑是否可以采用“切

换一段、保留一段”的运行方式。平山一期吸风机、送风机、

一次风机为单台布置，均布置在 10kV 厂用 B 分支，外围公

用负荷布置在 10kV 厂用 A 分支，结合上述情况，我们机组

停运后切换 10kV 厂用 A 段或 B 段对运行机组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以 1 号机组运行，2 号机组解列为例：

（1）10kV 厂用 2A 段切至 1 号高厂变，10kV 厂用 2B

段保留 2 号高厂变供电：

若 1 号高厂变故障，则 10kV 厂用 1A、2A 段失电；但

10kV 厂用 1B 段可通过快切切至 10kV 厂用 2B 段供电，风

烟系统可保持继续运行，1 号机组存在继续运行的可能性。

另外，2 号机组所带公用负荷已随 10kV 厂用 2A 段切至 1

号高厂变供电，购网电量骤降。[2]

（2）10kV 厂用 2B 段切至 1 号高厂变，10kV 厂用 2A

段保留 2 号高厂变供电：

若 1 号高厂变故障，则 1 号机组直接 MFT，无挽救可能。

另外，2 号机组所带公用负荷仍由 2 号高厂变供电，仍将产

生大量购网电量。

根据上述分析，决定机组停运后将其 10kV 厂用 A 段通

过联络线切至临机高厂变供电，10kV 厂用 B 段保留原运行

方式。

3 停运机组剩余负荷转移

停运机组剩余负荷主要为两部分：机组自身剩余负荷

和机组所带外委公用系统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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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机组自身剩余负荷转移

机组解列后，10kV 厂用 A 段通过联络线切至临机高

厂变供电后，停运其 10kV 厂用 B 段供电运行辅机，启动

10kV 厂用 A 段供电辅机。另外，逐步停运部分空载或轻载

干式变，如拉停一台锅炉变、除尘变、照明变、检修变、

厂前区变，将其母线改为联络开关供电，以节省上述干式

变的空载损耗。

3.2 外委公用系统负荷转移

按照上述方式，停运机组大部分负荷已通过 10kV 厂用

A 分支联络线切至临机高厂变供电。但为减小 10kV 厂用 A

分支联络线供电压力，平山一期将输煤、化学、除灰、脱

硫区域双电源 MCC 系统的电源运行方式，更改为以运行机

组供电电源为主用，停运机组供电电源为备用。同时要求

上述外围系统设备启动，优先使用运行机组供电设备，只

有当该设备因缺陷或检修无法继续运行时再切换。

4 运行方式改变后的注意事项

厂用电运行方式变更后，临机高厂变负荷将上升，为

保障运行机组安全稳定，以及突发事故情况时运行人员能

够可靠处理，对相关注意事项总结如下。

1. 监视运行机组高厂变的运行参数不超限：

（1）顶层油温最高不允许超过 90℃，温升最高不允许

超过 50℃。

（2）绕组温度最高不允许超过 100℃，温升最高不允许

超过 60℃。

（3）高厂变的高压侧电流不应超过额定值 1817.7A，最

高不允许超过 1900A。

（4）高厂变的低压侧分支电流不应超过额定值 2089.5A，

最高不允许超过 2180A。

（5）10kV 备用电源回路电流不应超过 1000A，最高不

允许超过 1250A。

2. 禁止 10kV 厂用 1A、2A 段母线内两台及以上高压大

功率电机同时启动，大功率电机启动前应提前汇报值长，

启动 10kV 大功率电机间隔不小于 5 分钟。大功率电机启动

前，若发现 10kV 厂用 1A、2A 段母线电压偏低，当班值长

可向调度申请短时退出运行机组 AVC。在 500kV 电压不越

上限的前提下，通过对运行发电机增磁来提高发电机机端

电压。[3]

3. 避免运行机组高厂变高压侧过负荷、低压侧 A 分支

过流情况的出现。当班值长应控制辅机运行方式，尤其公

用系统辅机，避免出现高厂变低压侧 A 分支过流。当发现

高厂变低压侧 A 分支有过流倾向时，应设法调整运行方式。

4. 加强对运行机组主变及高厂变的运行中的检查，运行

机组高厂变负荷达到额定负荷 69%（高压侧电流约 1250A）

时，检查其“自动”位冷却风扇自启。若遇到过热天气或机

组过负荷工况，当“自动”位冷却器已经自启后，变压器温

度仍然上涨，可将处于备用的冷却风扇手动开启。[4]

5. 加强对 500kV 系统、运行机组主变及高厂变保护装

置的巡视，当 500kV 系统、运行机组主变及高厂变保护装

置出现任何异常报警及时汇报部门专业管理人员，通知设

备部电气专业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做相应处理。

6. 加强对 10kV 厂用 1A/2A 段厂联线电缆头的检查，确

保此特殊运行方式期间无任何放电现象。

7. 停运机组 10kV 厂用 A 段切至运行机组供电前，试启

两台机组柴油发电机一次，确认柴发可以正常备用。加强

对两台机组保安电源系统、直流系统、UPS 等重要设备的

巡检监视，确保运行机组保安电源系统、直流系统、UPS

系统运行正常。

8. 特殊运行方式期间，运行机组主变及高厂变跳闸，

检查其 10kV 厂用 B 段自动切至临机供电，检查跳闸机组

400V 保 安 B 段 运 行 正 常。 检 查 10kV 厂 用 1A、2A 段、

10kV 公用 1 段、2 段母线失压，400V 保安 1A、2A 段母线

失压，#1、#2 柴发启动正常，带载 400V 保安 1A、2A 段母线。

10kV 厂用 1（2）A 段恢复供电后，应优先恢复 10kV 公用 1（2）

段、电动消防泵、燃油泵负荷。[5-6]

9. 特殊运行方式期间运行机组主变及高厂变跳闸，若

其 10kV 厂用 B 段未切换至临机供电，按《防止全厂停电事

故措施及事故处理预案》处理。

5 结论

优化前，平山一期机组停运初期（前 4 天）购网电量最大，

随着停运时间推移一般会从日购网约 15 万度逐步递减至 5

到 6 万度，并保持稳定；优化后，停运机组日购网约 1 万度（变

压器日空载损耗 0.7 万度），较优化前每日可降低约 5 万度

购网电。依照平均购网电价 0.9 元 / 度计算，则机组停运期

间每天可节省约 4.5 万元的购网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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