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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期水电站经济运行损失电量管控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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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电站损失电量管控模型,是通过理论与实发电量对比得出损失电量,提出的计算方法.运用算例分析,从调节性

能、额定水头高低、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各特征型水电站寻找出相应的影响因子关联度,直观地找到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

为经济运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损失电管控模型运用于调度一线的小指标竞赛中,可有效促进员工主观能动性,最终

达到“减损增效”的目的.这套损失电量管控模型对水电经济运行管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在水电企业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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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trolmodelofhydropowerstation＇spowerlossisacalculationmethodwhichobtainsthepowＧ
erlossbycomparingthetheorywiththeactualgenerationpower．Byusingtheexampleanalysis,wecanfind
outthecorrelationdegreeofinfluencingfactorsfromeachcharacteristichydropowerstationonregulatingperＧ
formance,ratedhead,andparticipatinginpeakregulationandfrequencyregulationofpowergrid,andthen
findoutthecoreproblemsofeconomicoperationintuitively,andprovidedecision－makingbasisforeconomic
operationmanagement．Atthesametime,theapplicationofthepowerlosscontrolmodelinthesmallindex
competitionofthedispatchinglinecaneffectivelypromotethesubjectiveinitiativeofemployees,andfinallyaＧ
chievethepurposeof＂reducinglossandincreasingefficiency＂．Thiscontrolmodelhascertainreferencevalue
forhydropowereconomicoperationcontrol,whichisworthpopularizinginhydropower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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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四川是中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大省,总发电装

机容量９９８０万kW,其中水电装机占比就达到

８０％.近几年,受投产装机增速大于电力需求增

速、送出通道受限等客观因素影响,出现了汛期大

规模弃水现象.但同时,由于水电站特殊的来水

时空分布特性,汛期集中来水丰沛,占全年来水量

７０％,发电能力富余.而枯水期来水偏枯,供不应

求,造成了电力供应“汛余枯缺”的不匹配现象.
因此,在枯水期,对于四川电网的电力供应来说,
水电是非常宝贵的电力资源.在来水有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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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优化调度、经济运行管控,可有效提高水

能利用率近５％~８％,对保障电网供电安全、提
高发电企业发电量创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１~２].
传统的经济运行管控,在以水定电“非弃水”模式

下,水电企业的管理基本上都提出了以抬高运行

水头、提高机组运行效率为手段,以降低耗水率为

目标的考核目标[３~５].传统管理指标只有结果指

标,并没有提出造成结果的具体影响因素以及各

因素影响程度,同时也没有量化地、直观地为管理

者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以“非弃水”模式为前提,拟提出水电站

损失电量管控模型,找出损失影响因子,提出各损

失影响电量及因子关联占比的计算方法,量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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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为实时调度人员提供准确指导,更能为管

理者提供经济运行管理决策依据,及时找到问题,
提出针对性措施,优化经济运行指标,增发电量.

１　损失电量分析

１．１　理论电量

为了量化分析损失电量,提出参照目标值,即
理论发电量概念.理论指在有效来水量、来水过

程情况下,水电站理论能发出的最大电量.根据

电站调节性能不同,分别制定季调节及以上、径流

式等代表性电站理论发电量计算模型.总体思路

是按照优化调度方案、水位过程计划、理论耗水率

等为理论目标,寻求计算在实际来水过程下的最

大发电能力.
(１)径流式水电站理论发电量:①确定理论最

优运行水位,对于日调节性能及以下的水电站,理
论上水位稳定维持在最高正常蓄水位附近运行最

优,但在实际运行中,应根据电站自身调蓄性能、
上游来水波动率,确定一个在保证安全且不弃水

的前提下的坝前最优平均运行水位,一般来说水

库调节系数越大,上游来水波动率越小,最优运行

水位越接近最高运行水位;②理论最优运行水位

减去实际坝下水位得到理论水头,通过理论水头

查得理论最优耗水率;③根据逐日实际发电用水

量,计算理论发电量.

Eo ＝
Wr

εo

式中　Eo 为理论发电量,Wr 为实际发电用水

量,εo 为理论最优耗水率.
(２)季调节及以上电站理论发电量:①确定最

优工况下各水头下的最优理论耗水率曲线;②结

合阶段性经营目标通过水库优化调度算法,得到

逐日坝上水位控制计划,日计划坝上水位减去实

际坝下水位得到计划水头,通过计划水头查得理

论最优耗水率;③通过当日实际发电用水量除以

理论最优耗水率得到理论发电量.

１．２　损失电量分类

通过过理论与实发电量对比得出损失电量,
将“非弃水”模式下的损失电量划分为水头损失电

量、旋备损失电量、低效损失电量等三类.一般情

况下,水头、旋备都有实时采集值,对应的损失电

量可以用数据公式直接算出.低效损失电量因受

机组的开机组合方式、运行效率区间、开机率等非

直接量化指标影响,存在量化的不确定性,为此除

去水头、旋备损失电量以外的损失电量,均可归为

低效损失电量.

ω＝Eo －
Wr

εr
　ω＝ωh ＋ωs ＋ωe

式中　ω 为总损失电量,εr 为实际耗水率,ωh 为

水头损失电量,ωs 为旋备损失电量,ωe 为低效损

失电量.

２　损失计算方法

２．１　水头损失电量

本文水头损失电量,是指在实际调度过程中,
径流式电站低于最优运行水位或季调节性电站没

低于理论计划运行水位运行,造成的水头损失.

ωh ＝
Wr

εo
－

Wr

εh r

式中　εhr 为实际运行水头下对应理论最优耗水

率.

２．２　旋备损失电量

本文旋备损失电量,是指为配合电网安全发

电需要,机组空载或空转或仅带最低负荷而造成

的电量损失.

ωs ＝
３６００×t×Qs

εhr

式中　t为旋备时间,Qs 为机组空载流量.

２．３　低效损失电量

负荷可调空间较大的机组,参与电网调峰调

频的电站,机组经常性低负荷率运行,机组运行效

率低,导致耗水率增大,造成隐性损失电量.

ωe ＝ω－ωh －ωs

３　案例计算分析

３．１　分类型电站损失电量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电站的损失电量,受电站自身特性(水头高

低、调节性能)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差

异,对各因子的关联度也不同.为此,笔者选择大

渡河公司所属水电站,分别取三座有代表性水电

站按上述分类及计算方法进行测算.电站 A 具

有不完全年调节性能,高水头,单机容量大,６台

机组投 AGC参与电网深度调峰调频,汛前消落

汛末回蓄,水位可调节空间６０m;电站B,日周调

节,高水头,单机容量大,４台机组投 AGC参与电

网深度调峰调频,水位可调节空间１０m;电站C,
日调节,低水头,单机容量小,水位可调节空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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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参与电网调峰调频较少.三座水电站近３年 枯水期累计损失电量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座典型水电站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累计损失电量分析表

电站
发电量

/亿kWh

损失电量/亿kWh 损失电量权重占比

总损失 ①水头 ②旋备 ③低效 总损失率 ①水头 ②旋备 ③低效

A １２９．１８ １８．６８ ６．１５ ２．２０ １０．３３ １３％ ３３％ １２％ ５５％

B ８４．１９ １０．８５ １．２１ ０．８６ ８．７７ １１％ １１％ ８％ ８１％

C ４７．３２ ２．９１ １．５０ ０．１６ １．２５ ６％ ５１％ ６％ ４３％

　　通过表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损失

电量绝对值还是关联占比而言,装机大、参与电网

深度调峰调频的电站电量损失都最严重.对于 A
类型电站,低效运行占比最大,水头损失占比次

之,也就是参与电网深度调峰调频、机组长期低负

荷率低效运行造成的损失占比５５％,年度水位控

制过程不优造成的损失占比３３％.对于 B类型

电站,机组低效运行造成的损失占比更是达到了

８１％,因本身电站属于高水头电站,水位影响占比

相对较小.对于C类型电站,水头与低效运行影响

大致各站一半.以上分析可以看出,A和B电站作

为电网的主力调峰调频电站,在为保障电网安全运

行的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低效损失电

量,两站每年因长期低负荷低效运行导致的损失电

量达６．３６亿kWh,占枯期总发电量近９％.

３．２　损失电量时间尺度分析

为了更好地评价电站在经济运行水平变化情

况,对 A电站和C电站近三年逐年的损失电量进

行趋势分析.从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出,两站电量

损失率呈上升趋势,且水头、旋备和低效损失电量

总体也都呈上升趋势,表明两站的经济运行水平

呈严重的下降趋势,一方面表现出客观外部市场

环境愈加恶劣,同时也暴露经济运行内部管理上

的问题.
表２　A电站水电站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逐年损失电量走势表 单位:万kWh

年份 发电量 总损失电量 水头损失电量/占比 旋备损失电量/占比 低效损失电量/占比 电量损失率

２０１８年
４２９３６８ ７６１２０ ２５７４２ ９６５９ ４０７１９ １５％

３４％ １３％ ５３％

２０１７年
４３７４７９ ５９７７２ ２２３１８ ５９５０ ３１５０４ １２％

３７％ １０％ ５３％

２０１６年
４２４９９８ ５０９００ １３４４１ ６４３０ ３１０２９ １１％

２６％ １３％ ６１％

表３　C电站水电站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逐年损失电量走势表 单位:万kWh

年份 发电量 总损失电量 水头损失电量/占比 旋备损失电量/占比 低效损失电量/占比 电量损失率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３１８１ １４９０６ ９８０７ ８３７ ４２６２ ８％

６６％ ６％ ２９％

２０１７年
１５４９８１ ８５０９ ３９９０ ４０６ ４１１３ ５％

４７％ ５％ ４８％

２０１６年
１５５０５１ ５６５９ １１６７ ４０７ ４０８４ ４％

２１％ ７％ ７２％

４　分类损失电量小指标管控运用

造成上述影响损失电量的原因,有来自市场

环境变化的客观因素,也有来自内部管理的主观

原因,如何利用结果驱动并发挥各级各层的主观

能动性,通过协调优化外部环境、实时精细化调

度,最终减少损失电量、增加发电收益是水电企业

的经营之本.因此,有必要基于损失电量建立一

套枯水期经济运行指标管控模型,纳入到日常经

济运行考核体系.
以调度班组考核指标为例,在枯期“以水定

电”模式下,经济运行指标管控模型中,增加电量

损失率作为考核指标,重新优化考核权重,促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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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枯期经济运行指标管控算例表

调度值
得　　　分

发电量完成率/％ 水头损失率/％ 旋备损失率/％ 低效损失率/％ 总计/％
排名

调度一值 ２８．５２ ３０．２２ ９．４５ ２９．８８ ９８．０７ ５

调度二值 ３２．３７ ２８．６６ ８．９８ ３０．１２ １００．１３ ２

调度三值 ２８．１２ ３１．０６ １０．３４ ３２．８８ １０２．４ １

调度四值 ２９．５６ ２９．７６ ９．７７ ２９．０１ ９８．１０ ４

调度五值 ２７．６６ ２９．０５ ９．４５ ３３．０１ ９９．１７ ３

度班组积极争取精细调度,抬高运行水头,负荷率

较低时及时申请加负荷或停机减少旋备,减少低

负荷运行时间.

从表４可以得出评价:调度三值虽然发电量

排名靠后,但是在水头损失、低效损失控制方面得

分高,通过减少损失电量达到了增发目的.在“减
少损失电量”为考核导向下,可以积极地引导调度

人员开展相应的减损工作,达到公司的经营目的.

以 A电站为例,通过损失管控模型的运用,经济

运行指标显著提升,２０１９年电量损失率降低至

１２％,较前期降３个百分点,减少损失电量１亿

kWh,增效显著.

５　结　语

根据四川特殊电力市场环境,因地制宜,采用

枯水期水电站损失电量的分类及计算方法,可以

为管理层以及调度层提供经济运行过程管理支

撑,找出“损失电量”原因提供了一套直接、简便、

直观的手段.

通过典型电站损失因子关联度分析,直观地

反映出大型调峰调频电站为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做

出了巨大的电量损失贡献,此类型水电企业应从

调增优先发电利用小时数、提高 AGC效益补偿

额度等方面,加大呼吁,争取政策支持,以补偿效

益损失.枯期损失电量经济运行管控体系,在水

电企业经济运行管理中运用,可有效促进员工主

观能动性,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值得在行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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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只有永远的进步.希望本文能帮助工程

施工技术人员更好地进行道路路基的施工质量控

制,力争建设出合格、安全、耐久的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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