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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暂态能量的解列功角区间快速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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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pid Advance Evaluation of Splitting Angle Interval Based on Transient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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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angle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swing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plitting time in local power grid after splitting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ve controlled islanding measures.
Firstly, the equivalent model of the local power grid after the
splitting in the three-area interconnection system was buil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tended equal area criterion (EEAC),
and the relative motion of the equivalent angl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econdly, two typical scenarios wer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power grid after the fault removal
and after split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angle wa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lative kinetic energy, and then the
concepts of the latest splitting angle and the earliest splitting
angle were deriv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itical
splitting time were explained and characterized in mechanism.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means and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the splitting angle interval advance evaluation in the active
controlled islanding were given.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validated using IEEE-9 system and IEEE-39 system and have
the prospect of online application.

角和最早解列角的概念，机理上解释并刻画极限解列时刻的
特征；最后，给出解列功角区间预估在主动解列技术中的实
现手段和应用方法。采用 IEEE-9 系统和 IEEE-39 系统算例
验证方法的有效性，证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主动解列；功角稳定；相对动能；最晚解列角；最
早解列角

0 引言
随着我国交直流混联电网的不断发展，电网格
局和电源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电网的运行特性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电网在线安全防御面临巨大
挑战，需要进一步发展信息驱动模式的大电网主动
防控体系[1-3]。
主动解列作为一种基于广域信息的失步解列
紧急控制技术，利用广域量测系统提供高精度的全
局实时信息，动态地确定解列地点及动作时序，主
动将大系统分割成若干小系统，是遏制互联电网大
停电事故进一步蔓延的重要手段[4-5]。现有主动解列
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KEY WORDS: active controlled islanding; angle stability;
relative kinetic energy; latest splitting angle; earliest splitting
angle

本质是暂态稳定评估问题，目前该研究方向已取得

摘要：研究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稳定特性，明晰解列时

等面积法则来判断系统是否需要解列；文献[7-8]提

机对解列措施有效性的影响机理，对信息驱动的大电网暂态
稳定主动防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扩展等面积准则
(extended equal area criterion，EEAC)，对 3 区域互联系统解
列后的局部电网进行等值，划分等值功角的相对运动为 3

1）失步解列判据(是否解列)，解列判据研究的
丰硕成果。文献[6]利用单机无穷大母线模型和扩展
出基于频率特征的失步中心定位方法和相关判据。
2）解列断面选择(在哪解列)，现有方法总体上
可分为 3 类：基于图论的方法[9-10]、基于慢同调理

个阶段；其次，针对故障切除后和系统解列后局部电网的运

论的方法[11-12]、基于智能算法的方法[13-14]。上述研

行特性差异，将其区分为 2 种典型场景，基于相对动能的概

究大多从拓扑关系、功率平衡等角度搜索解列断

念量化分析解列后功角首摆的稳定性，进而引申出最晚解列

面，忽略了动态过程中的稳定问题，未计及解列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77719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777196).

机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3）解列时机确定(何时解列)，目前关于解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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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一般观点认为解列时间

式中：

[15]

，事实上，孤岛机群内

 SA   S   A

(3)

的同调程度是决定孤岛稳定性的关键因素，解列时

SA  S  A

(4)

越早越有利于孤岛稳定性

机与孤岛机群内的同调程度联系紧密，恰当的解列

MSM A
MS  M A

(5)

PMeq 

MA
MS
PMS 
PMA
MS  M A
MS  M A

(6)

PEeq 

MA
MS
PES 
PEA
MS  M A
MS  M A

(7)

时机将实现完整系统到孤岛的平稳过渡。

M eq 

已有学者初步取得了研究成果：文献[16]探讨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失稳机理，明晰关键影响
因素；文献[17]利用功角变化率来确定最优解列时
机；文献[18]利用暂态能量函数分析受扰系统，确
定可行的解列时窗；文献[19]基于机组功角和运行
频率确定最优解列时机。
上述研究对预防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再失

式中 Meq、PMeq、PEeq 分别为等值系统惯量、机械功
率和电磁有功功率。

稳，缩减事故影响范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截至目

上述模型在系统正常运行、故障持续期间、故

前，关于提高解列后孤岛功角稳定恢复能力的解列

障切除后和解列后运行时具有普适性。当互联系统

时机研究，报道仍然较少，研究还有待深入。

发生失步振荡时，系统解列前电网 S 和 A 的等值功

鉴于此，本文首先将局部电网等值功角的相对

角可能已发生相对运动，此时对局部电网(S 和 A)

运动划分为三阶段：初始故障发生至切除前、故障

进行解列，相当于对局部电网的再次扰动，解列后

切除时刻至解列前、解列时刻后，在此基础上，基

局部电网的稳定性情况将是解列前故障影响和解

于暂态能量分析解列时机对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

列操作影响的叠加。

首摆稳定性的影响机理，继而引申出最晚解列角
(latest splitting angle，LSA)和最早解列角(earliest
splitting angle，ESA)概念，并给出解列功角区间预

1.6

PEq2

1.2

估在主动解列技术中的应用方法，为信息驱动的大

0.8

电网暂态稳定主动防御提供技术支撑。

0.4

PEq1
PMeq
PFault

0.0

1 问题的引入

-0.4

下面以图 1 所示的 3 区域互联系统为例，在发

0

生极其严重故障的情况下，需进行解列控制以遏制

120 sp 160

(a)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稳定

大停电事故的蔓延。解列后电网 S 和 A 仍保持互联

PEq2

1.6

构成一个局部电网运行，电网 R 独立运行。

80  cl
 / ( )

 0 40

1.2
0.8

PEq1
PMeq

0.4
PFault

0.0

图1
Fig. 1

-0.4

3 区域互联系统图

20  0

Three regional interconnected power grid

criterion，EEAC)[20]对电网 S 和 A 进行等值：等值
磁有功功率 PES 和 PEA，等值系统转子运动方程：
dSA PMeq  PEeq
(1)

M eq
dt

d SA
 SA0
dt

(2)

 cl 100  sp 140
 / ( )

180

(b)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失稳

基 于 扩 展 等 面 积 准 则 (extended equal-area
惯量 MS 和 MA，等值机械功率 PMS 和 PMA，等值电

60

图2
Fig. 2

仿真结果曲线

Curve of simulation results

如图 2 所示，选择在故障切除后的不同时刻进
行解列，局部电网等值功角的相对运动均可分为以
下 3 个阶段：

1）初始故障发生至切除前。
故障发生时刻，运行点从初始故障发生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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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eq)突变到(0，PFault)，故障越严重，故障期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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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MS
PSA 
PAS
MS  M A
MS  M A
MS
MA
 
PEeq
PSR 
PAR
MS  M A
MS  M A
 
PEeq

子动能的增加量(加速面积)越大；

2）故障切除时刻至解列时刻前。
故障切除时刻，运行点从故障切除前(cl，PFault)

(9)
(10)

突变到(cl，PEq1)，故障期间转子动能的增加量开始

因受到解列后潮流转移的影响，解列触发时刻

向势能转化，其转化情况将直接影响解列后局部电

的 PSA 和 PAS 发生突变，由式(9)知，由潮流转移引

网的功角稳定性；

发的等值输出功率突变量如式(11)：
MS
MA
 
PEeq
PSA 
PAS
MS  M A
MS  M A

3）解列时刻后。
解列控制启动时刻，局部电网与电网 R 的交换
功率瞬时降为零，运行点从解列前(sp，PEq1)突变
到(sp，PEq2)，依据解列时刻相对动能[21](指剩余的
加速面积，即全部加速面积减去已经过的减速面积)
和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特性曲线，可预估解列后
功角首摆的稳定裕度。
由图可知，不同解列时刻下局部电网功角首摆
的稳定性截然不同，下文将针对解列时机对其功角
首摆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展开详细讨论。

(11)

解列时刻后的 PSR 和 PAR 变为零，使得式(10)
变为零。由式(10)知，由线路开断引发的等值输出
功率突变量如式(12)：
MS
MA
 
PEeq
( PSR ) 
( PAR ) (12)
MS  M A
MS  M A
由系统解列造成的局部电网等值输出功率突
总量为式(11)与式(12)之和PEeq。因此，对于局部
电网的某一确定分群模式，姑且可以把确定的解列
后局部电网等值功–角特性 P 视作故障切除后等值

2 解列时机对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稳
定性的影响机理

以作机理分析之用，其近似误差分析详见第 3 节。

针对图 1 所示的互联系统，简化可得等值电路

假设互联系统在局部电网等值功角差c1 时

I 如图 3 所示。等值电路 II 可以表征解列后电网 S

切除故障，S1 为初始故障期间发电机转子动能的增

和 A 之间的电气联系。

加量(加速面积)，PEq1 和 PEq2 分别为故障切除后、

ZS
P ES

E S
+

+ E S P SR
Z2

P SA
Z1

ZA

系统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特性曲线，上述曲线
与 PMeq 之交点分别对应u1、u2，具体见图 4。

ZS

P

P ES

解列后

P(实际曲线)

Z1

P AS
P EA

ZR

OMIB 功–角特性 PEq1 平移PEeq 后的近似结果 PEq2，

Z3
P AR
+ E A -

+
E R
-

等值电路I

+
E A
-

PEeq

P EA
ZA

PEq2 (预估曲线)

图4

由等值电路 II 可知，在局部电网格局和电源结
构等内部因素确定的情况下，对于某一确定分群模
已经确定。在确定的断面进行系统解列，阻断了局

Fig. 4

 cl

0

u1

 u2

(PEq1( )  PMeq )d  S2 、  ( PEq2 ( )  PMeq )d  S3

部电网与电网 R 的功率交换(即 PSRPAR0)，但并
不会改变解列后局部电网等值 OMIB 功–角特性。

及

有功功率变化，已知 2 等值机输出的有功功率分别
为 PESPSAPSR、PEAPASPAR，将其代入式(7)，可
得式(8)：

Curve of SA-P of OMIB

当u1<u2 时，假设  ( PMeq  PFault ( ))d  S1 、



因此，解列前后的差异主要在于 S 和 A 的输出

解列后的局部电网功-角特性曲线

u1<u2 情况

2.1

式，解列后局部电网等值 OMIB 功–角特性曲线就

式中：

 SA

 SP

图 3 等值电路图
Fig. 3 Diagram of equivalent circuit

 +PEeq

PEeq  PEeq

PMEq

PEq1

等值电路II

cl

u1

u2

 cl

( PEq2 ( )  PMeq )d  S4 。

1）当 S1S2S3 时。
局部电网在u1 处被解列时，减速面积分为 2
部分 S2、S3。S1S2S3 说明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恰
好等于剩余减速面积，解列后功角首摆临界稳定，

(8)

恰好在抵达u2 时开始回摆，如图 5 所示。
此时u1 为最晚解列角lsa，其定义为：使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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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

 u1

图5

 cl
 / ( )

 lsa

 cl
 / ( )

 u2

 u1

S1S2S3 时仿真曲线

图7

Fig. 5 Curve of S1S2S3

 lsa

S2S3<S1≤S4 时仿真曲线

Fig. 7

Curve of S2S3<S1≤S4

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临界稳定的最晚解列时刻

剩余减速面积仍不足以抵消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

对应的角度。在此角度解列，局部电网处于稳定极

解列后功角首摆必将失稳，lsa 不存在，如图 8 所

限情况，在首次抵达lsa 的时刻前解列，解列时刻

示，故选择某一时刻解列后，须及时对局部电网进

的相对动能小于剩余的最大减速面积，功角首摆稳

行切机以拉回功角稳定。

定，在首次抵达lsa 的时刻后解列，相对动能大于
剩余的最大减速面积，功角首摆失稳。

2）当 S1<S2S3 时。
局部电网在u1 处被解列时，相对动能将被完全
转化，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首摆稳定，且留有裕

 u1

 u2

度SS3 (S1 S2 )。求解 lsa 时被允许增大并越过

u1，转子再次积累动能，在抵达lsa 时解列，转子
 cl
 / ( )

开始二次减速，如图 6 所示。此时满足 S1−S2S5S6，
lsa

 u2

cl

 lsa

其中 S2  S5   [ PEq1 ( )  PMeq ]d 、S 6  

[ PEq2 ( ) 

PMeq ]d 。当 S1<S2 时，任意时刻解列均可保证解
列后功角首摆的稳定性。
2.0

图8
Fig. 8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当lsa 存在时，解列功角
区间为：表示功角前摆的区间≤lsa(  >0)。且解列
2.2

1.0
P/pu

S2

0.0

cl

u1

S6

 u1

S1

图6

当  u1 >  u2 时，假设  ( PEq2 ( )  PMeq )d  S2 、

S3

PMeq

40

 u2

 cl 80
 / ( )

120  lsa

160

S1<S2S3 时仿真曲线

3）当 S2S3<S1≤S4 时。
局部电网在u1 处被解列时，剩余减速面积不足
以吸收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而发生首摆失稳，需提
前解列以获取更大的减速面积，解列时刻前后转子
将持续减速，满足 S1S2S3S7，如图 7 所示。式中
 u1

 lsa



u2

u2

(PEq1( )  PMeq )d  S3 及  (PEq1( )  PEq2 ( ))d  S4 。
cl

1） 当 S1S2S4 时。

S5

Fig. 6 Curve of S1<S2S3

S7  

u1>u2 情况
u2

PEq1

0

Curve of S1>S4

时刻越早(等值功角差越小)，首摆稳定裕度越大。

PEq2

-1.0

S1>S4 时仿真曲线

( PEq2 ( )  PEq1 ( ))d ，当 S1S4 时，lsac1。

4）当 S1>S4 时。
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解列时刻以获取的最大

局部电网在u2 处被解列时，运行点由点(u2，

PEq1)直接落在点(u2，PMeq)上，S1−S2−S40 说明解
列时刻的相对动能刚好为零，功角首摆临界稳定，
下一时刻开始回摆，如图 9 所示。
此时u2 为最早解列角esa，其定义为：使得解
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临界稳定的最早解列时刻
对应的角度。在此角度解列局部电网处于稳定极限
情况，在首次抵达esa 时刻前解列，解列时刻的相
对动能大于剩余减速面积，解列后功角首摆失稳，
在首次抵达esa 时刻后解列，相对动能已被完全吸
收，功角将直接进入到回摆过程。解列功角区间为：
表示首次抵达esa 后开始回摆的区间≤es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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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u

P/pu

中

 u2

 / ( )

图9

 u1

 u1

 u2

 cl  esa

 cl
 / ( )

S1S2S4 时仿真曲线

图 11

Fig. 9 Curve of S1S2S4

S1≤S2 时仿真曲线

Fig. 11

Curve of S1≤S2

2）当 S2<S1<S2S4 时。

故应等待相对动能已被吸收完全后，选择在已回

局部电网在u2 处被解列时，功角首摆稳定，且

摆至小于u2 的时刻再进行解列，此时esau2，解列

留有裕度SS2S4−S1，可参照图 9。这种情况下解

功角区间为：表示再次抵达esa 后继续回摆的区间
≤esa(  <0)，如图 12 所示。

列触发时刻越早，S 越小。当S0 时，即 S1S2




cl

( PEq1 ( )  PEq2 ( ))d  ，此时对应的即esa。在

S1<S2S4，若延迟解列触发时刻，待相对动能转化
完全时，将在解列前抵达折返点ZF 后开始回摆，

P/pu

首 次 抵 达 esa 时 刻 后 解 列 可 保 证 首 摆 稳 定 。 因

 u2

ZF<u2。解列功角区间为：表示首次抵达esa 后继
续前摆的区间 ≥esa(  >0) 或在解列前抵达折返点
后开始回摆的区间≤ZF(  <0)，如图 10 所示。
PEq1

1.2

 u2

0.4

 u1

S1

图 10
Fig. 10

Curve of S2S4<S1≤S2S3S4

剩余的减速面积，其功角首摆必将失稳，如图 13
所示，此时应在解列控制的同时配合切机。

0.0
60

S2S4<S1≤S2S3S4 时仿真曲线

Fig. 12

这种情况下任意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均大于

S2

20

 esa

5）当 S1>S2S3S4 时。

 ZF

PEq2

PMeq

0.8

图 12

折返点
(解列前)

 cl 100
 / ( )

 esa

140

S2<S1<S2S4 时仿真曲线
Curve of S2<S1<S2S4

3）当 S1≤S2 时。

 u1

P/pu

1.6

 cl
 / ( )

 u1

 u2

当 S1<S2 时，任意解列时刻下的剩余减速面积
足以完全吸收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此时功角首摆
 cl

稳定已无最早解列角的约束。当 S1S2 时，对应极
限情况下最早解列角esacl，如图 11 所示。

4）当 S2S4<S1≤S2S3S4 时。
S2S4<S1 表明局部电网在<u2(  >0)的任意时
刻被解列，功角首摆因相对动能未被完全吸收而失
稳。S1≤S2S3S4 表明，解列前将持续增大并越过

 / ( )

图 13
Fig. 13

S1>S2S3S4 时仿真曲线
Curve of S1>S2S3S4

3 快速预估方法在主动解列中的应用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若能在解列断面定位完成

u2，且在解列前存在折返点，抵达该点后开始回摆。
若在u2<<u1 时触发解列，等值电磁功率发生突变

时，获取到故障切除后、系统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

而小于等值机械功率，转子开始持续加速而失稳。

故障切除后局部电网的功–角变化曲线类似正弦曲

–角特性曲线，便可进行解列功角区间的预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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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参考如式(13)函数形式，结合故障切除后的

及解列后的拓扑关系，利用收缩至发电机内节点的

短时窗拟合 PEq1 后续一段轨迹，继而计算u1。为保

节点导纳阵，对拟合窗口内每一时刻下的局部电网

证曲线拟合准确性，拟合窗口的最后时刻应与最近

(预想解列状态)进行静态 EEAC 等值。已知 2 等值

一次量测保持同步。

机的输出电气功率为：

PEq1  A1  A2 sin( SA  A3 )

(13)

基于解列时刻前的实时潮流，对预想解列状态

 PES ( SA )  H S  CS cos  SA  DS sin  SA

 PEA ( SA )  H A  CA cos  SA  DA sin  SA

(14)

下的局部电网进行静态 EEAC 等值，可计算出等值

HS、HA、CS、CA、DS、DA 系数在 2 次突变事

输出功率突变量 ΔPEeq，进而通过平移曲线 PEq1 预

件之间的自由状态期间为常数，系数计算方法此处

估解列后功–角特性曲线 PEq2，并计算u2。这种方

不再赘述。将式(14)代入映像 OMIB 系统的输出电

法忽略了局部电网中群内机组的同调变化对等值

磁有功功率(式(15))后，得到式(16)：

输出功率的影响，而多机系统中群内机组的同调性

PE  ( M A PES (t )  M S PEA (t ))( M A  M S ) 1

(15)

具有时变性，故等值系统的动态行为不可能与原系

PE  PC  Pmax sin( SA   )

(16)

PC  ( M A H S  M S H A )( M A  M S ) 1

(17)

变的，以某一时间断面下的潮流信息获取等值输出

C  ( M ACS  M SCA )( M A  M S ) 1

(18)

功率突变量，并作为后续轨迹的恒定突变量也是造

D  ( M A DS  M S DA )( M A  M S ) 1

(19)

Pmax  (C 2  D 2 )1/2

(20)

   arctan(C / D )

(21)

统完全一致，使得此方法在预估解列后局部电网功

–角特性时存在一定误差。

式中：

另外，需解列的失步断面上的流动有功也是时

成预估误差的重要原因，如图 14 所示。
1.6
PEq2(PEq1平移获得)
1.2

以 3 区域互联系统的某一典型情况为例，如
P

0.8
P/pu

P

PEq1

0.4

功角差SA 代入到各自时刻下的映像 OMIB 系统输

曲线②

出功率(式(16))中，即通过多次静态 EEAC 等值得

 u1  u2

0.0
-0.4
20

图 5 所示。将拟合窗口内每一时刻的局部电网等值

曲线①

PMeq

到与拟合窗口维度相同的一段时序轨迹，表示解列
0

60

100  cl
 / ( )

图 14

实际曲线

140

180

Fig. 14 Actual curve

若解列后功角特性实际曲线为①，说明实际的

后局部电网的部分功–角特性。
依据解列后局部电网的部分功–角特性，仍可
参照式(13)拟合得到 PEq2，
如图 15 中红色虚线所示，
并计算得u2，参照式(22)计算当前时刻的相对动能，
参照式(23)计算最晚解列角lsa。

剩余减速面积大于预估减速面积，此时利用预估曲
线得到的解列功角区间偏保守，对提高解列后孤岛
P

说明实际的剩余减速面积小于预估减速面积，在预
估的最晚解列角处解列将不能保证解列后孤岛的

P/pu

的功角稳定恢复能力更加有利；若实际曲线为②，

功角稳定性。

 u1  u2

由此可知，利用曲线平移获取解列后局部电网
的功–角特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解列角度区间

 cl  SA
 / ( )

的预估准确性。因此，有必要对故障切除后的动态
图 15

受扰轨迹加以利用，实时预估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

–角特性曲线。
实践证明，考虑发电机二阶模型和恒阻抗负荷
模型的暂态稳定计算模型可满足工程计算精度的
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局部电网的同调辨识结果

Fig. 15

PEeq2 的拟合曲线
Fitting curve of PEeq2

 cl

 SA

0

 cl

Sremain   ( PMeq  PFault )d  
Sremain  

 lsa

 SA

(PEq1  PMeq )d  

u 2

 lsa

( PEq1  PMeq )d (22)
(PEq2  PMeq )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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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功角稳定恢复能力。实际上电网主动解列后，

多次静态 EEAC 等值，挖掘动态过程中的机组同调

形成的孤岛可能面临功角、电压和频率等不同类型

时变特性，由此拟合得到的功–角特性将更符合工

的稳定问题，而不同稳定问题对解列时机的要求将

程实际。拟合窗口滑动使得平移方法和拟合方法预

有很大差别，其时机的确定并不能单纯由某一种问

估的 2 种曲线时序变化，2 种方法下最晚解列角预

题所决定。因此，涉及多目标优化的解列时机确定

估值也将时序波动，如图 16 所示。

问题将是本文后续研究重点。

最晚解列角预估值/(°)

与曲线平移方法不同的是，通过对时序轨迹的

4 算例分析
4.1

IEEE-9 系统算例
基于 PSASP 对 IEEE-9 系统进行仿真，如图 17

所示。发电机采用经典二阶模型，负荷采用恒阻抗
 lsa

图 16
Fig. 16

预估值曲线

模型，设定 0s 时母线 Bus6 上发生三相短路故障，

0.32s 后故障清除，导致发电机 G1 与主网失去同步。

Estimate curve

由图可知，2 种方法得到的最晚解列角预估值，
均随拟合时窗滑动不断逼近真实值。究其原因，是
随着原系统振荡过程的时序演进，局部电网内两群
间分群特性愈加显著，各群内运动同趋性增强，趋
向理想的两群摇摆。相比于平移预估，拟合预估计
及了动态过程中的机组同调时变因素，其曲线估计

图 17

误差更小，进一步提高了最晚解列角预估准确性。

Fig. 17

IEEE 9 节点系统
IEEE 9 buses system

因解列后的实际剩余减速面积均大于 2 种预估

解列断面由线路 Bus5-Bus7 和 Bus6-Bus8 组

减速面积，故由 2 种预估方法得到的解列功角区间

成，该算例为标准 3 机系统，局部电网的两机群分

偏保守，预估值曲线均位于真实值下方。另需指出，

别为 G2 和 G3，动态过程中不涉及群内机组的同调

为得到更为精准的解列后功–角特性预估曲线需要

时变，属于理想两群摇摆。因此，无需平移或拟合，

获取更多轨迹信息，意味着在时间上以牺牲解列控

可直接对解列后的局部电网进行静态 EEAC 等值，

制主动权为代价。因此，有必要设置期望角裕度，

由此获取解列后的局部电网功–角特性 PEq2 是可行

以进一步保证解列后孤岛的功角稳定恢复能力。

且准确的。

当前场景下拟合方法对最晚解列角度的最大

通过曲线拟合及静态 EEAC 等值获取故障清除

预估误差为 1.72°，大量仿真表明最大误差一般不

后、系统解列后的局部电网功–角特性曲线，进而

超过 5°。因此，可选定 5°为期望角裕度，以防范拟

获知曲线交点对应功角满足大小关系u1<u2。基于

合曲线预估误差造成的解列失效问题。因拟合曲线
更贴近实际工况，其角度预估值在真值小邻域内变

拟合窗口内最后时刻的相对动能，计算最晚解列角
lsa144.93°，解列功角区间为23≤144.93°(  >0)，

化，故可视作真值用以实时估计平移方法的解列角

为保证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首摆稳定性，须在23

误差。

前摆过程中首次抵达lsa 的时刻前进行解列。

当解列措施启动后，同理可利用解列后的实测

23

在23 首次抵达lsa 的前后 2 个不同时刻对该断

数据拟合 PEq2 的后续轨迹，实时校核功角稳定裕度，

面进行解列，发电机 G2 和 G3 组成的局部电网功

弥补因解列功角区间的计算误差导致功角再失稳

角首摆稳定情况如图 18 所示。在23143.13°<lsa

的缺陷。本文方法还可以应用于失步解列装置的策

时解列，相对动能得以完全转化，功角首摆稳定；

略制定，通过对特定运行方式进行离线仿真，针对

在23145.36°>lsa 时解列使得剩余减速面积不足以

形成孤岛的功 – 角特性响应轨迹计算解列功角区

吸收解列时刻的相对动能，将导致功角首摆失稳。

间，进而配置于失步解列装置。
值得指出，本文所提方法适用于提高解列后孤

系统在另一种运行方式下，0s 时母线 Bus5 上
发生三相短路故障，0.22s 后故障清除，发电机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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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Eq2

PEq1

(

折解
返列
点后

1.0

P/pu

)

PMeq
0.0

-1.0
-20

 u1
 cl

143.13
140

60

 cl

 23 / ()
(a)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稳定

 23 / ()

图 19

PEq1

Fig. 19

1.0

PEq2
PMeq

0.0

-1.0

 u1

 cl

Simulation curve in the presence of esa

面由线路 Bus26-Bus29 和线路 Bus28-Bus29 组成，
首先依据故障清除后的部分轨迹辨识机组同调性，
分为滞后机群{G30,G39}和超前机群{G31,G32,G33,

G34,G35,G36,G37}。

145.36

0

100
200
 23 / ()
(b)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失稳

图 18
Fig. 18

 u2

esa 存在时的仿真曲线

lsa 存在时的仿真曲线

Simulation curve in the presence of lsa

率先失步。解列由线路 Bus5-Bus7 和 Bus6-Bus8 组

此时等值功角差80.11°，设置拟合时窗的窗
口大小为 5，滑动步长为 1(对应时间间隔为 0.01s)，
故障清除后的局部电网功–角特性拟合曲线 PEq1 与
多次静态 EEAC 得到的解列后功–角特性拟合曲线

PEq2，如图 20 所示。
PEq2(PEq1平移获得)

40

成的断面时，故障清除后、系统解列后的局部电网

PEq2(拟合)

功–角特性与 PMeq 之交点对应功角满足u2<u1，存

PMeq

30
P/pu

在esa133.28°，解列功角区间为：表示23 首次抵达
esa 后继续前摆的区间23≥133.28°(  >0)或在解列

P
拟合
窗口

 u1  u2

PEq1(拟合)

23

20

前抵达折返点后开始回摆的区间23≤ZF( 23 <0)。
在23 首次抵达esa 的前后 2 个不同时刻进行解

 cl
20

列，其功角首摆稳定情况如图 19 所示。在 23

132.34°<esa 时解列，剩余减速面积减小，功角稳定
性被恶化，最终功角首摆失稳；在23134.48°>esa
时解列使得剩余减速面积增加，有利于功角稳定
性，功角首摆稳定，验证了本文方法有效性。
4.2

IEEE-39 系统算例
以 IEEE-39 系统为例验证方法有效性。t0s 时

在线路 Bus28-Bus29 的 50%处发生三相接地短路，

60

 / ( )

图 20
Fig. 20

100

PEeq 的拟合曲线
Fitting curve of PEeq

特性 PEq1 和 PEq2 与等值机械功率之交点对应的
等值功角差满足大小关系u1<u2，后续随拟合时窗
滑动连续估计最晚解列角lsa，如图 21 所示。
因解列后实际剩余减速面积小于预估减速面
积，由此预估得到的解列功角区间更为激进，2 种

 u2

最晚解列角预估值/(°)

P/pu

故障 0.23s 后清除，发电机 G38 率先失步，失步断

 lsa

 cl
 23 / ()

 / ( )

图 21
Fig. 21

IEEE 39 节点系统的预估值曲线

Estimate curve of the IEEE 39 buse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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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值曲线均位于真实值上方，在预估值附近解列

2000

将面临极大的功角再失稳风险。

1600

设置期望角裕度为 5°，当87.27°时，因<lsa
值)，说明此刻解列可以保证解列措施的有效性；当

G37

1200

 / ( )

90.27°( 拟合预估值 95.27° 裕度 5°)<94.66°(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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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 时， >94.66°( 真实值 )>lsa90.48°( 拟合预

800

G32
G33 G35
G34

400

G36
G30

估值 95.48°裕度 5°)，此刻解列时，局部电网的功

0

角首摆将再次失稳。对上述两种情况进行解列仿

1.0

G39

2.0

3.0

时间/s

真，局部电网等值功–角特性响应轨迹和各台机功

(d) 局部电网功角变化曲线

角变化如图 22 所示。

lsa/esa 存在时的仿真曲线

图 22

在87.27°<lsa90.27°时解列，将在解列后抵

G31

Fig. 22

Simulation curve in the presence of lsa/esa

达折返点后开始回摆，功角首摆稳定，如图 22(a)、

回到超前机群中，但这一行为并未改变解列后功角

(b)所示；在97.81°>lsa90.48°时解列，两阶段减

再失稳的判定结果，说明功角首摆稳定性一定程度

速面积之和小于全部加速面积，导致功角首摆失

上决定了最终的判稳结果。

稳，如图 22(c)、(d)所示。虽然功角变化曲线中后

拟合方法对最晚解列角度的最大预估误差为

续轨迹显示 G30 的同调性发生变化，脱离滞后机群

4.23°<裕度 5°，说明适当设置期望解列角裕度可以

40

有效规避预估误差造成的解列时机误判问题，验证

PEq1

了期望角裕度设置的必要性。将拟合方法的预估值

PEq2
PMeq

30

视作真实值以估计平移方法的误差，如图 23 所示。
误差估计值与误差真实值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且
折返点
(解列后)

20

两值之差不断减小，最终稳定在 0.4°左右，验证了
误差估计方法有效性的同时，也再次说明了拟合方

 cl
20

40

87.27

60

法的准确性。

80

100

 / ( )
(a) 解列后解列后等值功角首摆稳定

8
6

G36

600

误差真实值

4
G35
G34

 / ( )

400

200

2

G37

G33
G32

误差估计值
0
80

G30
G39

G31

0
0.0

1.0

2.0

3.0

时间/s
(b) 局部电网功角变化曲线
40

84
88
92
拟合时窗最后时刻的等值功角差 / ()

图 23
Fig. 23

误差估计曲线

Estimate curve of the error

设定 0s 时在线路 Bus10-Bus13 的 60%处发生
非永久三相接地短路，故障 0.23s 后清除，发电机

PEq1

G39 率先失步，失步断面由线路 Bus1-Bus2 和线路

PMeq

PEq2

30

 u1  u2

Bus8-Bus9 组成，其余机组的同调辨识结果可分为
超 前 机 群 {G32,G33,G34,G35,G36} 和 滞 后 机 群

{G30,G31,G37,G38}。
20

此时符合本文 2.1 节 2）所述 S1<S2 时的特殊情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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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列后局部电网等值功角首摆稳定

况，转子动能增加量能够被完全吸收，不存在最晚
解列角lsa 或最早解列角esa，任意时刻解列均可保
证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首摆稳定性。在不同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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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39.29°(  >0)和33.64°(  <0)下局部电网两
机群的等值功–角特性响应轨迹和各台机功角变化

利于功角稳定性。上述算例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预估

如图 24 所示。

5 结论

由图 24 可知，加速面积将被完全吸收，任意
时刻解列均会进一步加大剩余减速面积，从而更有

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针对解列后局部电网的功角首摆稳定性
问题，利用 EEAC 和曲线拟合，提出基于暂态能量

12

P/pu

8

折返点
(解列后)

PEq2

的解列功角区间快速预估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针对故障切除后和系统解列后局部电网的
PEq1

PMeq

运行特性差异，划分 2 种典型场景分析解列时机对
其功角首摆稳定性的影响机理，为解列功角区间的

4

确定提供了新途径。
 cl

0
10

20

2）基于暂态能量量化分析两种典型场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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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解列后局部电网功角首摆失稳

功角首摆稳定性，提出了最晚解列角和最早解列
角的概念，从机理上解释和刻画了极限解列时刻
的特征。

3）给出了解列功角区间预估的实现手段和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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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无需时域仿真，方法简单适用，具有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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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局部电网功角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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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Fig. 24

lsa/esa 不存在时的仿真曲线

Simulation curve in the absence of lsa/esa

后续工作重点是考虑发电机高阶模型和综合
负荷模型，研究电网多类型稳定目标优化的主动解
列时机确定问题，进一步支撑大电网暂态稳定主动
防御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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