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risk assessment is facing 
the problem about modeling the multi-time scale dyna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l method of line pack which is the 
typical object in the risk assessment was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As the storage characteristic of line pack, it is possible 
to keep the gas turbine working for a short time after a leakage 
on the pipeline. A concise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form of this 
after-flow effect was derived in this paper, which was achieved 
via both the assumptions from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proofs. 
A specific flexible regulation strategy was also proposed about 
the after-effect appliance. With the risk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trategy analyzed and modeled respectively, the complet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indices were provided. Finally, a case 
study was applied on a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IEEE 3-machine 9-node model, which could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operation parameter settings. The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re sup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risk 
assessment.

Keywords: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line pack;model;risk 
assessment;after-flow effect

摘  要：由于综合能源系统的多时间尺度耦合动态特性，综

合能源风险评估面临着系统特性解析困难、计算量大的困

难。本文针对在管道发生泄露后燃气轮机可利用管存实现短

暂续流这一典型场景，首先对续流作用的数学形式进行了推

导，通过结合仿真分析和理论验证等手段，给出了相对准确

与简洁的数学表达；然而，针对该场景，本文设计了基于管

存续流作用的灵活调控策略，对策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

进行了分析与建模，并提供了相应的评估指标与计算流程；

最后，基于IEEE 3机9节点系统设计了综合能源系统模型，通

过结果为系统的运行策略的参数设置提供了有效建议。本文

所提出的相关内容和方法对在考虑动态特性综合能源风险评

估中有着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综合能源系统；管存；建模；风险评估；续流作用

0	 引言

为应对能源危机、降低环境污染，能源系统升级

转型成为了世界各国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具有

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的综合能源系统成为了可行路径

之一。综合能源系统是一种新的能源建设、管理与运

行理念，通过统一 规划与调度电、气、热等各类能

源，减少能源转换与利用等环节上的损失。目前，北

美[1]、西欧[2,3]、日本[4]、中国[5]等国家都陆续提出了以

多能源形式协同交互为主题的发展规划。综合能源系

统有望成为新一代的能源系统。

由于综合能源系统在系统特性及运行方式上的变

化，综合能源风险分析在分析对象、计算方法和指标

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燃气管道管存是综合能源惯性

环节的典型代表之一。燃气管道中的燃气不仅在传输

上表现为明显的延时特性，限制了燃气轮机的出力变

化速率[6]；此外，其储能特性，则被广泛应用于可再

生能源消纳[7]、故障应对等场合，有效地增加了系统

运行的灵活度。然而，目前关于管存的分析仍主要依

靠基于有限元的仿真计算方法，不仅会耗费较大的计

算资源，也无法给出清晰直接的解析式，不适用于相

关策略的风险评估。

为解决该问题，有学者基于拉普拉斯变换和微分

考虑气网管存续流作用的综合能源风险评估方法
王洪儒 *，王琦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江苏省 南京市 210096）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risk assessment considering the after-flow effect of line pack

WANG Hongru *, WANG Qi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基 金 项 目：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基 础 研 究 类

2017YFB0903000）；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电网信息物理

系统分析与控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 配套项目 8516000912)）。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2017YFB090300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of SGCC 
(851600091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 2020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2020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of Energy Internet Committee of CSEE2020 年 9 月 Sep. 2020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王洪儒 等：考虑气网管存续流作用的综合能源风险评估方法 　31

化方法，将管网系统的动态函数简化为双端口函数；

另有部分学者借鉴电力系统相关理论的建立方法，建

立了一种统一化的计算理论：如文献[8]中，基于频域

理论和解析法建立了气网络的频域模型，将管道简化

为气容、气阻和气感等构成的模型，在文献[9]中，则

使用了拉普拉斯变换建立了相应的s域模型。通过将

多个能量系统的元件通过特性和作用进行统一，该类

理论有望在综合能源稳定分析等领域取得较好的发

展，但对具体问题和场景上，其公式的复杂度仍无法

绕开，仍需进一步对相关的简化方法进行针对性的

研究。

本文着眼于针对燃气管道管存的这一常见时空

惯性环节，以及利用管存延后燃气轮机运行时间的

运行策略，研究了相应的计算方法以及评估流程。

本文首先采用仿真拟合与理论推导验证相结合的求

解方法，对管存的续流作用给出简洁的解析表达，

并通过理论和仿真对其进行了证明；基于该解析表

达，本文研究了针对管存续流作用的策略风险评估

方法，设计了相应指标和计算流程；最后设计了算

例对该过程进行了说明，并给出了相应的风险决策

建议。

本文工作如下：在第1节中对所述管存推导计算

方法进行了描述，基于所述理论，本文在第2节中提

出了利用惯性的系统灵活性评估方法，并在第3节设

计了相应算例场景对该方法进行了计算与分析，最后

在第4节对本文的工作与不足进行了总结。

1	 面向解析需求的管存续流作用简化建模	
	 方法

当管道发生泄露时，泄漏点相临的截断阀会及时

将故障隔离，如图1所示，由于管道输送的管存效应，

此时燃气轮机相连的管道仍存有一定量的燃气，可以

支持燃气轮机短时间的运行，在本节中将其称为续流

作用。

图 1 燃气管存续流作用示意
Fig. 1 The after-flow effect of gas linepack

当阀门关闭后，燃气的上流供应被切断，燃气

轮机的运转依靠管存支撑。此时管道内燃气的密度

以及首末压强都在不断变化，在我们翻阅查找的已

有研究中尚无对此过程的简洁分析。本文首先结合

仿真，提出对管道内压强分布函数的假想，然后通

过理论推导证明其在精度上符合实际情况，所用方

法及结论在管道惯性作用可靠性计算中具有一定的

意义。

续流作用求解步骤如下：首先阐述燃气流动的微

分方程；通过对基于该方程的仿真结果的解析，提出

续流作用下燃气压强的近似表达；将表达式代入原方

程求解表达式系数；基于所述表达式，推导边界流量

变化，证明其满足续流作用边界条件。

1.1  燃气在管道内的一维流动微分方程

根据理想气体定律，有：

                                    （1）

其中：P为气体的压强（Pa）；V为气体的体积

（m³）；n为气体的摩尔量（mol）；R为气体常数；T为
气体温度（K）;Z为气体的压缩系数。

忽略与外界的热交换作用，天然气在管道内的

一维动态流动由质量守恒方程（2）与动量守恒方程

（3）组成：

                                       （2）

              （3）

由于状态方程（1）有：

                                       （4）

管道流量定义为：

                                       （5）

其中，v为天然气流速（m/s）。
将状态方程与流量定义代入动态方程中，同时忽

略对流项 ∂pv2

∂x
[8]与管道倾角θ有

                                （6）

                             （7）

1.2  基于仿真的表达式假设

上述为一组偏微分方程组，其中p与G 都是（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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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直接通过有限元法或者解析法都会面临巨大

的计算量。本节使用基于有限元法的仿真工具，得出

压强仿真结果即图2。分析仿真结果假设压强p(x,t)的
近似解析表达式。

图 2 续流期间管内压强变化
Fig. 2 Pressure change in the pipeline during after-flow

首先，由仿真图2可知，管道中各点p在经历初始

非线性变化后，后续变化近似线性。忽略非线性变化

时间，假设p(x,t)函数形式如下：

                           （8）

1.3  表达式系数求解

给定边界条件，p|t=0，x=0 ≈ p0，p|t=0,x=l ≈ pl,代入上

述方程，有：

                             （9）

由于p在x和t方向上都是线性分布，则有：

             （10）

从而，管道各点压强分布可知。

1.4  边界条件证明

下面证明线性分布压强可近似满足G|t >0,x＝0＝G0

将（8）式代入（6）（7）式

                               （11）

                              （12）

对（11），显然有：

                                  （13）

其中f(t)与x无关

对（7），进行如下线性化：

                               G2＝(G －G0+G0 )
2

                            ＝G2
0      +2G0 (G －G0 )+(G －G0 )

2

                            ≈  G2
0      +2G0 (G －G0 )

则（7）可整理为：

                         （14）

其中：

                      

解方程（14），有：

                        （15）

其中g（x）与t无关

综合（13）（15）可得G的形式为：

                  （16）

其中δ为一常数。

对于长度为10km，管径为0.2m的管道，K2 A的数

量级为106，即在秒级别的分析尺度上，e-K2At/K2影响

无线接近于0，则G的形式可以简化为：

                            （17）

从（17）的最终形式可以看出，G的函数表达式

与t无关，验证了之前的假设，即：当管道内部压强

呈现t与x的线性分布式，末端流量不变。此外，第4
节的仿真也验证了G的分布符合（17）式中沿x方向的

线性分布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与证明，最终可以得到结论：

在管道关闭后，若末端流量维持不变，则管道内

部压强分布可以看作一个沿着x与t的线性函数。且每

点压强的变化率K为：

                                        （18）

因此，假设燃气轮机工作最低压强（关闭压强）

为pclose，管道的续流时间为:

                                      （19）

设故障发生时的时刻为ts，故障前出力Ps为则燃

气轮机的出力函数表达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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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管存续流作用的灵活调控策略及风	
	 险评估流程

如前所述，管存的能源存储效应可以在供给切断

后短暂支持相连燃气轮机的运行，从而给予综合能源

系统实施灵活调控策略的可能。本节针对燃气供给切

断后，利用续流时间来补充正常机组出力的场景进

行风险分析，考虑实际状态估计及计算理论存在的

误差，为决策参数设计和策略风险损失提供了量化

手段。

2.1  基于管存续流作用的综合能源灵活调控策略

本策略设计的场景是燃气轮机所连供气管道某点

发生泄露并被截断阀门隔断后，综合能源调度中心在

管存的续流时间内，尽可能调集包括正常机组、需求

响应负荷等在内的运行备用，避免系统因燃气轮机切

机出现功率缺额。本策略所需的系统运行条件如图3
所示，由物理侧的电气综合能源网络及较为完善的量

测网络组成，从而支撑故障事件的及时获取以及灵活

调控指令的实施。

在系统遭受如图所示的泄露故障时，本地安全装

置隔离故障点并将故障信息通过信息网络上传至调度

中心。调度中心基于泄漏点位置信息，计算燃气轮机

续流时间，并根据系统当前运行状况，制定正常机组

与需求响应备用的调整策略。在完成决策后，燃气轮

机将相应的调整策略发送至响应对象，对于机组来说

往往是出力调整指令，对于需求响应备用来说则是预

期的切负荷量。

图 3 综合能源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下面分析该灵活调控策略中的影响因素：

1）计算误差：由于采集精度、系统运行状态变

化以及计算理论等上的误差，对系统的状态估计将与

实际运行存在一定量的误差，对于该策略则主要表现

为对燃气轮机的续流时间的估算。

2）二次系统通讯及决策延迟：信息的保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都会对策略的能否正常执行产生影

响。由于在本策略中，信息的保密性破坏如勿动、拒

动，以及完整性如数据篡改等，最终都是通过阻碍故

障被正确感知或设备响应来产生实际效果，本文统一

将其考虑为信息设备/行为的延时特性。本文将信息设

备及行为的延时特性分为通讯传输延时、决策延时以

及终端响应延时。

3）风险备用：由于实际系统中存在上述诸多不

确定性因素，为了防止该类因素导致系统无法完成预

计的控制效果，风险备用的设置成为许多策略的选

择。风险备用通过人为增加备用的冗余量，来降低系

统遇到非预测事件出现时遭受的损失。但同时风险备

用的设置也会增加策略成本。

为了实现对该灵活调控策略对系统运行结果影响

的正确评估，需要设计能够正确反映上述三种影响因

素的评估指标及计算流程。本节将在下一小节对其进

行详细说明。

2.2  风险评估流程和指标设计

针对该策略中的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与所设立的

风险备用，可分别定义两个指标：

指标一：为检查系统由于预测误差等不确定性因

素导致的误差，考虑其对系统的影响，定义指标——

计划外平均失功率量：

                                          （21）

指标二：考虑通过提高风险备用来避免不确定性

带来的系统冲击给系统运行带来的影响，定义经济指

标——风险备用平均经济成本：

                     （22）

其中，m为额外风险备用的价格，n为缺额功率给

系统带来的单位损失，Pv为风险备用。

针对这两个指标，本文策略的具体计算流程如

图4所示，图中右侧为策略的执行流程，左侧为基于

该策略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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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考虑管存与备用联合调节的风险评估流程
Fig. 4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considering joint regulation of 

linepack and reserve

在实际调节场景中，燃气轮机的降出力与发电机

组的升出力应该维持在一个近似相等的水平，即燃气

轮机的出力（燃气消耗速率）是在变化之中，而这无

疑更会增加续流时间的分析复杂度。为简化对燃气

续流时间内发电机组的调节水平，本节进行了如下

等效：

1）将火电机组的调节离散化，将发电机的出力

调节过程等效为不同时间常数的小能量机组；

2）忽略燃气轮机降出力及机组升出力的中间调

节过程，通过规定时间内未来及响应的小能量机组的

总额来估计供需缺额；

则燃气轮机的续流时间以及燃气轮机切机后的缺

负荷量可以直接通过公式（18）~（20）计算。

1）预计量，t p ，t 0 与P r 的计算方法：

假设燃气轮机计算给出的续流时间为 t p ，其中预

计通讯及决策占去的时间为 t 0 ，发电机组调整出力所
需时间tc。则发电机组中能够响应的功率为：

                          （23）

其中P1为机组原始出力，P 2 为到无燃气轮机时稳

态运行状态机组的出力P 2 ，则Pr为预测燃气轮机关闭

时机组已调整的出力。

则应启用的需求响应的功率缺额为：

                             （24）

其中，s为发电机集合，Pload 为负荷总功率，P x 为
启用的需求响应。

2）实际量tp，t0与P∆的计算方法

如上一小节所述，燃气轮机的实际续流时间可以

视作满足以计算时间t p 为均值的某种概率分布，比如
本节将其假设为正态分布：

                                    （25）

此外，实际通讯延时可能由于阻塞、断路等原因

产生变化，可以通过文献[10]中的方式对通讯延时进行

抽样计算，决策时间在本算例中视为常数。记实际通

讯及决策时长为t0。

显然，当tp － t0小于t p － t 0 时，会造成燃气轮机
在预测时间之前切机，该缺额为：

         （26）

3）风险量Pv 的计算方法：

风险备用Pv 通过风险决策值toffset确定：

                     

                 （27）

3	 算例分析

3.1  续流作用解析表达的仿真证明

本文仿真基于Simulink/ Simscape仿真环境实现。

Simscape是一套用于对连续物理过程进行仿真的模型

库及计算方法，支持电、气、热、力等多领域的联合

求解[11]。

图 5 续流作用中管道各点流量变化
Fig. 5 Flow changes in the pipeline during afte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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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人员的决策偏好体现在风险决策值tof fse t，表

示多预留的需求响应时间。分别对处于下区间的风险

偏好值进行指标二的计算：

                               toffset
 [0,50]

当未利用燃气轮机续流作用时，即燃气轮机随着

截断阀的关闭随即停机，系统没有时间调节正常机组

出力与准备需求响应备用，所遭遇的功率缺额都属于

计划外功率缺额。根据指标二，系统损失为：

                           β＝50Ps＝2000

指标一： 

图 7 不同故障点的指标一结果
Fig. 7 The result of Index I on different leakage points

在管长较短时，预测的波动性对系统的影响更

大，所以建议当泄漏点距离燃气轮机距离较近时，选

择较大的决策量有利于降低系统遭受的冲击值。

指标二：

图 8 不同故障点及风险决策值的指标二结果
Fig. 8 The result of Index II on different leakage points and risk 

decision value

从算例2可知，当风险决策量to f f s e t取(17~20s)范围

时，系统的成本最小，即在风险损失和冗余备用之间

的平衡值。

与未启用燃气轮机续流策略时系统的约2000元损

失相比，该策略能够带来缩减大约70%~90%的成本。

4	 结论

为解决综合能源运行可靠性分析中管存动态特性

仿真图为18km管在末端、距末端6km及距末端

12km处的流量变化，可以看出，燃气管道的流量在阀

门关闭后很快衰减到稳态状态，其稳态流量近似呈现

沿x方向的线性分布。所有这些特性都验证了之前的

理论推导。

3.2  风险评估算例

基于IEEE 3机9节点的综合能源系统结构如图6所
示，其中1处的机组有40MW（合2.5kg/s的燃气流量）

为燃气轮机。燃气管道为5MPa，连接燃气轮机的管

道长达18km，每隔1km设置有一个截断阀门，在发生

漏气故障时可及时将故障隔离。燃气轮机工作气压设

定为4.8Mpa~5.0Mpa。供气管道发生破裂时，运行人

员按上述策略选择启用负荷备用。负荷设定、备用费

用及系统功率缺额损失设定如表1-表2所示。

图 6 基于续流作用的综合能源系统算例场景
Fig. 6 Scenario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calculation based on 

after-flow effect

负荷设定：

表 1 需求响应负荷设定
Table 1 Demand response load parameter

负荷 有功功率（MW） 无功功率 (MW)

L1（需求响应） 90 30

L2 100 35

L3 125 50

表 2 需求响应备用成本及计划外功率缺额损失
Table 2 Demand response reserve costs and unplanned power 

shortage losses

类型 价格（元/MW）

需求响应备用 10

系统功率缺额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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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计算的问题，本文提供了一种燃气管存续流作用

的简化数学推导方法及解析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推导

及最后表达式的复杂程度。该表达式可直接应用于相

关计算场景中，而所用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它运行

方式或场景的综合能源动态特性推导中。本文同时提

供了相应的运行可靠性评估流程及评价指标，该指标

和流程对于制定综合能源运行可靠性评估指标以及规

范评价对象有着积极意义。

然而，本文工作对燃气轮机及气网的运行状态都

有着一定程度的简化，实际运行情况中气网往往处于

波动变化之中，同时燃气轮机的运行方式也有着变化

的可能，因此，对综合能源运行特性的解析仍需要日

后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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