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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岸电系统对于电厂尤其是下水煤电厂的环保工作

燃烧大量的重油或柴油，同时有污染物排放。向

具有重要意义。在保证安全环保可靠的基础上，提出了

大气中排放的大量污染性气体，主要成分包含

一种适合电厂码头实际运行需要的系统结构；与传统的
岸电相比，提出了变频及并网的概念，并可同时兼容 400
V/50 Hz、440 V/60 Hz 这 2 种制式的船舶靠港对接。分析

NOx、SOx、柴油颗粒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据统计，由于停靠的船舶燃烧重油或柴油产生废

了电缆收放系统以及并网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成本

气，港口城市排放废气比其他城市平均多出 25%，

及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样的结构会使系统的成本大

这些污染性气体对人类的健康和环境的安全构成

大降低，同时利用电厂在电价方面的优势，低压岸电系

很大的威胁[1]。

统可以在下水煤电厂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关键词：岸电；低压；并网；下水煤电厂
ABSTRACT: Shore power system is important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ower plants, especially the
coal-launched power plants. Based on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liability, a suitabl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for power plant
dock was propos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hore
power, the concept of conversion and integration was put
forward, compatible with both 400V/50Hz and 440V/60Hz
ships docking at port. The main problems of cable system
and grid-collected was analyzed. Finally, the cost and profit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such a structure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the system.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ower plant's advantages in price, the
low-voltage shore power system can be widely used in
coal-launched power plant.
KEY WORDS: shore power; low voltage; grid connected;
coal-launched power plant

0

引言

低压岸电系统是指船舶在码头停靠期间，不
需要采用船上辅机进行供电，而是采用陆地低压
变压变频电源供电的系统 [2]。由于船上用电的电
压、频率与电网提供的电源不同，因此低压岸电
系统的关键之处在于将电网提供的工频电源通过
变压和变频技术，转换为船舶电机可以使用的电
源。同时也需要对船舶实施不间断地供电 [3]以减
少对船舶机器设备的损伤。

1
1.1

低压岸电系统的组成
船舶用电需求
目 前 下 水 煤 电 厂 来 船 [4] 电 压 主 要 包 括 400

V/50 Hz、440 V/60 Hz 这 2 种制式，为满足这 2
种制式的船舶需求，需要增加变频电源。变频电
源采用低压主要是考虑到低压变频电源稳定性
好，船舶改造难度小、成本低。但低压意味着电
缆尤其是上传电缆横截面积大，电缆上船难度大，
这是低压岸电系统的一个难点。下水煤电厂的船

船舶在靠港期间主要利用辅机发电机来满足
船舶用电需求，船舶使用自带的辅助发电机需要

舶一般以 3 万~7 万 t 为主，以 7 万 t 的船舶为例，
涉及到的船用负载主要包括压水泵、空压机、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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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机、空调等 [5]，考虑同时系数，最大在 400 kW

足并消耗并网过程中逆功率所产生的剩余电能。

左右，为了增加低压岸电系统的稳定性，岸电电

变频单元设有工频旁路，一旦变频单元出现故障，

源需要有 20%的余量，同时按 0.9 的功率因数计

可由工频旁路对相同频率制式的靠港船舶

算，变频电源的容量为 550 kV·A。

(400 V/50 Hz)进行供电，但因船侧与岸侧的接地方式

岸基供电设备

1.2

不同，使用工频旁路时，仍需使用 1:1 隔离变压器。

低压变压变频装置

1.2.1

1.2.2

变压变频电源负责将 400 V/50 Hz 转变为 440 V/

岸电接线箱
岸电接线箱是将岸电变频电源的低压馈线与

[6]

60 Hz 电源 ；输出升压隔离变压器对负责变频电

船舶连接的装置，担当了低压供电连接、船岸信

源进行电气隔离，输入侧配置有源滤波柜。电路

号互通的任务。箱内装有满足 JTT8 14.2—2012

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

标准 [8]的低压电缆插座、插头。专用插座与插头
通过信号接触插芯实现电气互锁，在操作插头插

L1
R/L1
S/L2
T/L3

L2

座连接和断开的过程中，接触插芯是最晚实现连

380 V转460 V
隔离变压器
L3

接，也是最早断开的插芯。岸电连接插头/插座的信
号插芯电路未接通等情况下，低压输出断路器不能

输入
380 V/50 Hz

合闸或在合闸位置自动断开，确保电气连接安全。

输出380 V/60 Hz

低压岸电箱的外形设计紧凑，符合码头前沿
图1
Fig. 1

550 kV·A 变频电源系统拓扑简图

宽度要求，拥有超强的防撞击能力。因沿江码头

550 kV·A frequency conversion power system
topology diagram

湿度、温度变化较大，岸电箱外壳采用不锈钢防

低压变压变频装置主要设备包含：输入电抗

盐雾腐蚀型箱体，铰链、螺丝等金属配件采用同

器、整流桥、接触器、铝电解电容、绝缘栅双极

种不锈钢材质，同时加装垫圈和垫片，使得金属

型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

间形成电绝缘，最大程度减少电解反应，箱体防

。其中，三相输入电

护等级达到 IP56。岸电箱外壳均采用防腐漆加底

抗器主要作用是抑制谐波、限制涌流、抑制三相

漆加面漆涂层，接地扁铁采用热浸锌处理。岸电

输入电流不平衡等作用。同时，变频单元能够满

接线箱设计如图 2 所示。

输出变压器及滤波电容等

[7-8]

280

5
4

6

1000
675

进线
电缆
650

645

1000

1300

1040

1340

350

200
注
1
291.49

5
4

6

户外
防水
不锈
钢锁

向左侧
开门配
隐移
铰链

两侧
配把手

517.67

单位：mm

图2
Fig .2

岸电接线箱设计简图

Design sketch of shore power junction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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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收放机构

字式多功能表(可指示电压、频率、电流和功率)

电缆收放机构又称为岸电电缆连接管理系

等，岸电的过电流保护(长延时、短延时)和欠压/

统，按照船舶及码头类型分为：船基连接电缆装

断相保护通过数字式继电器实现。岸电接收屏的

置，岸基连接电缆装置，岸基移动连接电缆装置

分合闸开关合上后，低压岸电通到主配电板上的

1.3

[9]

岸电接收屏向船舶电网供电[10]。

三大类 ，如图 3 所示。

电缆及其他

1.5
船基连接电缆装置

岸基连接电缆装置

岸基移动连接电缆装置

目前岸电系统低压上船最大的难点有 2 点：
1）如何在保证船舶用电负荷的情况下平衡上船电

集装箱船

邮轮

豪华邮轮
天然气运输船

散货船

甚至上千米，如何保证上船电压压降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保证岸电质量。低压岸电系统采用远距

军舰
集装箱滚装船
滚装船
滚装船

离高压电缆敷设，与码头面低压电缆敷设相结合，
上船电缆使用船用柔性电缆的方法，有效地规避
了这 2 点[11]。

潜艇

图3
Fig. 3

缆数量和截面积；2）码头面长度往往动辄几百米

低压岸电系统根据柔性船用电缆(CEFR/DA)

电缆收放机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cable receiving and discharging

上船电缆

1.5.1

连续通电时的载流量计算，导体截面积为 150 mm²

低压岸电系统所采用的电缆收放机构为船基

单排螺旋缠绕电缆的载流量为 323A，考虑环境温

连接电缆装置，即在船艉甲板中间位置加装 1 套

度为 40 ℃时的载流量修正系数为 0.89，即实际

电缆卷筒及配套放缆平台。电缆卷筒为恒张力控

单根电缆载流量为 287.5 A。因此，若要满足单个

制收放机构，可随靠港船舶吃水深度变化自动收

泊位 550 kV·A 的容量，需用 3 根 3×150 电缆并联

放电缆；放缆平台可向左右两舷展开，展开后可

上船。

平稳下放电缆，并满足左右两舷靠港需求。

1.5.2

恒张力控制类似于自动绞缆机，接入低压岸

低压电缆
由于船用交流电网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为

电系统之后，将控制开关按钮置于“自动”位置，

-6%~+10%，因此在 400 V/50 Hz 船用电网中的电

即可定时收放电缆，即使遇到船舶吃水和潮汐变

压允许范围为 376~440 V，范围差值为 64 V。按

化的情况，也能够使电缆张力保持在设定范围内，

550 kV·A 的容量计算，
低压电缆应采用 2×(3×185 mm²
)

达到有效保护电缆的目的。

电缆敷设，该规格电缆在 400 V 电压满负荷情况

船舶配电设备

1.4

低压岸电连接屏

1.4.1

下，每 22.8 m 压降为 1 V，可以算出 2×(3×185 mm²)
电缆在 400 V 电压满负荷情况下，输电距离在 731 m

低压岸电连接屏位于电缆收放机构旁边，由

时压降达到 64 V。如果仅考虑这些还是不够的，

低压岸电配电屏、左舷岸电连接屏、右舷岸电连

因为船舶最大负载是压水泵，一般在 150 kW 左

接屏所组成。岸电配电屏可以显示出岸电的相序、

右，还要考虑其启动时系统的压降，因此需要进一

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等参数，同时设有接地

步放大电缆的承载余量，一般为 4(3185 mm²)，

开关。如果参数正常，岸电连接屏靠岸一舷(接入

而且变频电源与船舶发电机出口母排的距离不应

2 根电缆)的分合闸开关合闸，低压岸电即可连通

超过 250 m。

到集控室主配电板上的岸电接收屏。

2

岸电对接

主配电板上的岸电接收屏

1.4.2

低压岸电连接屏输送岸供电源供给船上主电
网接收屏。该屏包括分合闸开关、接地开关、数

2.1

并网要点
船舶的并网包括 2 个过程：第一是船靠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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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并船电的过程；第二是船离泊时船电并岸电

起重机动力、冷冻机动力及许多动力设备均为异

的过程。2 个过程都应以船舶发电机出口的同期

步电动机。根据电机学理论，转矩和电动机发热

装置为中心并网，此时同期装置将变频电源作为

是影响异步电动机性能的两大因素。

一个船舶用发电机，利用控制电缆来调节变频器

1）转矩、起动转矩公式：

的电压、频率和相角。

M st  k

若采取停电切换，船电转低压岸电系统操作
前必须将船各个发电机组、应急电站、日用变压

(1)

最大转矩公式为

器等置于手动模式。若采用自动模式，一旦电网

M max  k

负载变大(例如超过单机功率的 90%)，功率管理
系统(power management system，PMS)会自动启

U12
f13
U12
f12

(2)

式中：U1，f1 分别为电源电压和频率；k 为常数。

动备用发电机组与岸电并网供电；而船舶发电机

当电动机的频率从 60 Hz 降至 50 Hz 时，起

特性不同于岸电，有可能会损坏设备。船上 450 V

动转矩增大了 28%，有利于电动机起动，最大转

负载配电屏的电气设备，在用的大容量设备全部

矩略有增加。而照明设备属于电阻性负载，并不

置手动模式，并随时准备断开电源，暂时不用的

受频率影响，与电压的关系较大。

需要切断电源。驾驶台的通信导航系统，例如电
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2）电动机发热。异步电动机旋转时需要满足
基本点次方程：
U  E1  4.44 fkw1Φm

and information systems，ECDIS)、全球海上遇险
与安 全系 统(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GMDSS)、船舶导航雷达、综合驾驶台
系统(integrated bridge system，IBS)等等也需要切
断电源[12]。
2.2

并网模式
首选需要确认船舶电网单台发电机运行供

电，而且与岸电的相序、相位、频率、电压等相
同或相等，之后再进行船电与岸电并电操作，然

式中：U 为外加给定子每相绕组端电压的有效值；
E1 为定子绕组每相感应电动势的有效值；f 为电
源频率；Φm 为每极的磁通；kw1 为基波绕组系数。
磁通增加导致励磁电流增强，电动机的功率
因数降低，发热增加，电动机不能正常的运行。
为了保证电动机不发热，必须在降低频率的同时
降低电压，保证磁通基本不变，则电动机发热限
制条件：

后转移负载，船舶发电机组解列。
船电与岸电并电操作共有 2 种方法：自动准
同步和手动准同步。1）自动准同步：若选择
“AUTO”方式，机舱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完成岸
电供应转换(类似发电机组的转换操作)，仅需按
下岸电系统的合闸按钮，控制系统就认为岸电在
对另外一台船舶发电机进行自动并车、负荷转移、
发电机自动解列及自动停车的控制，自动并车和
负荷转移过程持续大约 10 s，之后发电机出口开
关将自动分闸解列。2）手动准同步：按照发电机

(3)

U1 / f1  U2 / f 2

(4)

式中 U 2 ，f2 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
450 V/60 Hz 的异步电动机接在 380 V/50 Hz 电源
上时，有：450/60≈380/50，满足电动机发热条件。
因此，在并网过程中，应首先保证待并岸侧
电压频率先随船用发电机略微下降，满足发电机
“下垂(DROOP)”特性，即：在负载(电流)增大时，
频率、电压都略有下降，再进行并网合闸操作。

3

成本及收益计算

的并车操作规程，在并车的过程中只能调节船电
的频率、相位和电压。

3.1

成本核算表见表 1。

需要注意的是：异步电动机是常见的电感性
负载,理论上不同频率对电感性负载或电容性负
载有较大的影响，船舶上辅机动力、锚机动力、

成本计算

3.2

经济收益
由前文分析可知使用低压岸电系统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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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成本计算表

本低的特点也更加便于船运公司参与其中共同改
万元

Cost statemen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550 kV·A 变压器(1 套)

10

岸电接线箱

15

400 V 负荷开关柜(3 面)

20

电缆卷车

15

低压变压变频装置(1 套)

60

工程费用

20

ATS 双电源投切装置(2 套)

2

辅材费用

10

高压侧电缆

18

合计

190

低压侧电缆

20

船舶的运营成本。尤其是核心港区环境，考核力
度不断增强，国际燃油价格有上涨趋势的大环境
下，使用低压岸电系统的经济效益凸显。按靠港
船舶每次停泊 2 天、每年停泊 100 次、平均用电
负荷为 300 kW 来统计，共计耗电量 14 400 kW·h，
根据调研情况，电价按 1.0 元/(kW·h)收取，停靠每
次电费为 14 400 元；若使用船上的发电机，48 h
共需消耗重油 16 t、轻油 4 t，油费约 66 000 元。
每次停泊对船方来说可节约能耗成本 51 600 元。
对岸方来说，厂用电电价成本约为 0.4 元，考虑
固定资产折旧、运行维护费用以及建筑安装成本，
年收益计算如下：[(10.4)14400100]0.95
2.5  (190  20)  70.08 ，即 5 年内就可以收回成
本。注：此项成本计算尚未包含国家环保专项资
金补助及交通运输部专项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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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收益
使用低压岸电系统之前，每次船舶靠泊后，

为了维持船舶靠泊期间的基本动力和船员生活需
要，需要柴油发电机运转提供必备电力。船用柴

造，有效地让船岸双方协同作战，切实可靠的完
成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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