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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压直流输电 ( HVDC) 系统逆变侧换流器处交流系统的强度直接影响 HVDC 系统的动态
性能, 换相失败是 HVDC 系统最常见的故障之一. 通过分析逆变器换相失败的机理, 归纳了联于
弱交流系统的 HVDC 换相失败的各种影响因素, 包括直流电流、
换相电抗、换相电压、越前触发
角, 受端系统不对称等. 利用 M at lab的 S im ulink对交直流系统模型的动态特性及换相失败进行
了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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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ength of AC system to wh ich the inverter side of the HVDC is connected d irectly exerts great
in flu ence on the dynam ic perfo rm ance of HVDC. Comm utat io n failu re is one of the m ost common faults in
HVDC. The m echanism re lated to comm utat io n failu res has been ana lyzed to induce various tr ig gering factors
such as: DC curren,t comm utat ion im pedance, commutation vo ltage, leading firin g ang le and unm atched receiving system etc. It is facilitated by sim ulations on AC- DC m odel usin g M at lab /S im ulin k.
K ey w ord s: HVDC transm issio n; w eak AC system; comm utatio n fa ilure; inverter

0引 言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 ( HVDC) 换流器处交流系统的强弱直接影响 HVDC 系统的动态性能, 对联于弱交
流系统的 HVDC 系统特性的研究始自最早的直流输电工程, 近年来, C IGRE 和 IEEE也专门组成联合小组
对此开展了研究. 参考文献 [ 1, 5] 提出了划分 HVDC 系统所联交流系统强弱的准则, 文献 [ 4] 对大规模交
直流电力系统仿真计算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文献 [ 6] 分析了交直流系统中交流系统的频谱特性
对 HVDC 换相失败的影响. 在现有对联于弱交流系统的直流输电系统特性的研究中, 在研究模型的选择
[ 1] 153~ 191

上多数为标准弱交 /直 流系统模型
, 而弱交流系统更为实际的考虑是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其强度
变弱的情况. 由于弱交 /直 流系统中交流系统故障会引起的直流系统持续换相失败以至停运, 本文从弱交 /
直流系统间相互作用着手对联于弱交流系统的 HVDC 换相失败进行研究, 并进行计算机仿真, 分析研究
其动态特性, 这对交直流互联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交直流系统模型
对于交直流系统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 采用如图 1所示的系统模型, 其中交流系统采用 Theven in 等效
电路

[ 3] 61- 70

, 即用一固定阻抗 Z 串联一固定电动势 E 来模拟. 在该系统模型中, 交流量只计及基波分量;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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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效电动势 E 可变, 可近似计及交流系统的电压调节特性; 并联导纳 BC 可变, 可计及静止无功补偿器
的作用. 由于逆变运行时, 直流输电对交流系统强度的要求更为突出, 因此假定系统模型中的换流器为逆
变器.

交直流间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相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流系统与所联直流系统容量的相对大
小,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换流器接入点处交流系统的等效阻抗; 二是交流系统的机械性能即旋转惯量.
对于交流输电系统, 限制其输送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功角稳定和动态无功支持. 对于直流输电系统, 其本身
已不存在功角稳定问题, 但直流输电系统的输送能力也是有限制的, 其决定性因素是所联交流系统的强
度. 从两个方面可以把交流系统看成是弱的

[ 1 ] 153- 165

: ( 1) 交流系统的阻抗较高; ( 2) 交流系统的机械惯性

较小.
交流系统的强弱是相对于直流系统的输送能力而言的, 弱交流可以理解为所联交流系统本身强度较
弱或者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其强度变得很弱, 更为实际的考虑是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其强度变弱的情况.
逆变侧交流系统的强度直接影响 HVDC 系统的动态性能, 因此对与弱交流系统连接的 HVDC 系统所出现
的换相失败研究系统模型确定为换流器的逆变侧.

2 换相失败的机理
2. 1 逆变器的换相过程
逆变器工作方式下的电压波形及阀的导通时段如图 2所示, 只要换相电压 eba = eb - ea 为正, 并且只
要退出阀在其截止后承受个反向电压, 换相总是可以实现的. 为使换相成功, 必须在换相电压变为负值以
前完成从退出阀到加入阀的转换. 即: 从阀 1到阀 3的电流转换必须在 ea > eb 之前完成, 而且需要足够的
裕度使阀完成去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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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逆变器的换相失败
当两个桥臂之间换相结束后, 刚退出导通的阀在反向电压作用的一段时间内, 如果未能恢复阻断能
力, 或者在反向电压期间换相过程一直未能进行完毕, 这两种情况在阀电压转变为正向时被换相的阀都将
向原来预定退出导通的阀倒换相, 这就叫做换相失败

[ 2]

. 直流输电系统中大部分换相失败都发生在逆变

器, 换相失败是逆变器最常见的故障.
直流输电系统需要交流系统提供换相电流, 换相电流实际上是相间短路电流, 因此要保证换相可靠,
受端交流系统必须具有足够容量, 即必须有足够的短路比 SCR( Short C ircuit Ratio), 所以受端电网较弱的
直流输电系统更容易发生换相失败.
晶闸管需要一定时间完成载流子复合, 恢复阻断能力, 其去离子恢复时间在 400
右, 考虑到串联元件 的误差, 晶闸 管阀 的恢复 时间以 电角度

m in

s( 约 7 电角度 ) 左

表示 约为 10 , 即当计 算出的 关断角

10 时就认为发生换相失败.
当受端系统对称时逆变器关断角为:
= a rcco s(

2IdX C
+ cos )
UC

( 1)

UC = UL /K
式中 Id 为直流电流; X C 为换相电抗; UC 为换相电压的线电压有效值; 为越前触发角; UL 为换流母线线电
压的有效值; K 为换流变压器的变比.
当受端系统发生不对称故障时, 会使换相线电压过零点前移一个角度 , 则逆变器的关断角为:
= a rcco s(

2IdX C
+ cos ) UC

( 2)

可见, 当受端交流系统发生不对称故障时, 由于换相线电压过零点前移的角度

会导致逆变器的关断

角变得更小, 从而更容易发生换相失败.
2. 3 逆变器换相失败的影响因素
由式 ( 2) 可见, 逆变器换相失败的影响因素包括直流电流 Id、
换相电抗 X C 、换相电压的线电压 UC 、 为
越前触发角, 当受端系统发生不对称时, 逆变器换相失败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换相线电压过零点相位移
角. 此外, 直流系统的触发脉冲控制方式和交流系统的频谱特性对换相失败也有一定的影响

[ 3] 101~ 129

.

当逆变侧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 换流母线电压必然下降, 换相电压的线电压 UC 也下降, 逆变器的关断
角减小, 从而导致换相失败.
当其它变量一定时, 降低换流变压器的分接头级数 (即减小变比 K ) 可以使逆变器的关断角增大, 避
免静态时关断角过小, 使其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从而减少换相失败的发生几率. 但是, 因为换流变压器分
接头调整的时间常数较大, 所以它不能防止故障暂态情况下的换相失败.
当越前触发角 和换流变压器变比 K 保持在初始值不变, 直流电流的增大会导致逆变器的关断角减
小, 从而引起换相失败.
换相电抗也是影响换相失败的因素之一, 换相电抗主要是换流变压器短路电抗, 换流变压器漏抗越
大, 则关断角越.
随着越前触发角

的增大, 关断角显著增大, 这对避免逆变器换相失败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

会减少直流系统传输的功率、
增大系统消耗无功功率, 所以, 通过增大

的增大

的整定值避免换相失败是以降低

直流输电系统运行经济性为代价的.
现代 HVDC系统一般都采用等间隔触发脉冲控制方式, 它不直接依赖于同步电压, 而独立地产生等相
位间隔触发信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阀的触发角持续不变, 因为触发角取决于换相电压过零点与对应的触
发脉冲之间的相位差, 当系统受到扰动或故障而使换相电压过零点移动时, 各阀的触发角就不对称, 关断
角也不对称, 当某个阀的关断角

小于其最小关断角

m in

时就会发生换相失败.

第 2期

黎敬霞, 王肩雷, 钱 晶, 等: 联于弱交流系统的 HVDC 换相失败研究

51

3 数字仿真
采用 M atlab的 S im u lin k对交直流系统模型进行动态特性的仿真, 仿真系统采用典型 12脉冲桥 HVDC
输电系统仿真原理如图 3所示. 整流器和逆变器均采用两个 6脉冲桥串联而成的 12脉冲桥结构, 直流架空
线路长 300 km, 整流侧交流源是短路容量为 3 000MVA ( 电压为 500 kV, 频率为 50 H z); 逆变侧则连接
5 000MVA的 345 kV 交流网络 ( 频率为 50H z) . 换流器所需的无功功率由一组滤波器提供, 逆变侧交流系
统设置了故障发生器模拟交流系统故障.

当逆变侧变压器交流侧 0 8 s时发生单相对地故障, 0 9 s故障切除, 逆变侧换流母线电压波形如图 4
所示, 逆变器的直流线路电压 Vd 、
直流电流 Id 、
逆变器的触发延迟角 仿真结果如图 5所示. 由仿真结果可
见, 逆变侧交流系统发生单相对地故障过程中, 换流母线电压下降, 触发延迟角 增大, 逆变器的关断角必
然减小, 出现了换相失败. 故障切除后, 在逆变器控制系统的作用下, 约在 1 3 s时系统恢复到故障前的状
态. 该交直流输电仿真系统能较准确地反映暂态过程中直流输电系统的动态特性, 当逆变侧交流系统发生
单相对地故障而使交流系统变弱时, 直观地反映了 HVDC系统逆变器换相失败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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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 论
换相失败是逆变器最常见的故障, 本文对换相失败的机理作了推导和分析, 并用 M atlab 的 S im ulink
对交直流系统模型进行了动态特性仿真, 结果表明 HVDC 系统所联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其强度变弱, 与
该弱交流系统连接的 HVDC系统逆变器会出现换相失败, 但故障切除后, 由于 HVDC系统的高度可控性,
采用适当的控制措施可以避免后续换相失败的发生或控制其发展以避免输电系统运行条件的恶化, 使系
统恢复到原来的输送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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