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realize the power flexibl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distribution stations, the flexible loop closing 
technology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is studied,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and technolog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promot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low voltage 400V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medium voltage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medium voltage cross 
voltage level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and summarizes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under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technology,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Jiangsu 
Province are summarized, namely,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power supply points in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permeability new energy consumpt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liable power supply of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edium voltage cross-voltage 
level closed-loop technology. The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without power 
outage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are deeply explored. It ca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quality of power 
supply of g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Keywords: flexible loop closing;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quality of power supply; cross voltage

摘  要：为提高配网供电可靠性，实现配电台区之间的功率

柔性互济，研究配电网柔性合环技术，推进柔性合环装置及技

术在江苏地区的应用推广。详细论述了柔性合环装置的国内外

应用现状，包括：低压400V柔性互联、中压柔性互联、中压

跨电压等级柔性互联；并详细论述了柔性合环的关键技术，总

结了其不同运行模态下的实现机理。最后，结合柔性合环技术

的发展趋势，总结了其在江苏地区的发展应用场景，即中压配

网不同电源点的合环应用、高渗透新能源消纳应用、低压配网

可靠供电应用、中压跨电压等级合环应用；并且通过深挖柔性

合环装置的无功补偿、电能质量治理、不停电检修功能特性，

综合提升网格化配网的供电可靠性、供电质量。

关键词：柔性合环；供电可靠性；供电质量；跨电压等级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工业正实现结构性调整，高尖端产

业占比不断提升，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且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停电时间要求也越来越

苛刻[1-4]。配网供电可靠性是反映江苏公司管理水平的

关键指标，受到传统配网网架结构薄弱、供电分区间

功率联络弱的影响，江苏公司供电可靠性管理精益面

临挑战。

目前，我国配网采用“闭环设计，开环运行”

模式，不同线路采用常开的联络开关连接，配网台

区之间功率无法实现互济，即使采用联络开关闭环

运行，功率潮流随阻抗自然分布，无法实现功率柔

性控制[5-9]。同时，江苏电网部分地区存量20 kV线路

存在转供联络困难，常规联络开关无法实现不同电压

等级（如10 kV、20 kV）配电网之间的柔性互联。即

使在同一电压等级配电网中，若合环点两侧存在压

差、相位差或两侧短路阻抗不同，合环后不但会产生

环流，合环瞬间还会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可能引起

保护动作，影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为提高城市网格化配网供电可靠性，减少故障停电

时间，可以使用花瓣型配电网、多端口柔性直流合环等

配电网技术。在线路检修和倒负荷时，若先停电后转供

会使供电可靠性降低，采取不停电的合环操作减少停电

时间，已成为网格化配网可靠性提升中的重要手段。

以新加坡电力公司花瓣型配电网为例，花瓣型电

网每两回 22 kV 馈线构成环网合环运行，不同电源变

电站的每两个环网相互联络、开环运行，各变电站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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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各自区域的供电，原则上不跨区供电。这种供电模

式具有结构简明、负荷转供灵活、故障隔离时间短、

可靠性较高、可扩展性强的特点。但也存在以下问

题：闭环运行时系统的短路故障电流水平较高，对断

路器或负荷开关要求较高；故障时整个环上的负荷转

移到一条馈线，馈线电缆要考虑冗余设计；所有配电

网都要装设差动保护，投资大，且二次保护配置比较

复杂、运维工作量大等。

在配网网格化场景下，运行人员如果仅仅根据运

行经验判断能否合环，缺乏试验或仿真验证，有可能

因合环电流过大造成保护误动，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

停电。近年来，随着器件成本的降低与电力电子变压

器、智能软开关（柔性多状态开关）、统一潮流控制

器等装备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其应用已扩展至整个

配电系统，如配网潮流调节、电压/无功综合控制、柔

性开关等，归根结底都是通过电力电子技术与装备，

实现配电网的“柔性互联”，从而提升配电网的灵活

性与可控性[10-15]。因此，为提高配网供电可靠性，并

实现配电台区之间的功率柔性互济，研究配电网柔性

合环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内外示范工程

1.1  低压400 V柔性互联工程

徐州星湖湾低压柔性合环工程如图1所示，其中

通过四端口低压柔性合环装置连接了4台低压变压器，

各端口容量为500 kVA，通过直流互联形成四端口网

络，实现合环运行。同时在直流母线上配置300 kW的

储能，40 kW的分布式光伏，实现光伏储能互补，直

流母线电压为设定为720 V。

图 1 徐州低压柔性合环系统
Fig. 1 Xuzhou low voltage flexible ring closing system

徐州低压柔性合环装置有效解决了以下工程

问题：

1）解决配变轻载（空载）问题 
系统可以根据负荷情况，依据配变运行效率曲

线，自动选择运行方式，对配变进行投退，如图2所
示。在极端情况下，S2、S3、S4三台变压器停运，S1
单台主变运行，这样可以减少配变轻载或空载时较大

的损耗，使得每台配变均运行在效率最优的点，提高

配变运行经济性，提高设备利用率。

图 2 基于柔性合环装置的变压器经济运行
Fig. 2  Economical operation of transformer based on flexible 

loop-closing device

2）解决配变短时过载问题

通过柔性合环装置进行负荷平衡，优化系统潮

流，增加轻载配变的输出，减少过载配变的负荷，使

得配变实时保持在经济运行状态，如图3所示。

图 3 基于柔性合环装置的功率互济功能
Fig. 3 Power mutual aid function based on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3）实现分布式能源、负荷直流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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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合环装置的直流母线可以直接供给电动汽车 
“快充”，大幅降低充电设施的建设投资，同时可实现

分布式电源统一直接接入直流母线。

1.2  中压柔性互联工程

为提高苏州工业园区域配网供电可靠性，苏州通

过采用四端柔性直流接口装置将金鸡湖变I、II段母线

和园区变I、II段母线的四回出线构成电缆双环网并合

环运行，如图4所示。20kV线路采用400 mm2电缆，四

回20kV主供线路最大传输容量为65MW，可以满足用

户负荷需求。

图 4 含柔性直流合环装置的配电网网架结构
Fig. 4 Distribution network structure with flexible DC loop 

closing device

该环网具有灵活的拓扑结构，可根据负荷需求构

成任意两线路、三线路、四线路联络式结构，从而可

以有效调节各个母线之间的潮流分配，实现潮流优

化。此外，可将用户故障平均停电时间降至5min以
内，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9%。

1.3  中压跨电压等级柔性混联

1.3.1	 大江东三端口柔性互联工程

杭州市萧山区东北部的沿钱塘江区域，包括“三

城一区”，总面积为500km2。大江东新城坐落于此，

大江东新城是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现有产业以工业为主。随

着各种新能源的接入及各类大型工业园区的兴建，大

江东新城对供电容量、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的需求

不断上升。为综合提升该区域供电可靠性，供电质

量，解决产业升级、工业发展带来的存量配网供电容

量不足的问题，浙江电网建设了江东新城智能柔性直

流示范工程，实现了2个10kV和1个20kV的中压配网

系统柔性互联，如图5所示，解决了20kV配网增容扩

建的难题，为不同电压等级的柔性互联提供了技术

支撑。

图 5 浙江跨电压等级柔性互联
Fig. 5 Zhejiang cross-voltage-level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1.3.2	 尖山两端口柔性互联工程

尖山柔性互联技术应用示范的总体结构如图11所
示。工程将1号主变压器下辖10kV凤凰线与倒送情况

严重的3号主变压器下辖20kV富江线采用柔性直流技

术互联。直流母线电压为10kV，换流器采用MMC拓

扑，额定容量为10MW。通过柔性直流互联，1号主变

压器下辖区域和3号主变压器下辖区域可以实现潮流

灵活控制和功率互济。

图 6 尖山柔性互联技术应用示范
Fig. 6  Jianshan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正常情况下，柔直一侧工作于直流电压控制模

式，维持直流电压恒定；另一侧工作于功率控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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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根据集控系统指令输出指定的有功功率。由于3
号主变压器功率倒送严重，通过柔性互联，可以快速

将冗余功率转移至1号主变压器下辖区域，减少功率

倒送，实现分布式光伏的就地消纳。当一侧主变压器

失电时，换流器可切换于交流电压控制模式，具备向

失电主变压器所辖区域不间断供电的能力，增强了供

电可靠性。

另外，柔性合环装置兼具STATCOM和有源滤波的

功能，为系统提供动态无功支撑、动态电压调节、谐波

治理等功能，可有效改善区域内电压，提高供电质量。

2	 柔性合环关键技术

2.1  柔性合环装置运行原理

柔性合环装置由两端口/多端口柔性合环装置组

成，可替代网格化配网中的联络开关，成为配网重要

的柔性一次设备。通过柔性合环装置的柔性直流合

环，可实现不同交流分区的柔性合环供电；并通过柔

性合环装置灵活、快速、精确的潮流控制功能，实现

不同分区的功率/能量交换，实现配网电能质量、配网

损耗等综合优化。

目前大部分城市的配电网均采用“合环设计、开

环运行”模式，传统联络开关合环运行时，可能会导

致电流冲击、并联环流、潮流倒送、短路电流超标等

问题，如图7所示。

图 7 传统联络开关
Fig. 7 Traditional interconnection switch

柔性合环装置功能主要包括正常情形下的多目标

优化调控以及故障隔离和恢复控制：当配网某处发生

故障后，柔性合环装置可阻断短路电流流向非故障线

路；故障隔离后柔性合环装置可向非故障线路提供有

功、无功功率支撑，恢复失电负荷供电。

柔性合环装置接入如图8所示，柔性合环装置可

向电网侧注入正负、大小可控的无功功率，优化网

损，也可吸收无功功率抑制节点电压暂升，改善电

能质量。同时，两变换器的输出无功功率控制相互

独立。

图 8 柔性合环装置接入
Fig. 8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accessing

2.2  柔性合环装置运行模态分析

柔性合环装置在正常运行和电网故障下具备3种
运行模态，如图9所示，分别为：功率柔性互济模态、

电网故障转供模态和电网故障恢复模态。

图 9 柔性合环装置多种运行模态之间切换
Fig. 9 Switching between multiple operation modes of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e

1）功率柔性互济模态

当两个配电台区功率差距较大时，1个配电台区

重载，另1个供电网格配电台区轻载时，如图15所示，

传统的联络开关并不能实现潮流转供，更不能实现2
个配电台区的潮流柔性控制，2台变压器出力不均衡

时不能得到缓解。

CSE
E  E

IC
 

 
 

    
    

  C
SE

E  E
IC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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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图 10 传统的联络开关模式
Fig. 10 Traditional interconnection switch mode

采用柔性合环装置后，可以实现定功率的潮流柔

性控制，并在在合环瞬间，可以避免造成联络开关两

端电压差或者相位差造成的合环电流冲击，如图11
所示。

图 11 利用柔性合环装置实现功率柔性互济
Fig. 11 Realization of power flexible mutual assistance by flexible 

loop closing devic

2）电网故障转供模态

电网故障转供模态下电网发生故障时,首先，柔性

合环装置检测到馈电线路故障后电力电子器件微秒级

闭锁；然后，配电自动化系统监测到线路故障，变电

站出线开关分钟级分闸；接着，配电自动化系统利用

图论跳开开关分钟级跳开故障线路两侧开关；最后，

变电站出线开关合闸，柔性合环装置解锁，恢复非故

障线路供电，实现电网故障转供。

3）电网故障恢复模态

电网故障恢复模态下电网发生故障恢复，首先，

柔性合环装置闭锁；然后，配电自动化系统控制,分
钟级跳开故障线路两侧开关；接着，配电自动化系统

控制，分钟级变电站出现开关合闸；最后，柔性合环

装置解锁，电力电子装置微秒级解锁，并设置合环功

率，实现合环运行。电网故障恢复模态完成，柔性合

环装置转为功率柔性互济模态。

3	 结论与展望

3.1  柔性合环应用场景

柔性合环是实现网格化配网柔性互联的重要技

术，在江苏配网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具体如下。

1）场景一：中压配网不同电源点的合环应用

中压配网不同电源点的合环是柔性合环装置最初

的应用功能，它可替代传统配网的联络开关，实现配

电网间的柔性互联，避免不同电源点的相位差产生的

过流问题。

2）场景二：高渗透新能源消纳应用

柔性互联装置可实现不同供电分区间功率、能量

的智能互动，实现可再生能源同电压等级间跨区域灵

活调度，有效降低分布式电源出力过剩时的供电路

劲，提升系统能效；避免变压器功率倒送引起的过电

压等稳定运行问题。与此同时，柔性合环装置同时具

备直流端口，可提供可再生能源、储能直流接口，减

少电源储能接入的功率变换环节，提升系统能效。

从柔性合环装置可引出直流母线端口，可提供分

布式电源、储能以及直流负荷直流接口。储能接入直

流端口不仅可以给直流端口供电，实现直流母线电压

的稳定，可充当交流电网的应急电源，实现故障情形

下的台区重要负荷的供电，分布式电源接入直流端

口，可根据台区负荷的负载率情况，灵活调度分布

式电源的功率流向，实现供电台区负载率的动态均衡

控制。

3）场景三：低压配网可靠供电应用

柔性互联设备可实现配电网的动态网络重构，打

破现有闭环设计、开环运行的配电网局部运行瓶颈

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停电时长

的容忍度逐步降低。目前而言，低压配网故障大部分

为变压器故障，运维人员从接到投诉电话到完成变压

器检修需要两个小时左右；而通过柔性互联设备可实

现电源故障情况下的毫秒级供电，有效降低了停电时

间，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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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景四：中压跨电压等级合环应用

江苏省内配网中电压10 kV、20 kV等级较多，柔

性合环装置可实现处于相邻地理位置的不同电压等级

电网连接，降低线路投资，增强配网供电可靠性，避

免因配网负荷增长、新能源接入等因素造成的配网改

造成本。

3.2  柔性合环功能深化

相比传统联络开关，柔性合环装置成本、体积较

大，不适宜做大面积推广应用。为进一步提升柔性合

环装置投运的经济性，综合提升配网供电可靠性、运

行经济性，须进一步深化柔性合环技术，深挖柔性合

环装置的功能，推进柔性合环技术在网格化配网中的

应用，通过提升配网转负荷能力、缩小停电范围、降

低停电时间中等实用化水平，推进基于柔性合环装置

的不停电检修技术。柔性合环装置具有常规柔性一次

补偿设备的功能特性：

1）无功补偿装置：柔性合环装置可取代传统配

网STATCOM、SVC等常规无功补偿装置，通过灵活、

精确的无功补偿技术，优化线路损耗；

2）电能质量治理装置：柔性合环装置可治理配

网的电压偏差、电流谐波、三相不平衡电流，综合提

升配网的供电质量和运行经济性；

3）不停电检修设备的UPS电源：柔性合环装置可

实时、精确调控供电分区间间的潮流流动，除了可实

现供电台区间负荷均衡控制外还可充当待检修线路、

变压器的不间断电源，可取代不停电检修中常规的移

动储能车等设备。

由此可见，通过深挖柔性合环装置功能特性，对

于无功补偿、电能质量治理、不停电检修等功能有

增量需求的地区，可考虑使用柔性合环装置取代传

统配网柔性一次设备如STATCOM、有源电力滤波器

（active power filter，APF）、移动储能车等装置。

基于柔性合环装置的柔性互联技术能够为智能配

电网运行控制能力问题提供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对智能配电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在

未来，高性能电力电子技术的日趋成熟及单位容量成

本的不断下降将对柔性合环技术发展进步形成有力推

动，而配电系统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以及配电市场的进

一步完善将使柔性合环的技术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未

来，柔性合环装置要实现从示范到推广的跨越，要

解决目前装置面临的体积大、成本高和效率低的缺

陷，江苏公司应研究发展新型柔性合环技术，致力于

探索新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发展新型高压半导体器

件，深挖柔性合环装置功能，大幅降低柔性合环装

置成本、体积，提升设备效率；通过研究应用柔性合

环技术，全面提升江苏配网经济运行、可靠运行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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