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UHV power grid is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global energy Interne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China's UHV technology has been exported to Brazil, 
accumulating a first-mover advantage in leading the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From a domestic point of view, China 
has built and operated the UHV AC / DC hybrid power grid 
with the highest technical level, the best safety performance 
and the best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world, which has lai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he energy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AC system 
directly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DC system, and the DC system 
needs strong AC system support. The failure of some power 
components in the traditional pure AC power grid does 
not affect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fter the protection is 
removed, b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UHVDC,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C 
system components, the same fault forms will affect power 
transmission . This paper gives a specific description of this 
situation and makes a brief analysis.

Keywords:UHV AC/DC hybrid connection; fault analysis; 
power loss

摘　要：特高压电网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从国际

上看，我国特高压技术已出口至巴西，在引领全球能源变

革中积累了先发优势。从国内看，我国已建成运营世界上

技术水平最高，安全性能最好，经济效益最优的特高压交

直流混联电网，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实践证明，交流系统直接影响并约束直流系统的功率

输送及安全稳定运行，直流系统需要坚强的交流系统支撑。

在传统的纯交流电网中某些电力元件发生故障，在保护切

除后并不影响电网功率的输送，而在特高压直流的大规模

应用条件下，由于直流系统元件特性的限制，同样的故障

形式会影响功率输送。该文对一起典型的母线故障进行了

具体描述，并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特高压交直流混联；故障分析；功率损失

0	 引言

作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特高压输电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优化配置电力资源，助力能源清洁

化转型，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当前，我国已全面掌握并广泛应用特高压交直

流技术，积累了宝贵的运行经验。实践表明，特高

压直流需要坚强的特高压交流电网支撑，在特高压

直流的大规模受进的情况下，交流受端电网特性发

生的一些改变。以往纯交流电网中某些电力元件发

生故障，在保护切除后并不影响电网功率的输送，

接入直流后由于直流系统元件特性的限制，同样的

故障形式会影响功率输送。下面针对此种情况做简

要分析。

1	 特高压混联电网基本情况

目前特高压直流受端电网结构仍处在过渡期，特

高压直流分层接入特高压交流电网。特高压交流电网

有输送容量大、联网能力强、运行灵活的特点，其抗

风险能力较强。特高压交流电网自投运以来发挥了日

益重要的作用，表1统计了近年来某特高压交流变电

站送出的有功功率，从表中可知该特高压站两回交流

出线送出电量持续增加，两年间涨幅达50%以上，特

高压交流变电站能源枢纽作用日益凸显。

对于受端电网而言，特高压直流是巨大的有功

功率源。为合理疏散潮流，文献[1]提出了特高压直

流采用分层的方式接入交流电网的方法，已在实践

混联电网背景下一起交流母线故障分析

丁诗洋 *，夏友森，崔玮，尤学兵，刘翔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安徽省 合肥市 230001）

Fault Analysis of an AC B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HV AC/DC Hybrid Power Grid

DING Shiyang*, XIA Yousen, CUI Wei, YOU Xuebing, LIU Xiang
(State Grid Anhui Electric Power Co., Ltd. Maintenance Branch, Hefei 230001,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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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诗洋 等：混联电网背景下一起交流母线故障分析 　195

中应用，如某特高压直流分层接入交流系统如图1 
所示。

表 1　某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输送有功功率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active power transmitted by an UHV AC

年份 有功功率输送量/亿kWh

2017 206.84

2018 264.66

2019 304.05

图 1 特高压直流分层接入受端电网图
Fig. 1 UHV DC hierarchical access to the receiving-end of the 

power grid diagram

多项研究表明，作为特高压直流受端电网，华东

电网在多回直流馈入后特性发生显著改变。文献[2]
具体分析了对特高压直流分层及单层接入两种不同方

式，对直流近区潮流、分层接入直流短路比及电压波

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不同故障下特高压直流分

层接入后受端电网的稳定特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安全

稳定控制策略。文献[3]综合考虑了多相约束条件，评

估了华东大受端电网直流接入能力。文献[4]分析了多

直流馈入受端电网当前面临的现状，阐述了协调利用

多直流功率紧急支援、联切抽蓄电厂泵工况机组,以及

快速切除大规模可中断负荷等措施的频率紧急协调控

制系统主要设计思路。文献[5]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直

流功率紧急提升、调相机紧急控制和切负荷的紧急协

调控制策略，以应对多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直流闭锁故

障导致的暂态电压和暂态频率稳定问题。

以上研究从整体上分析了特高压直流受端电网的

特性变化，并通过多维度的控制，提升交直流混联电

网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直流换流元

件特性的限制，一些交流系统典型故障引起的系统性

风险也显著增加。本文结合一起故障案例具体描述。

2	 母线故障具体情况

2.1	 保护动作情况

某年9月26日15：50，某特高压站1000 kV I母母

差保护动作，该站采用3/2接线方式，母线连接开关如

图2所示。保护动作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图 2 特高压I母线气室局放检测点布局图
Fig. 2 Layout diagram of partial discharge detection points in 

UHV I busbar gas chamber

表 2　母差保护动作情况
Table 2　Operation of bus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保护种类 保护简要情况

1000kV I母第一套
母差保护

保护启动相对时间：10ms；故障相C相差
动电流7.483A（二次）。

1000kV I母第二套
母差保护

保护启动相对时间：5ms；故障相C相差动
电流3.69A（二次）。

T021开关保护
三相跟跳动作相对时间：25ms；沟通三跳
相对时间：27ms；最大故障电流2.71A（二

次），最大零序电流2.13A（二次）。

T031开关保护
三相跟跳动作相对时间：25ms；沟通三跳
相对时间：27ms；最大故障电流3.02A（二

次），最大零序电流3.09A（二次）。

T042开关保护
三相跟跳动作相对时间：37ms；故障相电

流和零序电流均为3.136A（二次）。

T051开关保护
三相跟跳动作相对时间：24ms；沟通三跳
相对时间：27ms；最大故障电流0.78A（二

次），最大零序电流1.16A（二次）。

T061开关保护
三相跟跳动作相对时间：23ms；沟通三跳
相对时间：26ms；最大故障电流0.46A（二

次），最大零序电流0.31A（二次）。

由于故障在母线保护范围内，母线上存在接地

点，与I母线连接的各条线路都有一相接地，电压跌

落至零，母线切除后故障清除，电压恢复正常。其一

回出线HQ I线的电压录波图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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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故障母线连接出线电压录波图
Fig. 3 The waveform of the line when the busbar is tripped

从图中可以看出，与I母线连接的交流出线HQ I线
线路C相电压在15:50:25.469跌落至零，电压缺失，持

续47ms约2个周波后，于15:50:25.516清除接地点电压

恢复正常。

由于母线保护涉及GIS气室多，故障具体定位有

一定的困难，通过局放和气体组分分析来确定具体故

障点。

2.2	 故障定位诊断分析

对于气体绝缘开关设备（GIS）进行局部放电检

测是发现设备早期绝缘，预防绝缘事故，保障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特高压变电站采用局放设备实

时监测GIS的局放信号。

本次故障的G I S设备母线是全封闭式的，母

线保护范围如图2所示包括G233、G234、G311、
G312、G432、G431、G423、G511、G512及GM104、
GM106、GM108、GM110、GM113、GM114、
GM118等气室。具体故障接地点定位存在一定的困

难，通过检查对比特高压UHF信号图谱检查发现，监

测G233气室局放的G6通道C相的局放量显著增大如图

4及图5所示。

实际运行过程中，GIS气室内经常出现放电信号，

但并没有发展成为绝缘故障，但绝缘故障产生时，会

伴有大量放电信号的产生。通过进一步对GIS设备气

室的SF6组分检测可得出G233气室的组分气体含量如

表3所示。

图 4 特高频放电图
Fig. 4 UHF discharge electrogram

图 5 特高频放电峰值历史数据
Fig. 5 Historical data of UHF discharge peak

在GIS绝缘故障中，绝缘子沿面闪络故障占大多

数[6]。在局部过热性故障作用下，SF6 的含S分解组分

主要是SO2F2、SOF4、SOF2和SO2，且SO2 的含量最

高[7]。

表 3　故障气室组分含量检测
Table 3　Detection of component content in fault chamber

气体种类 气体含量（ul/L）

SO2 105

H2S 0

CO 26

本次跳闸事故也是由绝缘子沿面放电引起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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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后产生出了SO2气体。经过对个各气室的组分测定，

找出故障气室为T0211闸刀（G233）C相，在母线保

护范围内，母线保护动作正确。

3	 交流母线故障影响分析

在实际工程当中，大多数换相失败由逆变侧交

流电网故障导致的换流母线电压跌落引起 [8]，由图

3可知，在本次故障过程中，HQ I线C相有大幅度

的电压跌落。据文献[9]在包含换相失败预测控制

（CFPREV）的系统中，发生换相失败的可能性大大

降低,且电压跌落范围在9.7％~55.54％时,是否发生换

相失败与故障合闸角有关,发生换相失败的概率并不是

100%;若电压跌落范围在59.6％~81.42％时,发生换相

失败的概率是100%。本次交流母线故障接地点，在

特高压换流母线附近，空间距离短，过渡阻抗小，且

故障性质为金属性故障，逆变侧电压跌落幅度大。

故障后，HQ I线和HQ II线有功功率出现了大幅

下降的情况，有功功率从约2900MW降至约1170MW，

降幅约1730MW，单回交流线路功率损失约865MW。

其中，HQ I线功率采用曲线如图6所示。

图 6 功率采样曲线
Fig. 6 Power sampling curve

 
新版《电力系统稳定导则》中将任意母线故障纳

入第二级安全稳定标准，要求保护能正确动作，必要

时允许采取切机切负荷、直流紧急功率控制、抽水蓄

能切泵等稳定控制措施[10]。本次母线故障后，受端电

网保持稳定运行，直流送端功率下降，部分影响了功

率输送，但电网全局保持稳定，符合导则要求。

4	 总结

作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物理基础，特高压输电技

术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也从未知走向已知。本文通过

一起故障案例的分析，说明了一些特高压实践中出现

的一些新的情况，总结如下。

1）特高压交流变电站稳定运行，输送有功功率

逐年上升，随着交直流进一步深度混联，特高压交流

技术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潜力巨大。

2）变电站局部的绝缘故障，是电网本质安全的

一大威胁，通过物理量、化学量的分析及早消除绝缘

隐患十分必要。

3）特高压直流受端电网的特性正发生深刻变化，

在3/2接线方式下，母线故障对线路功率输送产生了影

响，如何评估此类故障对电网稳定性的影响。在本次

故障中，仅特高压交流逆变有功功率下降了1730MW，

有功功率跌落约59.6%，据文献[11]某直流换相失败期

间逆变侧有功功率由5238MW跌至800MW，有功功率

跌落约84.7%，换相失败引起的功率缺额如何量化。如

何精准评估电网内的各类故障影响，如果不是直流系

统本身的故障，交流故障清除后，在网架完整基础上，

在特定情况下为保障频率稳定，直流功率能否再提升，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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