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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结构，
      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物质基础。

引申释义：结构改变，将动摇基础。

经典论著：《大电网系统技术》王梅义等
经典论述：第四章-电力系统稳定（P140）

    当前，特高直流广泛应用引起的电网输电结构变化，新能源
规模化并网引起的电源组成结构变化，两方面共同作用，深刻
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特性。
    工程界、学术界高度凝练、概括为“强直弱交”问题以
及”电力电子化”问题。



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特征及安全运行风险

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一

二

三

四

汇报内容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特征及安全运行风险

p 单一直流送电功率实现聚合化
p 送受端多直流落点凸现密集化
p 区域直流互联格局显现复杂化
p 直流功率汇集方式呈现多样化

冲击大、影响范围广

2018年国家电网互联格局特高压直流系统发展

ü 常规电源的替代容量增大，电网
调节能力下降

ü 电源耐频耐压性能降低，电网抗
扰动能力弱化
抗扰能力下降、连锁风险增加

新能源系统发展

强冲击+弱抵御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临新的风险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特征及安全运行风险

电网稳定问题—电磁暂态尺度

新的稳定问题：
p 新能源引起的火电机组次同步振荡问题
p 串补引起的风电机组次同步振荡问题
p 锁相环(PLL)引起的风机控制系统不稳定问题
p 多VSC耦合作用引起的不稳定问题
p VSC接入弱交流电网的不稳定问题
p 谐波不稳定，等等

    基于电力电子的新能源系统发展，使电磁暂态尺度内，稳定出现诸多新问题。

2015年新疆哈密地区风机引发火电机组次同步振荡跳闸



     大电网稳定问题：
p 功角稳定
p 频率稳定
p 电压稳定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特征及安全运行风险

    特高压直流、新能源发展，深刻改变电网惯量特性、有功/无功调节特性，对应

改变了功角稳定、频率稳定和电压稳定等稳定问题的具体特征—显著的量变。

电网稳定问题—机电暂态尺度
    现阶段，交流电网仍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支撑新能源并网汇集和直
流送出与馈入。电网失稳，核心是交流电网失去稳定，仍表现为故障冲击
下交流电网的有功、无功不能达到平衡，电网中发电机功角、母线电压、
系统频率等关键电气量大幅变化，且无法恢复至新的可接受的稳定运行状
态。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频率方面：随着直流受电规模增大和新能源出力占比提高，送端
系统和受端系统转动惯量减小，调频能力下降，电网存在频率越限甚
至稳定破坏风险。

    特高压直流密集馈入的受端电网：直流
输送容量持续增加，大量替代受端电网常
规机组，系统转动惯量水平降低、频率调
节能力下降，直流闭锁造成的大功率冲
击，易引发频率越限甚至稳定破坏。

某电网频率调节系数随馈入直流容量的变化情况
（负荷水平1.8亿）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新能源出力占比高的送端电网：随
着风电与光伏并网容量快速增长，系
统转动惯量和一次调频容量呈下降趋
势，电网频率调节能力降低，在大功
率缺失的情况下，易引发频率越限甚
至低频减载动作。 某电网有风电比无风电时跌落幅度增加0.3Hz

49Hz
0.3Hz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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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方面：随着直流大量馈入受端电网、新能源占比的快速提高，
系统动态无功储备急剧下降，电压调节能力降低，电网电压崩溃风险
加大。

    特高压直流密集馈入的受端电网：
特高压直流不向系统提供动态无功，多
直流馈入后，电网动态无功储备减少、
电压调节特性恶化，系统抵御大规模无
功冲击能力下降，特高压直流故障易引
发持续低压甚至电压稳定问题。 电压降低时设备无功需求特性

电压降低（%）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新能源出力占比高的送端电网：随着新能
源并网容量快速增长，交流电网短路容量不
足，应对无功冲击能力和电压调控能力下降。
    直流换相失败引发送端电网暂态过电压、直
流闭锁与潮流大范围转移引发送端电网稳态过
电压、交流系统故障引发近区低电压，威胁设
备安全和系统安全。

电压波动（千伏）

短路电流（千安）

无功冲击
（万千乏）

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增大



1、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特高压直流、新能源系统发展—全局性安全稳定威胁增大

全局性安全稳定威胁的发生、发展形式

主要表现形式：
p 单一故障向连锁故障转变
p 局部扰动向全局扰动蔓延



汇报内容

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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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流送端交流故障引发过电压威胁

（2）直流受端交流故障对送端冲击威胁

（3）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稳定威胁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1）直流送端交流故障引发过电压威胁

    西北地区煤炭、风能和太阳等一次能资源丰富。为满足电能外送需求，
近年来，宁夏银东直流、新疆天中直流、甘肃酒湖直流相继投运，直流近
区接有大量的风、光等新能源电源。

  计算表明：直流近区交流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暂态过程中电压将大幅升
高，易造成风机脱网。（故障点距离直流换流站越近，电压升高越严重）

桥湾风电场机电电压

酒泉-桥湾N-1故障

酒泉-桥湾

存在脱网威胁的故障区域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1）直流送端交流故障引发过电压威胁

    整流站与系统交换无功Qc，取决于滤波
器输出Qf和整流器消耗Qr。换流母线电压快
速波动下，Qf和Qr动态响应差异，决定了
整流站Qc的特性。

Qc=Qr-Qf

Qr

Qf

整流站大扰动无功特性

    在Uc回升过程中，Qf同步增大，受Pd恢复滞后影响，Qc增速小于Qf，整
流站将出现盈余容性无功，注入交流电网可导致送端面临过电压威胁。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1）直流送端交流故障引发过电压威胁

故障点远近的影响

不同换流母线电压跌落幅度
对应的整流站最大盈余无功

不同换流母线电压跌落幅度
整流站Pd-Qc受扰轨迹

    电压跌落幅度越大，整流站传输有功及无功消耗的恢复滞后效应更加突出，
对应整流站盈余无功越多，过电压威胁相应越大。
    ——直流整流站近区交流故障新能源脱网威胁更大，远端故障威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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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晶闸管的LCC-HVDC，当受端交流发生短路等故障时，逆变
器易发生换相失败，由此引起的直流功率波动，对送端的突出影响
包括：无功冲击引起的过电压、有功冲击引起的功角/频率问题。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2）直流受端交流故障对送端冲击威胁

A、无功冲击引起的过电压

    逆变侧故障导致直流电压降低→直流电流快速增大→
整流器无功消耗增加→送端交流低电压； 逆变侧故障清
除直流电压提升→直流电流减小→整流器无功消耗减小
→送端交流过电压（送端电压：先低后高）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2）直流受端交流故障对送端冲击威胁

A、无功冲击引起的过电压

    送端交流电网越弱—直流短路比SCR越小，过电压冲击幅度越大。

整流站与交流电网交换无功 整流站交流母线电压

   新疆天中特高压直流
投运初期，配套火电建
设滞后，送端电网较弱
（SCR<3.0），受端河
南电网故障，会导致送
端出现较严重的过电压，
威胁风电、光伏安全并
网。

受端河南故障，送端电压跌落后的过电压威胁
配套电源投运后，过电压威胁缓解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2）直流受端交流故障对送端冲击威胁

B、有功冲击引起的功角/频率
200ms

200ms

   逆变器发生换相失败，直流有功跌落至功率恢
复至正常水平约需经过200ms。
    换相失败（尤其是连续换相失败）引起的大
容量特高压直流送出功率受阻，会严重威胁送端
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

连续两次换相失败
功率变化过程

高频

西南电网柔直异步互联前后的功角/频率稳定威胁西南电网交直流外送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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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3）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稳定威胁

    直流馈入受端电网，尤其是多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稳定是威
胁电网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直流替代常规电源，减弱电压支撑能力；另一方面，交
流电压降低时，直流逆变站从交流电网中吸收无功，呈现动态无功
负荷特性。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3）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稳定威胁

场景1：交流重要通道故障开断—暂态冲击

    重要交流故障开断，主网对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支撑能力减弱，
若各设备的动态无功综合供需失去平衡，将发生电压失稳。

暂态冲击下电压失稳



2、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3）直流馈入受端电网电压稳定威胁

场景2：大容量特高压直流闭锁故障—潮流转移

    直流闭锁故障后，受入电网功率缺额将引发电网潮流大量转移。
交流电网潮流重载，无功损耗大幅增加，加之受入电网电源支撑能
力不足，易引发电压失稳。

直流闭锁引发潮流转移 直流馈入地区潮流转移后电压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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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机电暂态仿真程序（PSD-BPA/PSASP）中光伏发电系统模型    
    在电力系统机电暂态仿真中，不计及锁相环PLL动态、VSC调制环节的
延时。光伏发电系统模型，主要包括光伏电池特性模型、直流侧电容电压
动态模型以及控制系统模型。

光伏电池特性模型 直流电容电压动态模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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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功率平衡和直流侧基尔霍夫电流定
律。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机电暂态仿真程序（PSD-BPA/PSASP）中光伏发电系统模型    

直流电压控制

交流电压控制

无功功率控制

功率因数控制
外环控制器 内环解耦控制器

光伏并网系统暂态仿真

外部故障等扰动激励

光伏与系统
交互作用

端电压Up变化

内部动态调节

注入电流Ip变化

交
流
网
络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光伏并网系统—大扰动功率特性

送出功率/线路阻抗越大
无功增量越多

光伏多级升压、长线路并网

光伏：定直流电压和定功率因数控制方式

并网线路系统侧
施加电压扰动

有功变化量 无功变化量

4MW 20MVar

    低电压期间，有功输出基本不变，送出线
将运行于“低电压大电流”状态，并网长线
路无功损耗显著增大，线路从主网吸收无功，
将不利于电压恢复。（电压越低越突出）



准皖特高压直流
±1100千伏/1200万千瓦

天中特高压直流
±800千伏/800万千瓦

疆电外送
750kV交流通道

西北局部电网

青海海西地区太阳能
资源十分丰富，规划
建设大规模光伏电站 750kV交流长链式结构（且

缺乏电源支撑），使得直流
闭锁故障/一通道故障开断，

柴达木易成为振荡中心

鱼卡—敦煌750kV线路N-2故障

光伏并网线吸收无功 光伏并网线输出有功

    光伏低电压期间有功输出基本不变，使得并
网线“低电压大电流”运行无功损耗增加，并
网线从交流主网吸收无功，无功负荷效应增强。

潮流转移导致
主网电压跌落 光伏出口电压

电压
降低

并网线吸收
无功增大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电网电压



西北局部电网
鱼卡—敦煌750kV线路N-2故障

规模化集中脱网
潮流减轻，面临过电压

    进一步增大疆电外送潮流，则存在光
伏规模化脱网威胁。（低压脱网保护：端电压低于
0.9pu，持续3s跳闸）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电网电压

2017年
3月1日实施

光伏发电系统
建模导则

Iqrf=kqv×(0.9-Us) ×IN
青海海西地区太阳能
资源十分丰富，规划
建设大规模光伏电站



    光伏发电电压支撑能力较常规电源弱，使得受扰后送端电压恢复减缓，

机组电磁功率输出受阻，不平衡能量增加大，功角摆幅增大，稳定性恶化。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功角稳定

光伏与机组联合送出系统

机组+机组

机组+光伏

机组+机组

机组+光伏机组+机组

机组+光伏

并网母线电压 机组电磁功率 机组功角



3、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功角稳定

新疆和田水电+光伏—弱送端系统
220kV线路

三永N-1

    光伏定功率因数控制，电压恢复缓慢，稳定水平降低（对应外送能力下降）。
定电压控制有所缓解，增加水电机组开机提供电压支撑，可改善稳定性。

定功率因数

定电压控制

增开机组 机组功角送端母线电压

方式 方式说明

方式0 光伏定功率因数控制

方式1 光伏定电压控制

方式2 波波娜、达克电厂各增加1台开机

方式3 波波娜、达克电厂各增加1台开机+光伏定电压控制



我国交直流电网发展及安全运行风险

特高压直流输电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规模化光伏并网对电网受扰特性的影响

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一

二

三

四

汇报内容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1——精细化建模和仿真技术

    交直流混联系统：直流的响应对交直流混联电网动态行为以及安全
稳定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混联电网
全电磁暂态仿真

美国太平洋直流联络线简化模型 CIGRE HVDC BenchMark模型 基于西门子控制系统的简化模型

基于ABB控制系统的简化模型

依托实际直流工程

交直流混联系统机电/电磁混合仿真技术发展愿景

D卡

DM卡

DN卡

DA卡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1——精细化建模和仿真技术

    风电、光伏发电系统中，经实测建模，单机模型已相对较为精细。
但风电场、光伏场站的聚合建模，仍面临诸多困难。

简单的单机倍乘台数众多、星散分布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2——提升一次设备性能/增加一次设备
新能源发电系统（提升性能）
    提升新能源电源耐受电压偏差、频率偏差的能力。
直流输电系统（提升性能）
    基于电压源换流器的柔性直流输电（ VSC-HVDC ）

p 葛洲坝—南桥直流受端VSC工程论证（国家电网）
p 乌东德特高压多端直流工程论证（广东500万千瓦VSC、广西300万千瓦VSC）

（南方电网）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2——提升一次设备性能/增加一次设备
直流输电系统（增加设备）
    增加SVC、STATCOM或调相机等一次设备，增强直流送出、馈入
交流电网的动态电压支撑能力。

SVC STATCOM 调相机

    调相机为有源设备，低电压期间，通过强励向电网输出容性动态无
功，电压支撑能力和运行可靠性优于SVC、STATCOM。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3——充分利用设备的功率控制能力

新能源发电系统控制方面
    在电源本体运行最优控制（MPPT）的基础上，模拟传统交流发
电机响应系统电气量偏差（△f/△P/△U）的自动调节控制—实质是重
构维持交流电网稳定性的源网间闭环负反馈机制。

响应频率变化，自觉参与平抑电网中的不平衡能量

交
流
电
网

源网间闭环负反馈机制

MPPT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3——充分利用设备的功率控制能力

直流输电系统控制方面
    直流输电是输电网中，具备快速、
大容量功率控制能力的设备，充分利用
其功率阶跃式紧急控制、响应频率/交
流线路功率变化的调制控制等，可改善
电网多形态稳定性。

直流功率控制及其在稳定控制中的作用

紧急提升功率—改善暂态稳定
调制功率—改善动态稳定 紧急回降功率—改善电压稳定FLC/紧急控制—改善频率稳定



4、适应特高压直流和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4——构建大电网安全综合防御体系“系统保护”
系统保护是以有效控制大电网安全运行风险为目标，构建多目标控

制、多资源统筹和多时间尺度协调的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大电网安全综合
防御体系。（电网发展过渡期的应对措施）

系统保护总体功能 应对大冲击的源网荷协调控制

    通过交直流协调发展、新能源友好并网等相关技术，构建合理的电
网结构，是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的根本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