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质量：
智能电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林海雪

1 分布式电源接网的电能质量
智能电网不仅要兼容大型的集中的电厂，还要
兼容不断增加的分布式电源。分布式电源主要指
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燃气轮机、内燃机、微型气轮机
等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热发电，以氢气为燃料
的燃料电池，风能发电等，其容量规模一般不大。
分布式电源的利用是缓解能源危机、减少环境污
染、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
其中，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利用过程中，
其分散性与不确定性会给电能质量的控制带来诸
多问题。
（1）电压偏差的控制和调整。可再生电源往往
在中、低压配电线并网，改变了传统配网的单向供
电模式。例如，风电注入电网的功率会直接影响电
压水平。电压偏差与电网的短路容量和风力发电装
置的有功无功功率有关。图1为功率因数为0.95的
500kW风电注入电网而引起的电压偏差示意图[5]。
由图可知，短路容量愈大，风电引起的电压偏差愈
小；短路容量不变且和注入功率相同时，电压偏差
则随着电网阻抗相角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或正或
负。当较大的风力发电电源与用户在同一母线（连
接点）时，有可能使用户电压偏差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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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电网发展仍要面临两个
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枯竭、环境污染
（即温室气体排放）；二是用户对供电可靠性和电
能质量的更高要求[1]。电网的发展都必须以保证电
能质量为前提。智能电网也不例外。作为现代电网
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智能电网建设是一个综合而又
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智能电网建设中所涉及的电
能质量问题，主要是指分布式电源（风电、太阳能
发电等）的接入、电力电子技术和集成通信技术的
应用，以及用电智能化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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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由功率因数为0.95的500kW
风力发电注入电网而引起的电压偏差

分布式电源的发电机一般配备励磁系统，在一
定程度可以调节无功功率，因而具有一定的电压调
节能力。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分布式电源可以提高
配电馈线的电压调节能力，调节速度可能比调节变
压器抽头或投切电容器还快，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
如此。例如，分布式电源远离变电站时，它对变电
站母线电压的调节能力就很弱；发电机采用感应电
机型（如某些风电机）时，还可能吸收无功，不能调
节电压；电网企业一般不希望分布式电源对公共连
接点处的电压进行调节，因为可能产生干扰；在多
个分布式电源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调节的互相干扰；
小容量分布式电源通常无能力进行电压调节；大容
量分布式电源虽可调节电压，但必须要有配电系
统调度中心的配合。而且分布式电源的启停往往
受用户控制，一旦停运，公共连接点（pcc）处的电
压调节就不能实现。
（2）电压波动和闪变。风电中的风况及塔影
效应对并网风电机组引起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影响
很大，主要影响因素是平均风速和电网阻抗相角。
单台风电机组引起的短期闪变P st或长期闪变P lt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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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式（1）表示 [7]：

整流器

（1）
式中 为风电机的闪变系数，是电网阻抗相角
和风机中心高度处年平均风速Va的函数； 为风电
机端子处的短路容量； 为风电机的基准视在功
率。表1为某一风电机的 与、 、Va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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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并网变速风电系统电气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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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某一风电机闪变系数   与年平均风速、
电网阻抗相角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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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 和 相等，是因为在估计风电闪变
时，10min内的闪变值（ ）可能会持续2h（ ）；
还和机组结构、技术性能有关。
表1仅是例举。若有多台发电机连接到电网的
公共连接点（PCC），则可用式（2）合成求出总闪
变值。
（2）
式中
为第i台风电机的闪变系数； 为
第i台发电机基准视在功率；N为接到P CC处的风
电机数目。
（3）谐波和间谐波。一台直接接到电网的风
电机，若没有电力电子变换器，正常情况下在连续
运行期间不会引起显著的谐波或间谐波畸变；在
起动时，由于软启动晶闸管的作用，可能有一个短
时间突发的畸变脉冲，但只要脉冲时间不超过几
十s，一般便不成问题。
带有电力电子变换器的变速风电机组（如图2
所示），在运行中将会产生谐波和间谐波畸变。因
此，谐波电流发射必须加以规定。各次谐波电流以
及最大总谐波电流畸变的频率一般应限定在电网
基波频率的50倍以内。
图3为测量到的谐波畸变电流的例子。I E C
61800-3（1996）标准推荐，电流总谐波畸变率应
小于5%。若干台风电机在PCC处的谐波电流可采
用式（3）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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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一台带有电力电子变换器的风电机测量到的
谐波电流畸变发射的例子

（3）
						
式中 为第i台风机的h次谐波电流；n i为第i台风
时，
机的变压器变比； 为合成指数。当
=1.0；
，
；
，
。
分布式电源发电机本身会产生3次谐波，如与
发电机相连的供电变压器在发电机侧的绕组若为
星形（带中性点接地），则3次谐波就有可能形成通
路；若该绕组为三角形，则3次谐波会在绕组中形
成环路因而不会注入或很少注入系统。另外，当分
布式电源与配电网直接相连时，有可能向配电网注
入直流，使变压器和电磁元件出现磁饱和现象，引
起发热、振动，并使附近机械负荷产生转矩脉动。
（4）供电的短暂中断和可靠性。分布式电源
通常设计为备用发电系统。但从主供电源向备用电
源的转移往往不是无缝转移，仍有极短的中断。
如果正常运行时，分布式电源与电网企业的主
供电电源并列运行，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如果分布
式电源与系统并列运行或同时还带部分负荷时，一
旦出现故障，分布式电源容量又太小，或转移的负
荷太大，则可能要切除部分负荷，或仅带少量不可

行时，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从光电板感
受的直流电势，需要通过光伏逆变器转换成交流
电压，以便与公共电网并网。虽然换流器件采用全
控可关断器件（IGBT）与采用晶闸管的常规换流器
相比，理论上谐波电流可得到很大的抑制，但实际
上，光伏逆变电源运行时仍能注入谐波电流。
400v ac
上海电网

光电逆变电源

图4 1MW太阳能发电系统

实测表明，图4所示的400V母线电压波形畸变
率（THDu）与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运行关系不大（停
运时T H Du为0.51%～0.62%，运行时为0.53%～
0.76%），因为400V短路容量远大于太阳能的输出
功率。太阳能发电系统最大功率输出时，400V光
伏逆变器输出电流的频谱如图5所示。其谐波电流
成分主要是2、3、4、5、6、7、8、9次。
测试发现，采用I G B T的光伏逆变器仍有约
10%的谐波电流注入电网，三相谐波电流明显不
平衡（相差2倍以上），低次偶次谐波电流值较大。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

■
□

谐波电流/a

中断的负荷，否则会引起孤立电网电压和频率的下
降，无法维持正常运行。
分布式电源对配电网可靠性产生的影响，有利
还是不利，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9]。
1）不利情况：①大系统停电时，由于燃料（如
天然气）中断或辅机电源失去，部分分布式电源会
同时停运，供电的可靠性也就无法提高。②分布式
电源与配电网的继电保护配合不当，可能使继电保
护误动，反而降低可靠性。③不适当的安装地点、
容量和连接方式会使配电网可靠性降低。
2）有利情况：①分布式电源可改善输配电网
的过负荷和堵塞情况，增加输配电网的输电裕度，
提高电网可靠性。②在一定的分布式电源配置和
电压调节方式下，可缓解电压暂降，提高系统对电
压的调节性能，从而提高电网的可靠性。③特殊设
计的分布式电源可当电力输配电电网发生故障时
继续保持运行，从而提高了电网的可靠性水平。
（5）铁磁谐振。在分布式电源通过变压器、电
缆线路、开关等与配电网相联情况下，一旦配电网
发生故障（如单相对地短路）而配电网侧开关断开
时，分布式电源侧开关也会断开。如若此时分布式
电源变压器未接负荷，则变压器的电抗与电缆的大
电容可能发生铁磁谐振而造成过电压，还可能产
生相当大的电磁力，使变压器发出噪声甚至损坏。
（6）频率稳定性。大型电网具有足够的备用
容量和调节能力，分布式电源接入时，一般不必考
虑频率的稳定性；对于孤立运行的小型电网以及
分布式电源装机容量（指不稳定的风电机组）达到
或超过电网装机容量的20%时，则造成的频率偏
移和稳定性问题不容忽视。
由于风电具有随机波动特性，其发电出力随风
力大小而变化，因此为保证正常供电，电网需根据
并网的风电容量增加相应的旋转备用容量。风电
上网越多，旋转备用容量也越大。因此，为保证风
电机组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和提高整个电网的运行
经济性，必须有适当的应对措施，如采用风电与水
火电联动外送、采用灵活交流输电技术进行动态
潮流和动态无功电压控制、采用大功率储能装置
对波动功率进行快速跟踪调节等。
相对于风电机组而言，太阳能电站一般容量
规模较小，接入电网对电能质量影响不大。例如上
海闵行紫竹科学园区1MW太阳能发电系统示范工
程，如图4所示[6]。但太阳能发电系统在接入电网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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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400V电流频谱

因此太阳能发电系统独立运行或与其他发电系统
构成小系统运行时，其产生的谐波电流应给予重
视。
根据日本和德国的家用光伏发电设备的安装
情况和运行经验表明，安装在居民屋顶上的光伏
发电系统大多直接并网运行，一般不安装蓄电设
备，因而会产生一定量的反向功率输入电网。因
此，在大量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情况下，无功补偿
和调节手段显得极为重要。

2 电力电子与集成通信技术的应用
智能电网还大量应用电力电子技术，作为其
快速、灵活的控制手段，以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
质量，例如高压直流输电（HVDC）、灵活交流输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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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柔性直流输电（VSC-HVDC）、定制
电力（Custom Power，CP）、智能高压设备等。这
些设备多数采取了一定措施，但仍是谐波源，因此
其谐波的影响及瞬态干扰仍需要特别关注。
智能电网的通信系统为了高效应用，必须在通
用标准的基础上实现全集成。一旦海量数据信息
通过电力线进行传输（如电力线载波），便成为谐
波源或间谐波源。因此，IEC 61000-2-2标准中给
出限值规定[8]，以保证信号的电磁兼容性。

3 用电智能化的挑战
低劣的电能质量会带来巨大损失。一个计算
中心失电2s就可能破坏几十h数据处理结果，造成
几十万美元的经济损失。1～2周期供电电压暂降，
半导体生产线就可能被破坏，导致几百万美元损
失。电力事故导致美国每年损失达1100亿～1600
亿美元。据2008年11月欧盟调查报告[10]显示，低劣
的电能质量（包括供电可靠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每年高达1500亿欧元以上。
电能质量敏感的负荷数量不断增加，而改善
电能质量的费用该由谁来支付，是电力企业还是用
户？这是一个目前有争论的问题。因此，优质电能
质量的费率结构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各相关电力
机构也应给予充分重视。
我们现在已有多种技术和设备能够将干净可
靠的电力送给用户[4]。比如：电能质量表计，系统
广域电能质量监测，各种储能设备，电子系统健康
状态监测，新的分布式电源（如燃料电池、微型燃
气轮机）为敏感负荷提供洁净电力等。当然这一切
需要设备制造商、电力公司、用户和标准机构之间
的支持与合作。
未来的智能电网将按需求等级收费，因而电能
质量的科学分级和合理评估又成了新的挑战。

4 结束语
大量分布式电源的接入，改变了传统电网的单
向供电模式，对电网电压水平的控制和调整带来
许多问题。大量新能源的利用，特别是风能和太阳
能等不稳定电源的接入，会引起供电电压的波动和
闪变；许多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会产生谐波和间
谐波；各种电力电子装置和“集成”通信技术等会
使电网中电磁环境更为复杂，出现新的技术问题
等，对此必须研究解决。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相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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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电能质量，即“按质论价”，解决一些特殊的
电能质量问题，如“孤岛”运行时电网的电压和频
率控制，防止故障时可能引发的铁磁谐振等新问
题都须研究解决。
与电能质量相关的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
决，则智能电网建设必定会受到影响。因此，电能
质量是建设智能电网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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