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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andle line faults in a DC grid,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method of active current-limiting control 

(ACLC) based on hybrid MMC. With this active control, 

breaking capacity requirement of DC circuit breaker (DCCB) 

wi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 and DC gird investment will be 

reduced. Firstly, independent controllability of AC/DC voltage 

of converter is studied. The ACLC control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To avoid overvoltage of capacitor on each arm 

during DC fault, a method of dynamically adjusting DC current 

thresholds is proposed. The ACLC optimization method, i.e., 

target predetermined control, is put forward. Impact of different 

controller delay time on the ACLC is analyzed. Transient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DC fault current are studied in a 

single converter system and in DC grid respectively. Finally, 

validity of the ACLC is verified. 

KEY WORDS: DC grid; Line fault; active converter; DCCB; 

active current-limiting control 

摘要：针对架空线柔性直流电网线路故障，提出了基于混合

型 MMC 的主动限流控制方法，从而降低对直流断路器开断

速度、开断容量以及吸收能量的要求，减少直流电网建设成

本、提高直流电网可利用率。该文首先研究了换流器的交/

直流电压解耦可控性，给出了主动限流控制器的控制架构。

为了解决直流故障穿越期间，桥臂电容电压可能会短时越限

的问题，提出了在内环直流电流控制器附加直流电流指令动

态限幅控制器的方案。提出了主动限流控制策略的一种优化

手段—电流目标预设控制，分析了不同控制器延时对主动限

流控制的影响。计及主动限流控制，研究了单换流器系统和

直流电网故障前后直流故障电流演变机理。最后，分别在单

换流器系统和直流电网系统中仿真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的

正确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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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柔性直流电网在大规模风电、光电的汇集、输

送和并网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1-3]，是美、欧和我国

都竞相研究的前沿热点方向。对于我国而言，由于

陆上风电和光电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需要，采用架空

线的柔性直流电网技术需求更为迫切[4-5]，如正在建

设的张北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6]和规划中的西部

可再生能源汇集柔性直流电网[8]，均采用了架空线

方式。与电缆线路相比，架空线发生短路故障的概

率大增。 

目前应对架空柔直电网线路故障的方法是采

用高速大开断容量直流断路器被动隔离故障。以张

北工程为例，一旦直流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必须依

靠直流断路器(DCCB)在 5-6 ms 内开断数倍于线路

额定电流的故障电流以隔离故障。然而，满足上述

要求的高速大开断容量 DCCB 的研制非常困难，无

论是混合式 DCCB[9-10]还是机械式 DCCB[11]，其有

效性和可靠性仍需通过实际工程考验。针对

500kV/3kA 等级柔性直流电网的 DCCB 应用，几乎

已达到了全控型器件(IGBT)的承受极限。如果全控

型器件参数没有较大的提升，更高开断容量的

DCCB 将不得不采用其他设备或其他开断原理[12]。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这些 DCCB 的功能和性能均能

满足要求，其成本都非常昂贵。以张北直流电网工

程为例，其中 DCCB 总成本几乎接近换流阀总成本

的三分之二[13]。由于直流电网中 DCCB 的用量很

多，使得直流电网的经济性差，难以推广应用。 

应对直流电网线路故障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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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备故障阻断能力的换流器[14]，比如由半桥子模

块(HBSM)和全桥子模块(FBSM)或者箝位双子模块

(CDSM)组合构成的混合型 MMC。一旦发生故障则

闭锁所有换流器[15-20]，阻断故障电流通路。由于换

流器闭锁期间，直流电网与外部电网处于隔离状

态，而且直流电网的重启动过程较为复杂，导致其

功率恢复时间相对较长，可能会导致交流系统失去

稳定性。 

因此，应对架空柔直电网线路故障迫切需要新

思路。文献[21-22]提出了一种可以使混合型 MMC

在单/双极直流接地/短路故障下维持不间断运行的

故障穿越控制策略。文献[23]通过引入直流故障状

态信号 Sdc：正常运行时，Sdc为 1；一旦检测到直流

故障，Sdc置 0，实现混合型 MMC 的故障穿越。该

方案在应对高阻故障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文

献[24]提出一种全桥MMC故障穿越控制保护策略。

在故障穿越期间，换流器处于可控状态，无需切断

交直流系统连接。文献[25]基于 LCC-MMC 混合直

流输电系统提出了混合式 MMC 直流故障穿越的优

化控制策略，即在系统检测到直流线路故障时，直

流电流指令值设置为 0。这种故障处理方式能够较

好地应对两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故障。对于

直流电网应用场合，特别是 MMC 站作为新能源电

力汇集站(比如张北工程中的张北换流站)时，故障

期间将直流电流指令设置为零会造成换流器功率

传输中断，可能会导致新能源脱网，降低直流电网

的利用率。并且当 MMC 站作为功率站长期运行时，

由于线路压降的影响，仅依靠直流电流控制器可能

会造成该站直流功率实际值与上层系统发送的功

率指令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实际上，对于桥臂由 HBSM 和 FBSM 构成的

混合型 MMC，可通过设计先进控制策略，达到主

动限制住直流短路电流的目的，辅以慢速小开断容

量的 DCCB 隔离故障，实现对直流故障的主动控制。 

1  混合型 MMC 基本运行原理及其控制 

1.1  混合型 MMC 拓扑及其交/直流电压解耦可控

性分析 

混合型 MMC 单相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其桥

臂分别包含 NF个全桥子模块和 NH个半桥子模块。 

为简化分析，在本文中取 NF=NH。R0、L0 分别

为桥臂等效电感和桥臂等效电阻。记混合型 MMC

交流输出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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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混合型 MMC 单相拓扑结构 

Fig. 1  Topology of single-phase active MMC 

式中：Mac为交流调制比，Udcn 为额定直流电压，θv

为 MMC 交流输出电压 U 相对于 PCC 点电压的相

位差。稳态运行时，忽略 R0、L0 两端的压降，则上、

下桥臂电压可以表示为： 

 
p dc

n dc

/ 2

/ 2

U U U

U U U

 

 
 (2) 

其中，桥臂输出电压 Up、Un 大小取决于桥臂子模

块的投切状态。Udc为直流电压瞬时值。 

假设某时刻上、下桥臂投入的子模块个数分别

为 Np 和 Nn，并且认为子模块电容均压算法良好，

所有桥臂子模块电容电压平均值记为 Uc_avg。忽略子

模块电容电压波动(电容电压波动一般小于 5%)，则

由(2)可以得到 Udc为： 

 dc p n c_avg( )U N N U   (3) 

由(3)可知，在 Uc_avg 保持一定时，可通过控制

(NpNn)来调节 Udc。定义变量 Mdc为直流调制比[25,26]。

定义变量 Uarmdc 为“桥臂内部子模块电容电压之和

的直流分量”，以下简称“桥臂电容电压”。Udc 进

一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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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Nsm 为不考虑冗余子模块时桥臂内子模块

数量，Uci_dc 为子模块电容电压直流分量。由式(4)

可知，当 Uarmdc 被控制在 Udcn 附近时，通过调节

Mdc便可使桥臂输出可变的直流电压 Udc。当混合型

MMC 桥臂中半桥和全桥子模块数量相等时，Mdc

的动态调节范围为[0.1,1][21,26]，因此桥臂电压 Up

或 Un 的直流分量输出范围为[0.1 Udcn，Udcn]。 

式(1)可进一步表示为 

 armdc
ac cos( )

2 v

U
U M t    (5) 

由式(5)可知，当 Uarmdc被控制在额定直流电压

Udcn 附近时，混合型 MMC 直流侧输出电压 Udc 由

Mdc 决定，而 Mdc 的动态调节范围取决于桥臂中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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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子模块和全桥子模块之间的数量配比。交流侧输

出电压 v 由 Mac决定。因此，式(4)(5)表征了混合型

MMC 的交、直流输出电压的解耦可控性。 

1.2  混合型 MMC 主动限流控制 

根据前文分析结论，混合型 MMC 交、直流输

出电压可以实现解耦控制。本文提出的主动限流控

制器如图 2 所示，其由极控制器和阀控制器两部分

构成。极控制器包括交流电流控制回路和直流电流

控制回路。 

交流电流控制回路中，外环控制的“桥臂电容 

 

图 2  主动限流控制 
Fig. 2  Active current-limiting control 

电压控制”用于维持总桥臂电容电压平均值为给定

值 Uarmdcref，反馈信号 Uarmdc为所有桥臂电容电压采

样值求取平均值后的直流分量，输出信号即为交流

电流内环控制器的有功电流指令 Idref。直流功率前

馈控制器输出分量 Idref1叠加到 Idref可以加快有功电

流控制器的响应速度，减小子模块电容暂态过电

压。内环交流电流矢量控制与半桥 MMC 基本一致。 

直流电流控制回路中，外环控制用于控制混合

型 MMC 直流功率/直流电压为给定值，其输出信号

为内环直流电流指令值，经过“桥臂电容电压动态

限幅”环节动态限幅后进入内环直流电流控制器，

进一步得到直流调制比 Mdc。直流电流参考信号亦

可直接设定，如图 2 中 Idcref_set 所示。在直流电网中，

功率站在稳态运行时采用直流功率控制模式。当检

测到线路故障时，该功率站经过一定的控制延时后

切换到直流电流直接控制。通过在内环直流电流控

制器中附加直流电压的前馈控制信号，直流电流控制

器可快速跟踪外部直流电压的变化从而迅速调整桥

臂输出的直流电压，降低直流故障时的直流过电流。 

阀控制器主要包含环流抑制和电容均压控制，

文献[26]已进行了相关研究，此处不再详述。 

1.3  直流故障期间直流电流目标预设控制 

1.3.1  直流电流目标控制曲线的选择 

与半桥型 MMC 不同，混合型 MMC 具有更高

的可控性，通过主动限流控制策略，可以限制住短

路电流的大小(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将短路电流限制

到接近于零)。针对基于混合型 MMC 构建的架空线

柔直电网，在线路故障发生后至故障被直流断路器

清除前这一时间段内，可以利用换流器的控制能力

实现对直流故障电流的主动限流控制，降低对

DCCB 开断速度和开断容量的要求。 

如图 3 所示，本文提出了一组可行的直流电流

目标预设控制曲线。基于不同的直流电流目标预设

控制曲线，故障期间换流器直流侧对外电路呈现出

不同的电流特性。在直流功率控制模式下，直流电

流参考值 Idcref 由直流功率指令 Pdcref 和直流电压标

幺值 Udcpu 计算得到。正常运行时，Idcref近似为额定

值 1.0 pu(pu 为标幺值)。 

当检测到直流故障时(图 3 中 t1 时刻)，图 2 中

的外环直流功率控制器经过检测延时后切换至直 

 
图 3  故障隔离期间直流电流目标预设控制曲线 

Fig. 3  Curve of target predetermined control of DC current 
during the fault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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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直流控制。通过直流电流控制器直接选择不同的

直流电流目标控制曲线。 

对于两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在发生线路短路

故障后，整个输电系统将失去直流功率输送能力，

因此故障后的电流目标控制曲线可以选择曲线 1。

通过直流电流控制器将直流故障电流主动限制在

0.1 pu 甚至为零，以便于使用隔离开关隔离故障。

同时，故障期间换流器可以运行于 STATCOM模式，

具备持续向交流系统提供无功支撑的能力。 

对于直流电网，在线路短路故障期间，为了使

整个直流电网与外部交流系统仍然保持连通状态，

增加直流电网的可利用率，电流目标控制曲线宜选

择曲线 2 或者 3。此时，所有换流器在故障期间都

保持运行状态，非故障线路持续输送部分或者全部

有功功率，减小交流系统失去稳定性的风险。特别

是在大规模风电场经直流外送的应用场景下，直流

线路故障期间，直流电网保持部分功率传输避免了

大规模切机的发生。当换流器工作在预设曲线 2 或

3 时，一旦故障线路被隔离，直流电网还能快速恢

复到新的稳态。选择曲线 3 有利于缩短暂态过程，

促使系统更快的达到新稳态。对于新能源电力汇集

应用场景,当发生高阻接地故障时，受限于换流器交

流侧新能源电源的功率输出能力，故障后电流指令

宜选择预设曲线 2。图 3 中曲线 1 和曲线 3 的斜率

并无特殊要求，甚至可以为阶跃变化。为了加快故

障清除过程，曲线 1 和 3 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

故障前的初始值(1.0 pu)达到故障后的目标稳态值，

以减小电流暂态调节过程。 

当 DCCB 成功开断后(图 3 中 t2 时刻)，曲线 3

的指令值恢复至额定值 1.0 pu。故障线路两端换流

器恢复额定运行。 

1.3.2  直流电流指令动态限幅控制 

当混合型 MMC 外部直流线路发生短路故障

时，可能会因为控制环路的延时，使得 Uarmdc 在短

时间内越限。为解决此问题，本文提出了如图 4 所

示的直流电流指令动态限幅控制器。 

直流电流指令动态限幅器对“桥臂电容电压”

控制器的跟踪误差∆Uarmpu(UarmdcrefUarmdc)进行动态

监测，如果∆Urmpu 超出设定的上、下限范围时，则

动态改变直流电流参考值的限幅范围，通过维持

交、直流侧功率的平衡，保证∆Uarmpu 在动态过程中

不超出限幅值。正常情况下，∆Uarmpu 不越限，此时

上限幅器向上饱和，输出 Idclim (Idclim一般取 1.2 pu)；

下限幅器向下饱和，输出Idclim。直流电流直接受直

流外环控制器输出的直流电流指令 Idcref 控制。当 

 
图 4  桥臂电容电压限幅控制 

Fig. 4  Limiting control of voltage for arm bridge capacitor 

∆Uarmpu 越下限时，则相应的下限幅器动作，输出

Idclim，通过增大直流侧输出功率维持桥臂有功功率

平衡，抑制 Uarmdc的上升。∆Uarmpu 越上限时，则相

应的上限幅器动作，输出Idclim，抑制 Uarmdc的下降。

当外部直流电压反向时，通过符号运算 sign 将误差

值反向，以保证电流限制方向的正确。 

1.4  控制器延时对主动限流控制的影响 

根据柔性直流一次设备的当前研制进展，电压

/电流传感器的延时一般为 60~90 μs，测量装置的采

样频率一般为 40~50 kHz，MMC 换流阀阀控系统控

制周期一般为 10~20 kHz。因此，从故障发生到阀

控系统发出相应的控制脉冲整个过程延时为

180~315 μs[24]。在系统延时期间，控制器无法对外

部故障信号做出新的反馈动作。图 5 给出了直流故

障期间控制器延时分别为 0、180、315 μs 时直流电

流指令值和实际值。仿真系统拓扑结构以及参数详

见图 9 和表 1。故障后的直流电流控制器目标预设

曲线选择图 3 中的曲线 1。 

图 5(a)为故障前后直流电流指令值 Idcref。故障 

 
图 5  不同延时条件下直流电流指令值与实际值 

Fig. 5  Instruction value and actual value of DC current 
with different dela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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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Idcref等于 1.0 pu。在 2 s时刻发生短路故障后，Idcref

以 2 pu/s 的斜率下降，2.5 s 时刻减小为 0。 

图 5(b)为直流电流实际值。可以看出不同延时

工况下的直流电流响应曲线 idc_0、idc_180、idc_315 基

本重合，控制器延时对故障期间直流电流响应特性

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故障期间，直流系统故障回

路内等值物理参数(主要包含桥臂电抗器，平波电抗

器，直流线路等值阻抗，接地点故障电阻等)、直流

电流控制器 PI 参数和控制回路延时等因素都将影

响直流电流的过电流幅值。 

2  计及主动限流控制器时故障电流演变机理 

2.1  单换流器系统故障电流演变机理分析 

故障期间单换流器系统直流侧等效电路如图 6

所示。图 6 中 Udc 为 MMC 直流侧母线电压。Udc2

为外部直流系统电压，Ldc为线路等效限流电感。与

半桥 MMC 不同的是，混合型 MMC 直流电压 Udc

具有较宽范围的主动调节能力，能够自适应外部电

压变化或者将直流电压 Udc 控制为任意需要的值。

比如，当桥臂内半桥和全桥子模块配置比例为 1:1

时，Udc可以在(0.1 pu, 1.0 pu)之间调节。 

 
图 6  单换流器系统等效电路 

Fig. 6  Equivalent circuit of single converter system 

线路短路故障发生后，直流故障电流快速上

升，故障点直流电压迅速跌落。直流电压前馈控制

器感知到外部直流电压跌落后，迅速减小前馈输

出，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降低直流调制比 Mdc，减

小桥臂投入的子模块数量。同时，结合直流电流控

制器的调节作用，混合型 MMC 桥臂输出电压的直

流分量迅速降低以自适应外部直流电压 Udc2，从而

限制直流短路电流的持续增长，将直流电流控制在

目标值附近。 

图 7 为计及主动限流控制时单换流器系统直流

电流特征曲线。故障前，直流电流为额定值 1.0 pu。

t1 时刻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在∆t1 时间段内，直流输

出电压 Udc 因自适应外部直流电压 Udc2 而逐渐下

降。但由于直流故障回路等效阻抗较小，直流故障

电流迅速增大。在∆t1 期间，故障电流的演变规律主

要由此期间的直流系统物理参数以及等值电路决定。 

在 t2 时刻，Udc 等于 Udc2，直流故障电流停止

上升。在∆t2 期间，由于主动限流控制器的作用，故 

 
图 7  单换流器系统故障线路直流电流特征曲线 

Fig. 7  Curve of DC current of faulty line in single converter 

障电流将跟实时跟踪预先设定的目标控制曲线，因

此在∆t2 时间段内直流电流响应特性将与直流电流

目标控制曲线的选择强相关。对于两端柔性直流输

电系统，由于故障后整个系统失去了有功功率输送

能力，可以直接将直流电流控制为较小值(即图 3 中

的曲线 1)，以便于采用隔离开关来隔离线路故障。 

在 t3 时刻，隔离开关分闸，故障电流被开断，

线路故障被隔离。 

2.2  直流电网故障电流演变机理分析 

与两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不同的是，直流电网

的功率输送容量一般较大。为降低直流电网故障对

交流系统稳定性以及直流电网内部直流断路器过

载能力的影响，故障期间故障线路两端的功率站直

流电流指令推荐维持故障前的水平，即图 3 中的曲

线 2。图 8 所示为直流电网故障线路电流特征曲线。

与图 7 类似，依据故障电流演变过程，故障期间直

流电流的动态过程同样包含两个典型的时间段，即

直流电压调整期，直流电流恢复期。 

在直流电压调整期∆t1 时间段内，其故障电流演

变过程与单换流器系统类似，此处不再赘述。需要

指出的是，由于直流电网内部包含大量的换流器，

故障期间数量庞大的子模块电容将对故障点放电，

导致∆t1 时间段内直流电网峰值故障电流也将会大

于单换流器系统。另一方面，直流电网中的大量感

性和阻性元件使得其阻尼远大于单换流器直流系

统，因此直流电网中∆t1的持续时间远大于后者。 

在∆t2 时间段内，故障电流在主动限流控制器的 

换流器

闭锁阈值 主动限流控制

1.0 pu
时间

DCCB
开断容量

∆t1 ∆t2

t1 t2 t30

直流电压

调整期
直流电流

恢复期

t4

额定电流

 
图 8  直流电网故障线路直流电流曲线 

Fig. 8  Curve of DC current of faulty line in DC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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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逐渐降低。t3 时刻，DCCB 成功开断，故障

电流开始快速衰减为零。 

3  主动限流控制性能验证仿真验证 

为验证主动限流控制器性能，搭建了如图 9 所

示的单极性换流器测试系统。换流器采用前文所述

的混合型 MMC 拓扑结构，单个桥臂中包含 95 个

HBSM 和 95 个 FBSM。架空线长度 103 km，使用

PSCAD 自带的频域相量模型(frequency dependent 

model)。仿真系统参数详见表 1。稳态运行时，混

合型 MMC 向直流侧电源 Udc2 输送 1.5 GW 直流功

率。在 2 s 时刻，距离 MMC 直流母线 103 km 处发

生永久性双极金属性短路故障，故障电阻 0.1 Ω。 

 
图 9  单换流器测试系统 

Fig. 9  Test system based on single converter 

表 1  单换流器测试系统仿真参数 
Tab. 1  Parameters for simulation of single converter 

参数 额定值 

混合型 MMC 额定容量 1.5 GW 

额定直流电压(Udcn) 500 kV 

交流系统额定电压 230 kV 

短路比(SCR) 4.0 

联结变压器变比 230 kV/290 kV 

桥臂电感 L 50 mH  

子模块电容值 15 mF 

控制器延时 315 μs 

图 10(a)所示为故障前后直流电流指令值 Idcref

与实际值 Idcpu。2 s 时刻发生极对极短路故障，极控

制器检测到直流电压异常跌落到 0.7 pu 以下时，经

过 315 μs 控制延时，直流外环由直流功率控制模式

切换到直接电流控制模式。经过 0.5 s，Idcref由 1.0 pu

减小到 0。可以看出，Idcpu 能够较好的跟踪目标控

制曲线 Idcref，限流控制期间直流过电流小于 25%。 

图 10(b)所示为换流器直流母线端口输出电压

Udcpu 和直流调制比 Mdc。MMC 感知到线路故障发

生后，直流电流内环 PI 控制器快速调整输出值，同

时直流电压前馈控制器减小前馈输出，进一步减小

直流调制比 Mdc。通过调整桥臂投入的子模块数量，

使得 Udcpu 能够自适应外部故障线路电压，避免直

流故障电流的进一步增大。 

图 10(c)为 A 相上、下桥臂电流。直流侧短路

后，直流侧输出功率降为零。为了维持桥臂功率的

平衡，防止子模块电容过电压，交流电流控制器将

减小有功电流指令，从而降低 MMC 从交流系统吸

收的有功功率，因此桥臂电流基频分量迅速衰减为

零。同时，桥臂电流直流分量也随着直流电流的降

低而逐渐减小。图 10(c)表明故障前后桥臂电流几乎

无明显过电流。 

 
图 10  单换流器测试响应特性 

Fig. 10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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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d)为直流电流指令动态限幅器响应特性。 

故障前∆Uarmpu 不越限，上、下限幅控制器 Idclim_H

和 Idclim_L分别输出限幅值 1.2 pu 和1.2 pu，直流电

流指令值由直流外环功率控制器输出决定。短路故

障发生后，直流侧平波电抗器暂态能量向换流器转

移。同时，由于 MMC 直流侧功率输送路径中断，

交流系统注入 MMC 的有功功率全部被桥臂吸收，

过量的有功功率对子模块电容充电，造成 Uarmdc 快

速上升，使得控制器的跟踪误差∆Uarmpu 短时间内越

下限值0.05。可以看到，下限幅控制器动作，Idclim_L

输出1.2 pu，促使直流电流指令值 Idcref增大到1.2 pu。

同时直流功率 Pdcpu 增大，释放桥臂内部电容的过量

储能，降低桥臂电容电压。一旦∆Uarmpu 恢复至允许

的变化区间0.05 以内，上、下限幅控制器 Idclim_H

和 Idclim_L重新分别处于向上和向下饱和状态。 

图10(e)为MMC换流器注入交流系统的有功功

率和无功功率。故障前，MMC 注入交流系统的有

功率和无功功率分别为1500 MW 和 0 Mvar(MMC

运行于整流模式，实际上从交流系统吸收 1500 MW

有功功率)。在 2 s 时刻故障发生后，由于直流侧功

率输送路径中断，MMC 从交流系统吸收的有功功

率快速下降以防止 MMC 内部子模块电容产生较大

过电压。同时，直流故障期间 MMC 向交流系统注

入 1500 Mvar 无功功率，以维持交流系统交流电压

质量。 

4  主动限流控制在直流电网中的应用 

4.1  主动限流控制在直流电网中的可行性验证 

为验证主动限流控制在直流电网中的可行性，

搭建了如图 11 所示的单极性直流电网测试系统。

换流器全部采用混合型 MMC 拓扑结构，单个桥臂

中包含 95 个 HBSM 和 95 个 FBSM。换流器主回路

参数详见表 2。架空线长度分别为 50 km，206 km，

187 km，205 km。线路等效直流电阻为 0.0011 Ω/km。

安装在极线上的限流电抗器以及接地电抗器 Ldc1 大

小为 150 mH，安装在金属回线上限流电抗器 Ldc2

大小为 300 mH。线路故障检测算法采用文献[30-31]

所提出的电压微分检测算法。 

 
图 11  直流电网测试系统 

Fig. 11  Test system of DC grid 

表 2  换流器主回路参数 
Tab. 2  Main circuit parameters of converter 

换流器 

额定 

容量/ 

MW 

额定直

流电压/ 

kV 

交流系统

额定电压/

kV 

联结 

变变 

比/kV 

联结 

变漏 

抗/pu 

桥臂

电感/

mH

子模块

电容值/

mF

MMC1 750 500 230 230/290 0.15 75 10 

MMC2 1500 500 230 230/290 0.15 40 15 

MMC3 1500 500 525 525/290 0.15 40 15 

MMC4 750 500 525 525/290 0.15 75 10 

直流电网初始运行时，换流站MMC1和MMC2 

共汇集 1875 MW 的有功功率，MMC3 和 MMC4 下

网功率分别为 1500 MW 和 375 MW。MMC3 作为

直流电压站维持直流电网电压，其余 3 个站均为功

率站，控制直流电网与交流电网之间的功率交换。

在 2 s 时刻，距离 MMC2 直流母线 103 km 处发生

永久性双极金属性短路故障。故障检测时间设置为

2 ms，DCCB 开断时间设置为 8 ms。 

图 12 所示为预设曲线选择曲线 3 时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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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直流电网动态响应特性。系统检测到故障后，

向直流断路器 CB23P 和 CB32P 发送开断指令。换

流站 MMC2 经过 315 μs 的控制延时从直流功率控

制模式切换到直接直流电流控制模式。为了减小对

交流系统的扰动，故障后 MMC2 的直流电流目标

控制曲线采用图 3 中的曲线 2，即维持故障前直流

电流大小。MMC3 继续保持直流电压控制模式。非

故障线路两端的换流站 MMC1 和 MMC4 继续保持

直流功率控制模式。 

图 12(a)为换流器直流侧母线处极对极电压。故

障期间，由于故障点的存在使得直流电压不可避免

的逐渐跌落。直流电流内环中直流电压前馈控制器

的存在使得 MMC 直流输出电压可以快速跟踪外部

直流电压的变化，减小故障期间的直流过电流。由

于本文中故障清除时间 (包含故障检测时间和

DCCB 开断时间)长达 10 ms，导致故障期间直流电

网电压会大幅度跌落至接近于零。在直流故障被隔

离后，直流电压在直流电压站 MMC3 的控制下逐

渐恢复。 

图 12(b)表明，由于主动限流控制的作用，运行

于整流模式的功率站 MMC2 直流侧故障电流 Idc2pu

幅值仅仅为 1.1 pu 左右，而故障期间运行于逆变模

式的电压站 MMC3 直流侧电流 Idc3pu反向增大，故

障清除后经过 40 ms 逐渐恢复至额定值 1.0 pu。由

流电压调整期保持时间稍大于 MMC2，导致故障期

于 MMC1 距离故障点的电气距离较远，因此其直

间 Idc1pu 幅值达到 1.9 pu。从图 12(b)还可以看出，

故障期间整流站要承受比逆变站更加严苛的故障

电流。 

图 12(c)所示为故障前后换流器直流功率动态

特性。由于直流电压的跌落，导致故障期间直流功

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在故障被清除后，整个直流

电网的直流功率在 100 ms 左右快速恢复至故障前

水平。对于小型直流电网，持续 100 ms 左右的直流

功率中断不会影响其外部交流电网稳定性[4,27]。 

图 12(d)、(e)分别为 MMC3、MMC1 上桥臂电

流。故障期间桥臂无明显过电流，MMC 不会因过

电流而闭锁。 

图 12(f)为故障线路直流电流特性。故障发生后

10 ms，DCCB 成功开断，故障线路电流 Idc23P和 Idc32P

开始快速衰减至零。由于主动限流控制器的限流作

用，故障期间 Idc23P的峰值为 4.5 kA(2 倍额定电流)。

注意到，在 DCCB 开断时刻 Idc23P 电流已处于下降

过程，相应的 DCCB 开断电流值为 4 kA。另一方

面，故障期间直流系统内部感性元件储能也得到有 

 
图 12  选择曲线 2 时直流电网动态响应特性 

Fig. 12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DC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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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抑制。可以看出，主动限流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小

DCCB 的开断容量以及对避雷器的能量耗散需求，

极大的降低 DCCB 制造成本与难度。 

4.2  不同目标预设曲线的可行性验证 

图 13 所示为预设曲线选择曲线 3 时直流电网

响应特性。故障期间曲线3直流电流指令值 Idc2ref_curve3

为 1.2 pu，一旦 DCCB 成功开断，Idc2ref_curve3 恢复故

障前水平 0.83 pu。故障期间曲线 2 直流电流指令值

Idc2ref_curve2保持故障前水平 0.83 pu。仿真系统参数

设置与 4.1 节一致。 

 
图 13  选择曲线 3 时直流电网动态响应特性 

Fig. 13  Response of DC grid when curve 3 is selected 

图 13(a)为 MMC2 直流电流预设曲线分别选择

曲线 2 和 3 时 MMC2 直流母线电流指令值与实际

值。可以看出，预设曲线选择曲线 3 时对应的故障

电流 Idc2_curve3 峰值达到 1.5 pu，大于选择曲线 2 时

对应的直流电流 Idc2_curve2 峰值(1.1 pu)。 

对比图 12(e)和图 13(b)可知，由于在 DCCB 开

断时刻，故障线路直流电流 Idc23P和 Idc32P在主动限

流控制器的作用下已经处于电流恢复期，因此两种

预设曲线对 DCCB 开断容量影响不大。 

从图 13(c)可看出，直流电网功率经过 70 ms

恢复至故障前水平。对比图 12(c)和图 13(c)可知，

预设曲线选择曲线 3 对加速直流电网功率恢复有一

定的优势。 

5  结论 

1）换流器之于直流电网，就如同发电机之于

交流电网，充分利用换流器的可控性，是提高直

流电网运行特性的关键。本文充分利用主动换流

器强大的控制能力，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应对架空

柔直电网线路故障的主动限流控制方法，并给出

了一种主动限流控制的优化手段电流目标预设控

制曲线。 

2）直流故障发生后，主动限流控制器首先主

动调节换流器直流侧端口输出电压以自适应外部

直流电压的变化，从而限制故障电流的上升。然后

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控制曲线将直流电流控制为

所需要的值。最后通过慢速小容量的 DCCB 彻底开

断故障电流，以隔离直流故障。故障期间，混合型

换流器可以持续向交流系统提供无功支撑。在故障

被隔离后，整个直流电网的直流功率可以在

70~100 ms 左右快速恢复至故障前水平。 

3）分析表明控制器延时对主动限流控制的影

响基本可以忽略。 

4）针对单换流器系统和直流电网不同应用场

景，论文定性分析了故障前后直流电流的演变机

理，最后通过仿真验证了前文理论文分析的正确性

以及所提出的主动限流控制器的有效性。 

5）分析和仿真结果同时表明，主动限流控制

极大地降低了对 DCCB 开断速度和开断容量的要

求，从而大幅降低 DCCB 的技术难度和制造成本。 

6）本文研究可以为架空柔直电网线路故障应

对提供参考，下一步工作将详细研究主动限流控制

对 DCCB 的开断时间和开断容量的要求以及换流

器主动限流控制与 DCCB 的协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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