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应用现状与研究展望

胡明1，刘淑军2，杨建军3，谢书鸿4，张洪亮1，闫志雨1

(1.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　226010；2.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3.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1122；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　226010)

 
 

摘　要：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已成为远距离、大容量输电线路建设的主要装备之一，现阶段广泛应用的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以交联聚乙烯 (XLPE) 绝缘为主。针对 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研发和应用中的绝缘空间

电荷特性、副产物脱气等主要问题进行全面综述，指出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下，超纯净体系 XLPE 绝缘材料

是目前用来缓解空间电荷问题和实现电缆批量化生产更为可行的技术方案，对于副产物脱气问题的研究需

结合小样测试结果，向长距离批量化电缆生产的脱气工艺控制进行扩展。结合现有国内外已投运和正在规

划的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典型工程，指出未来应侧重于在提高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水平的基础上，使挤包

绝缘直流电缆向更高电压等级发展，并同时通过提高电缆最高允许运行温度实现更大的传输容量。此外，

从提高生产效率和利于回收利用的角度考虑，可加强热塑性绝缘材料在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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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在材料研

究、加工工艺和工程应用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

展，特别在不利于开展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建设的

海洋输电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的绝缘类型为交联聚

乙烯（XLPE），此外将聚丙烯（PP）等热塑性材

料应用于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的研究也取得了

显著成果 [1-6]。目前国际上已有投入运行的最高电

压等级 XLPE 绝缘直流电缆为±400 kV，通过型式

试验验证的最高电压等级为±640 kV，与油纸绝缘

形式电缆的最高电压等级水平相近。

由于 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在直流电场作

用下存在显著的空间电荷积累效应，暂时无法满

足其在极性反转下的应用需要，因此目前国际上

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的研究和工程应用主要

集中于依托电压源换流器（VSC）技术的柔性直

流 输 电 领 域 ， 同 时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限 制 了

XLPE 绝缘直流电缆向更高电压等级的发展。此

外，有学者研究发现，XLPE 绝缘电缆特有的交

联副产物残留在绝缘中，会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解

离进一步加剧空间电荷积累 [7-9]。

本文在总结前人针对 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

缆中典型的空间电荷特性研究情况基础上，重点

讨论对 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缆批量化生产有严

重影响的交联副产物的检测、分析及其对空间电

荷的影响，列举国内外典型 XLPE 绝缘高压直流

电缆工程建设情况，并总结批量化生产中交联副

产物的解决方式和改良方向。此外，着重讨论未

来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的发展方向和须解决的

主要问题。 

1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空间电荷及交联副

产物研究进展
 

1.1    空间电荷抑制方法及测试方法

直流电缆运行过程中由于载流子受陷等作用

会产生空间电荷，在外加电场和绝缘温差的耦合

作用下会造成绝缘内电场分布畸变，有可能引发

绝缘老化甚至击穿 [10-12]，目前在此领域的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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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寻找方法有效抑制空间电荷积累为目的，

并建立准确可靠的绝缘内空间电荷测试方法。 

1.1.1    空间电荷抑制方法研究进展

现阶段国际上大范围应用的 XLPE 直流电缆

材料主要来源于北欧化工，目前其对外公布可最

高满足±525 kV 等级直流电缆使用 [13]，已有多家

企业基于北欧化工的 XLPE 材料通过了±525 kV 的

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验证。北欧化工采用的技

术路线为超纯净体系，主要通过降低基体材料中

添加的交联剂、抗氧剂等提高材料纯净度，从而

减少因极性基团造成的电荷受陷。

除北欧化工的超纯净路线外，针对抑制空间

电荷的方法国内外也从不同方向开展了大量研

究，主要目的同样为通过改变 XLPE 内陷阱结构

调控空间电荷分布，目前采用较多的改性方式包

括接枝、共聚和纳米粒子掺杂。

文献 [14] 通过在聚乙烯中添加不同比例的马

来 酸 酐 调 控 空 间 电 荷 ， 当 马 来 酸 酐 比 例 达 到

0.2% 时，可起到较明显的捕获载流子的作用，降

低了异极性空间电荷积累。文献 [15] 采用丙烯酸

单体与聚乙烯进行接枝，由于接枝聚合物中羰基

的存在，增加了电荷的入陷率，减弱了空间电荷

的积累效果。

文献 [16] 对比了纯聚乙烯与通过不同比例的

氯化聚乙烯共混后的空间电荷特性，在采用针尖

平板电极系统对不同样品在 30.8 kV/mm下进行 60 min
的加压并短路后，纯聚乙烯内仍保留大量空间电

荷，掺杂 1% 和 5% 氯化聚乙烯的聚乙烯内部空间

电荷均在短路后基本消失，试样中的电场分布波

动小于 10%，同时试样正负直流预压短路树枝的

起始电压分别提高了 26.8%和 36.3%。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通过接枝或共聚方式改性

聚乙烯基体材料获得更优的空间电荷特性存在一

定的理论支持，但是从绝缘基体材料的批量化加

工角度出发，自 2000 年以来，国内外关于聚乙烯

本体材料改性的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纳米粒子掺

杂路线上 [17]。

纳米级别的无机粒子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均匀分散到高分子聚合物中会对基体材料的性能

产生明显影响。文献 [18] 提出纳米复合材料对比

非掺杂材料体现出了更优的空间电荷抑制能力。

文献 [19] 利用 ZnO 纳米颗粒制备了质量分数

10% 的掺杂 LDPE 复合材料，空间电荷测试结果

显示掺杂后电极处的同极性空间电荷积累情况对

比纯 LDPE 有明显降低，但同时可观察到由于

ZnO 电离产生的异极性空间电荷。此外改用

SiO 掺杂 LDPE 后可较好改善电极界面处空间电荷

的注入，同时有效抑制内部空间电荷 [20]。

文献 [21] 开展了 SiO 掺杂 XLPE 复合材料空间

电荷的研究，结果表明掺杂后明显改善了内部空

间电荷积聚情况，电场分布更为均匀。文献 [22]
将不同比例的纳米 MgO 颗粒掺杂到 XLPE 中，当

掺杂含量小于 2%时，可发现XLPE中注入的电荷量

明显小于纯 XLPE，空间电荷积累的阈值电场提高。

综上，目前在以材料批量化生产为目的开展

空间电荷调控的主要方式为超纯净路线和纳米掺

杂路线。超纯净绝缘料路线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

由于绝缘内引入杂质产生的陷阱结构，一定程度

改良空间电荷积累，此外超净路线更利于绝缘材

料长时间的熔融挤出加工，这对于高压直流电缆

在海洋输电领域的应用至关重要。相反，尽管纳

米掺杂后 XLPE 表现出了更好的空间电荷抑制作

用，但是无机纳米粉料直接掺杂后的分散性较

差，在长时间绝缘挤出过程中存在过滤系统压力

过大的问题，限制了纳米掺杂 XLPE 在实际工程

中的批量应用。针对该问题，溶胶凝胶法在制备

分散性更好的纳米粒子体系复合材料方面有较好

效果，实验室条件下可实现纳米尺寸级别的无机

粒子制备 [23]，从溶剂选择、制备条件等方面开展

针对性研究后有望用于分散性更好的纳米改性绝

缘材料批量化生产中。 

1.1.2    空间电荷测试方法研究进展

在明确了空间电荷特性对挤包绝缘高压直流

电缆长期运行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后，确定一种准

确可靠的空间电荷测试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常用的电介质材料空间电荷测试方法包括电

声脉冲法（PEA）、压力波法和热脉冲法等。其

中，PEA 近年来在国内外的固体绝缘高压直流电

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传统的方式是基于

绝缘材料压片或者从绝缘线芯上切片得到平板片

状样品进行测试，此方法便于制样，对测试环境

和设备要求较低，但多个研究结果均发现基于平

板测试得到的结果与同轴结构的直流电缆存在一

定偏差 [24]，无法准确反映成品电缆的空间电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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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国内外已有多家单位开展了全尺寸电

缆空间电荷测试研究，以得到更为准确的测试结果。

文献 [25] 基于 PEA 原理开发了全尺寸电缆空

间电荷测试装置，通过串联限流保护电阻将直流

高压施加到电缆导体（即内电极），采用隔直耦

合电容将高压电脉冲直接施加在电缆导体（即外

电极）上，同时实现直流高压和脉冲源的隔离，

测试过程如图 1所示。
 

  

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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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直流源

限流电阻

隔直电容

高压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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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层

导体

吸收层
传感器

示波器

放大器

绝缘等效电容

 
图  1   全尺寸电缆空间电荷测试系统示意

Fig. 1    Space charg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full-
size cables

 
 

基于上述全尺寸空间电荷测试系统，已完成

绝缘厚度为 30.0 mm 的额定电压±500 kV XLPE 绝

缘直流电缆真型电缆测试。

文献 [26] 基于 PEA 全尺寸空间电荷测试方法

搭建了可用于模拟直流电缆真实运行情况的空间

电荷在线监测系统，用于电缆全工况运行考核评

价，该系统通过升流器控制直流电缆线芯温度，

同时利用水循环系统控制电缆外护套温度，以实

现控制电缆导体温度和绝缘层内外温度梯度。

全尺寸空间电荷测试方法对比原有针对样品

的测试方法可以更好地在同轴结构下了解高压直

流电缆三层绝缘结构和真实的工业加工状态下绝

缘的空间电荷特性。结合高压直流电缆发展趋

势，在充分总结数据和拟定操作标准后，本文认

为未来可考虑在高压直流电缆的产品出厂试验及

竣工试验过程中引入空间电荷测试，如针对采用

工厂接头连接的长距离高压直流海底电缆，对工

厂接头采用合适的试验方法考核其绝缘层恢复界

面及绝缘层与半导电屏蔽层恢复界面的空间电荷

积累是否异常，可以为产品服役后的长期运行寿

命提供侧面参考。 

1.2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交联副产物测试方法

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在工业化生产中通常

采用过氧化物交联方式完成 LDPE 分子的交联反

应，常用交联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DCP）。但

是在 DCP 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小分子副产物，

如甲烷、α-甲基苯乙烯、枯基醇和苯乙酮等。滞

留在绝缘中的上述副产物在电场作用下会发生解

离，转变为带电粒子，被绝缘中的陷阱等捕捉后

会形成空间电荷积累，造成局部电场畸变，甚至

导致绝缘击穿 [27-31]。因此工业中完成绝缘挤出后

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对绝缘线芯进行一定时间的加

热，以促进副产物脱除，此过程称为脱气，但是

目前对脱气的工艺和检测尚无统一的推荐方法。

文献 [32] 利用红外光谱法分别对未经脱气处

理和在 70 ℃ 脱气 6 天后的 XLPE 绝缘电缆进行测

试，在谱图中可分别观察到 α-甲基苯乙烯、枯基

醇和苯乙酮的特征官能团，并根据吸收峰的面积

识别各副产物在绝缘中的含量。通过分析谱图结

果得出在脱气过程中 α-甲基苯乙烯和苯乙酮脱除

相对容易，绝缘中的残余量较少。此外，在此过

程中绝缘厚度造成了副产物在绝缘不同位置脱出

效果不均匀。

文献 [33] 基于称重法对 XLPE 电缆绝缘层径

向内、中、外不同位置进行了取样测试，在 65 ℃、

70 ℃ 和 75 ℃ 的条件下对样品进行了 240 h 的加

热，每 24 h 取出进行称重。试验结束后发现对比

加热前样品的失重率近似为 1%，且内、中、外层

的样品最终失重率基本相同，相同时间下 75 ℃
下处理的样品失重率最高，65 ℃ 下失重率最小。

基于红外光谱和称重法均可得出绝缘中副产

物含量随脱气时间的变化趋势，可为工业化生产

提供一定的参照。但是为了得出不同副产物含量

分布及随脱气时间变化的规律，需要更为准确的

测试方法，目前基于气相色谱法研究绝缘副产物

脱气规律被视为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文献 [34] 利用气相色谱和质谱联合的方法对

不同脱气时间下的直流电缆取样样品进行测试，

将得到的气相色谱-质谱测试峰面积积分 1 得到不

同脱气时间下 α-甲基苯乙烯、苯甲醇和苯乙酮

3种副产物残余量的无量纲数据，如图 2所示。

目前对于高压直流电缆交联副产物的系统研

究较少，对比之下本文认为气相色谱-质谱法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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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副产物残余量和变化规律的过程中更为准确。

但是将针对小样的测试结果转化为可指导工业生

产中大长度电缆批量生产的难度较大。因此在明

确不同种类副产物及其含量对绝缘品质的影响

后，可以尝试结合分子动力学理论建立可模拟副

产物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在绝缘线芯中沿不同方向

迁移的理论模型，对未来长距离 XLPE 高压直流

电缆的工业化生产有重要实践作用。 

2    国内外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典型工

程及研究进展

现阶段商业应用的挤包绝缘类高压直流电缆

仍以 XLPE绝缘为主，国际上首次将 XLPE绝缘直

流电缆投入商用的时间为 1999 年，是由瑞典

ABB 公司在哥特兰岛建设完成的±80 kV 直流电缆

线路 [35]。在此后的十几年内欧洲逐渐将挤包绝缘

直流电缆电压等级提升至±320 kV，并实现大量的

商业化应用。中国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研究较

晚，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完成

了±160 kV、±200 kV 和±320 kV3 个电压等级的电

缆商业化应用 [36]。日本和韩国前期挤包绝缘高压

直流电缆的研究方向以纳米掺杂体系为主，2012
年日本 J-Power基于纳米掺杂 XLPE完成了±250 kV
直流电缆的研制和应用，在纳米掺杂体系材料

批量化生产受限后，已逐渐向超纯净路线转

化 [37-38]。 

2.1    南方电网南澳±160 kV 直流海缆工程

南方电网南澳±160 kV 直流输电工程依托于国

家“十二五”期间立项的 863 计划项目“大型风

电场柔性直流输电接入技术研究与开发示范工

程”，以 20.6 km 架空线、10.6 km 直流海底电力

电缆和 9.5 km 直流陆地电力电缆混合连接南澳岛

塑城、金牛和青澳 3 个换流站，于 2013 年建设完

成，该项目路由如图 3所示。
 

  

现有 220 kV

塑城站

现有塑城
换流站

现有金牛
换流站 现有青澳

换流站

现有110 kV

青澳站现有110 kV

金牛站

 
图  3   南澳工程路由

Fig. 3    Route map of Nan’ao Project
 
 

南澳工程直流线路最大输送容量为 200 MW，

直流海缆和直流陆缆导体均为设计截面 500 mm2

的铜导体。直流海缆结构选型为交联聚乙烯绝缘

铅套粗圆钢丝聚丙烯纤维外被，同时复合光纤单

元，型号为 DC-HYJQ41-F-160kV 1×500+2×16B1+
2×2A1b；直流陆缆选用国内常规的皱纹铝套结

构，绝缘结构与直流海缆相同。项目产品绝缘结

构中 XLPE 绝缘材料和半导电屏蔽材料均选自北

欧化工，该工程选用直流海缆结构示意如图 4 所

示。±160 kV直流海缆关键性能参数如表 1所示。

南澳工程验证了中国在高压直流电缆及附件

的自主设计和批量制造能力，为世界首次同时采

用架空线、直流海缆和直流陆缆进行换流站三端

互联，项目的线路建设和系统控制对后续研究具

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2.2    国家电网舟山±200 kV 直流海缆工程

2014 年舟山±200 kV 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由国家电网公司主持建设，将舟山本岛与泗礁、

洋山、衢山、岱山等岛屿通过直流海缆实现电力

互联，该项目的路由如图 5所示。

该工程为现阶段中国已投入运行的长度最长

的直流海缆工程，选用直流海缆结构及主绝缘材

料均与南澳项目相同。舟山工程主线路输送容量

为 400 MW，选取铜导体截面为 1 000 mm2，±20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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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脱气时间下绝缘中副产物残余量

Fig. 2    Residual quantity of byproducts in insulation
samples after degassed for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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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mm2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如表 2所示。

舟山工程±200 kV 直流陆缆绝缘结构与直流海

缆相同，为了取得更好的阻水效果，选用铅套作

为陆缆金属护套。

区别于交流电缆，直流输电过程中无须考虑

导体中存在邻近效应和趋肤效应，因此本工程中

1 000 mm2 导体仍为紧压圆形结构，并未采用分割

导体形式，此设计同样有利于提高导体纵向阻水

性能 [39]。

高压直流海缆生产和敷设过程中须在张力作

用下经过多次弯曲和伸直过程，特别对于有工厂

接头应用于工程中时，因此在批量化生产和运行

前验证工厂接头能否在经受多次弯曲后依旧保持

电气完整性至关重要。在国内外相关标准中，在

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中均规定了须进行张力弯

曲预处理。舟山工程直流海缆中投入了多个工厂

接头，并且在 2014 年投入运行后多次通过工厂接

头方式完成了对海缆外力破坏的维修，充分验证

 
表 1   南澳工程±160 kV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

Table 1    Mai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160 kV DC
submarine cable for Nan'ao Project

项目 数值

额定电压/kV ±160

导体截面/mm2 500

近似外径/ mm 111.4

近似重量/(kg·m–1) 28.6

导体最高运行温度/℃ 70

短路允许最高温度/℃ 160

载流量/A 905

导体短路电流/(kA,1s) 60.8

铅套短路电流/(kA,1s) 15.6

电容/(μF·m–1) 0.172

20 ℃导体最大直流电阻/(Ω·km–1) 0.036 6

允许最大拉力/kN 126

允许最小弯曲半径/mm 2 280

 
表 2   舟山工程±200 kV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

Table 2    Mai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200 kV DC
submarine cable for Zhoushan Project

项目 数值

额定电压/kV ±200

导体截面/mm2 1 000

近似外径/mm 127.8

近似重量/(kg·m–1) 37.8

导体最高运行温度/℃ 70

短路允许最高温度/℃ 160

载流量/A 1 095

导体短路电流/(kA,1s) 122.9

铅套短路电流/(kA,1s) 19.5

电容/(μF·m–1) 0.221

20 ℃导体最大直流电阻/(Ω·km–1) 0.017 6

允许最大拉力/kN 135

允许最小弯曲半径/mm 2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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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澳工程±160 kV 直流海缆结构示意

Fig. 4    Structure of ±160 kV DC submarine cable for
Nan’ao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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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舟山工程路由

Fig. 5    Route map of Zhoushan Project
 

中国电力 第 54 卷

46



了工厂接头在长距离直流海缆中的作用。但是随

着绝缘厚度增加及导体截面增大，工厂接头的制

造难度也相应增加。图 6 和图 7 分别为直流海缆

张力弯曲试验示意和工厂接头结构示意 [40]。
 

  
液压拉力柱体 牵引滑轮 海缆

绞车
牵引
滑轮

液压拉力
柱体 钢丝绳 牵引头 工厂接头 转轮

 
图  6   张力弯曲试验示意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tension bend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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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海底电缆工厂接头结构示意

Fig. 7    Factory joint structure of submarine cable
 
  

2.3    国家电网厦门±320 kV 直流电缆工程

国 家 电 网 厦 门 ± 3 2 0   kV 直 流 电 缆 项 目 于

2015 年建设完成，输送容量为 1 000 MW，建成时

为国际上最高电压等级和最大输送容量的商业化

直流电缆项目。厦门工程建设路由为长度 11.5 km
的单回直流电路线路，并额外敷设一条回流电

缆，为当时世界上首次采用真双极接线方式，彻

底解决了厦门本岛无源电网的问题 [41]。图 8 为厦

门工程的路由。
 

  

 
图  8   厦门工程路由

Fig. 8    Route map of Xiamen Project
 
 

厦门工程全线为海底隧道管廊敷设，选用

1 800 mm2 截面的±320 kV 铜芯 XLPE 绝缘皱纹铝套

直流电力电缆，回流缆电压等级为±10 kV，选取

1 600 mm 2 截面以达到与极性电缆相同的载流

量。±320 kV直流电缆主要性能参数如表 3所示。
 

  
表 3   厦门工程±320 kV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

Table 3   Mai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320 kV DC
submarine cable for Xiamen Project

项目 数据

额定电压/kV ±320

导体截面/mm2 1 800

近似外径/mm 148.0

近似重量/(kg·m–1) 30.5

导体最高运行温度/℃ 70

短路允许最高温度/℃ 160

载流量/A 1 720

导体短路电流/(kA,1s) 207

铝套短路电流/(kA,1s) 113

电容/(μF·m–1) 0.192

20 ℃导体最大直流电阻/(Ω·km–1) 0.010 1

允许最大拉力/kN 126

允许最小弯曲半径/mm 2 960
 
 

陆地电力电缆线路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

的中间接头，中间接头不仅增加项目工期和成

本，同时也是线路的电气薄弱点，大量的中间接

头将明显提高线路失效概率。厦门工程中尽量减

少中间接头数量，电缆制造商通过增加盘具轴向

长度定制了超宽盘具，在满足道路运输要求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增加了电缆的单根交付长度，至

此也拉开了中国大长度陆地电缆的应用序幕。图 9
为厦门工程大长度直流电缆施工现场情况。 

 

 

图  9   厦门工程电缆布放情况

Fig. 9    Cable laying of Xiame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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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英国-比利时“NEMO-Link”±400 kV 直流海

缆工程

“NEMO-Link”工程建设全长为 141 km 的单

回直流输电线路，其中海底段 130 km，其余为

陆上段，输送容量 1 000 MW，于 2019 年 1 月投入

运行。

该工程直流海缆结构设计与中国南澳和舟山

项目相近，均选用单芯 XLPE 绝缘直流海缆，但

是电缆绝缘材料与北欧化工技术路线不同，其最

高运行温度可以提升至 90 ℃，因此在相同的导体

截面和环境条件下大大提升了电缆的载流量，

±400 kV 直流海缆输送 1 000 MW 容量所需设计导

体截面仅为 1 100 mm2。直流陆缆结构设计区别于

国内的金属套结构，选用疏绕铜丝作为金属屏蔽

层，外层采用铝塑复合带复合聚乙烯护套构成综

合外护层，“NEMO-Link”工程±400 kV 直流陆缆

结构如图 10所示。
 

  
导体

导体屏蔽

XLPE 绝缘

绝缘屏蔽

阻水缓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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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水缓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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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NEMO-Link”工程±400 kV 直流电缆结构示意

Fig. 10    Structure of ±400 kV DC land cable for
“NEMO-Link” project

 
 

此外，该项目电缆在满足 VSC 系统输电要求

外，还通过了 CIGRE TB 496[42] 中规定的 LCC 系统

需要经受的 1.45U0 下极性反转试验，在 580 kV 下

完成了 8 次 24 小时负荷循环试验。并在扩展试验

中分别完成了 1.85U0 下正负极各 3 次最高温度为

105 ℃ 的负荷循环试验。海缆系统在高温下运行

的可靠性验证较为充分，为 XLPE 绝缘直流海缆

后期提高输送容量提供了应用参考。 

2.5    三峡如东±400 kV 直流海缆工程

随着中国海上风电向集中送出的方向发展，

多个独立海上风场共用电力输出通道的情况逐渐

增多。三峡新能源如东 800 MW 海上风电项目选

用了±400 kV 直流海缆作为集中送出线路，海上

线路建设长度 99 km，陆上长度 9 km，此线路建

成后将同时承担中广核在如东的 300 MW 海上风

电 接 入 。 三 峡 ±400   kV 直 流 海 缆 设 计 截 面 为

1 600 mm2，结构选型与舟山±200 kV 直流海缆相

同，为进一步保证海缆复合通信线路的可靠性，

将光纤单元增加为 4根，相互呈 90°排列，±400 kV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表如表 4所示。
 

  
表 4   三峡如东±400 kV 直流海缆主要性能参数表

Table 4   Mai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400 kV DC
submarine cable for Sanxia Rudong Project

项目 数据

额定电压/kV ±400

导体截面/mm2 1 600

近似外径/mm 160.0

近似重量/(kg·m–1) 57.5

导体最高运行温度/℃ 70

短路允许最高温度/℃ 160

载流量/A 1 746

导体短路电流/(kA,1s) 186.3

铅套短路电流/(kA,1s) 40.0

电容/(μF·m–1) 0.186

20 ℃导体最大直流电阻/(Ω·km–1) 0.011 3

允许最大拉力/kN 149

允许最小弯曲半径/mm 3 200
 
 

三峡项目±400 kV 直流海缆正式生产前通过了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型式试

验，参照国家标准 31489.1—2015 依次完成了负

荷循环和过电压冲击试验，在操作冲击过电压试

验中的叠加峰值达到 1  235 kV，就试验指标而

言，该项目中应用的±400 kV 直流海缆代表了目

前国际上 XLPE绝缘直流电缆领域的最高水平。 

2.6    德国±525 kV 直流电缆联网工程

德国多家电力公司已联合规划了德国境内南

北输电线路的架空线改造工程，将选用±525 kV
XLPE 绝缘直流电缆替代架空线实现德国境内的

电力联网。该工程设计路由长度约 700 km，计划

由多回路±525 kV 直流电缆共同输送 4 000 MW 容

量的电能，需求电缆长度数千公里，建成后将成

为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电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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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全线选用直流陆地电缆，电缆结构与

“NEMO-Link”工程±400 kV 直流电缆结构相同，

考虑到输送容量较大，导体截面将在 2 500 mm2

以上，因此受现有绞线设备限制，该项目电缆将

无法选用紧压圆形导体形式。目前解决此问题的

方式包括分割导体和型线导体两种，相同截面下

分割导体外径较大，会造成外层其他材料的明显

浪费，且不利于长距离连续绞合，降低生产效

率，因此型线导体将成为更优的选择 [43]。图 11 为

典型的型线导体结构 [44]，预先成型的单丝在绞合

后可进一步减小导体内部空隙。
 

  
中心线芯

阻水材料

成形单丝

导体包带

 
图  11   型线导体结构示意

Fig. 11    Structure of heteromorphic conductor
  

3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发展前景及研究展望

由前文列举的典型高压直流工程发展情况可

知，随着未来远海风电场建设等远距离大容量输

电需求增加，持续提高输送容量将是未来高压直

流电缆发展的重点方向。以下通过多方面明确说

明高压直流电缆的发展前景和展望。 

3.1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运行电压提升

现阶段，国内外已在建或规划多项输送容量

超过 2 000 MW的直流输电工程，随着输送容量提

升和线缆长度增加，线路造价占全部工程建设成

本的比例也将逐渐增加。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中设计输送容量、电压等

级和额定电流三者的基本关系为

P = 2U0I （1）

式中：P 为单回直流线路的设计输送容量；U0 为

直流电缆的电压等级；I 为单根直流电缆的载流量。

在外部环境确定的条件下，单根直流电缆的

载流量取决于自身的产品结构和工作特性，载流

量升高要求电缆具有更大的载流体截面，即导体

截面需要增大，这将显著增加输电线路成本投

入，因此提高长距离直流输电线路的电压等级是

更为经济的提升载流能力的方式。

目前国际范围内已投运的最高电压等级挤包

绝缘直流电缆为英国至比利时的“NEMO-Link”
工程，该工程选用±400 kV XLPE 绝缘直流海缆作

为主线路，但是输送容量仅为 1 000 MW。在规划

的 XLPE 绝 缘 直 流 电 缆 工 程 最 高 电 压 等 级 为

±525 kV，拟实现输送容量 2 000 MW。因此直流

输电未来继续向更大输送容量发展时，在现有水

平基础上向±640 kV、±800 kV 甚至更高电压等级

提升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直流电缆绝缘中电场分布与材料电导率相

关，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且同时受空间电荷引

起的电场畸变影响，导致直流电缆绝缘结构设计

非常复杂，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设计标准。为

了便于在工程应用范畴内对不同结构设计的电缆

产品进行资格认证，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2017 年公布实施的 IEC 62895[45] 标准中给出了高

压直流电缆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认可方法的有

关规定，其中以拉普拉斯场强作为衡量高压直流

电缆电气绝缘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并给出了拉

普拉斯场强的近似计算方法，即

Ei =
2U0

dii ln(Dio/dii)
（2）

Eo =
2U0

Dio ln(Dio/dii)
（3）

式中：Ei 为导体屏蔽处绝缘场强；Eo 为绝缘屏蔽

处绝缘场强；dii 为导体屏蔽层外径；Dio 为绝缘

层外径。

标准中规定对于相同电压等级下不同的导体

截面设计，当待认可的电缆绝缘层中 Ei 和 Eo 均

不大于已被认可的电缆系统时，可认为待认可的

电缆设计有效，无须重新进行新的试验进行认

定。基于上述原则，可由现有典型的±525 kV 直

流电缆设计结构结合式（2）和式（3）大体得出

相同电气绝缘水平下更高电压等级的初设结构。

本文以导体截面为 2 500 mm2、型号为 DC-
HYJQ41-F的直流海缆为例，以最高运行温度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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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25 kV 直流海缆性能指标为基础，基于目前

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北欧化工直流电缆材料，列

举了相同电气水平下±525 kV、±640 kV 和±800 kV
3个电压等级直流电缆的参数，如表 5所示。
 

  
表 5   相同电气水平下不同电压等级直流海缆参数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DC submarine cabl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at the same electrical level

电压等级/
kV

绝缘厚度/
p.u.

近似外径/
p.u.

近似重量/
p.u.

输送容量/
p.u.

±525 1.00 1.00 1.00 1.00

±640 1.27 1.08 1.12 1.20

±800 1.81 1.25 1.39 1.46
 
 

由表 5 可知，基于相同的电气绝缘水平，直

流电缆向更高电压等级发展需要大幅度增加绝缘

厚度，同时伴随着电缆外径和重量的明显增加，

对于批量化生产来说意味着生产难度增加、设备

能力必须随之提升和更多的材料成本投入，特别

在长距离建设的海底电缆工程中，将明显降低工

程整体的经济性。

针对上述问题，对比±525 kV 现有电气绝缘水

平，本文设定±640 kV 和±800 kV 电气绝缘水平分

别提升 25% 和 50%，再次对比 3 种直流电缆上述

参数关系，具体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电气水平提升后不同电压等级直流海缆参数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DC submarine cabl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after electrical improvement

电压等级/
kV

绝缘厚度/
p.u.

近似外径/
p.u.

近似重量/
p.u.

输送容量/
p.u.

±525 1.00 1.00 1.00 1.00

±640 0.96 0.98 0.98 1.22

±800 1.00 1.00 1.00 1.52
 
 

对比表 6 和表 5 可知，提高电缆的电气绝缘

水平有助于在提高输送容量的同时，保留与现

有±525 kV 直流海缆相近的材料投入，既不会明

显增加海缆的制造难度，除了新型绝缘材料本身

的成本外也无其他附加成本增加，有利于提高直

流输电工程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此外结合前文中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可知，

空间电荷对于温度和电场的变化非常敏感，绝缘

厚度增加将导致在相同导体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

下绝缘层内温度梯度变大，将带来更为明显的场

强畸变和空间电荷积累效果。因此，开发电气绝

缘水平更高的直流电缆用挤包绝缘材料是未来提

高 XLPE 直流电缆电压等级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 

3.2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运行温度提升

电缆正常情况下的最高运行温度取决于绝缘

材料种类，这将直接影响电缆的载流能力，进而

影响线路的最大传输容量。传统的充油电缆逐渐

被交联电缆替代，除了出于环保的考虑外，另一

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运行温度较低造成的传输容

量相对减小。

对比交流电缆，挤包绝缘直流电缆的批量化

开发时间较短，积累的研究和运行经验较少，现

阶段尚无公认通用的载流量计算标准。关于电缆

载流量的计算，究其根本为在既定的边界条件

下，考虑电缆导体在通流情况下电缆的热发散过

程，在忽略高压交流输电过程中的介质损耗和磁

滞损耗等因素，同时不考虑泄漏电流产生温升的

情况下，仍可借鉴交流电缆载流量计算中的热分

析法进行初步的载流量计算，式（4）为基于热

分析法得出的直流电缆载流量计算公式。

I =
√

(θc− θ0)/R′T （4）

式中：I 为直流海缆长期允许载流量，A；θc 为导

体最高允许运行温度，K；θ0 为环境介质温度，

K； R ’为导体最高允许运行温度下直流电阻，

Ω/m；T 为电缆运行时全部热阻之和，K·m/W。

由式（4）可知，在环境温度相同的情况下，

增加直流电缆导体最高允许运行温度可明显增加

海缆载流量。式中 R’受海缆导体截面影响，与导

体截面成反比。因此增加导体截面也可起到增加

海缆载流量的作用，但是导体截面增加同时会造

成电缆外层原材料消耗增加，以及制造和施工难

度增加，因此提升直流电缆最高运行温度是提高

输送容量更为经济性的途径。 

3.3    挤包绝缘直流电缆绝缘材料向热塑性体系转变

以 XLPE 为代表的热固性绝缘材料在电力传

输领域已拥有了丰富的运行经验，但是由于存在

交联副产物造成制造周期较长，同时产生的空间

电荷积累导致对 LCC 直流输电系统不具有普适

性，并且在报废后不易回收处理 [46]。因此，越来

越多的机构投入研究可替代 XLPE 的热塑性绝

缘材料用于直流电缆开发 [47]。其中，以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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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作为绝缘材料用于直流电缆的研究最受

关注。

PP 具有与 XLPE 相当的电气绝缘水平，且熔

点较高，长期工作温度可达 100~120 ℃，对提高

载流量有积极作用。但是 PP的机械性能、老化及

耐候性较差，未经改性的 PP无法满足高压直流电

缆长期稳定的运行要求。

针对该问题多国学者均开展了相关研究。文

献 [48] 提出通过制备乙烯丙烯共聚物改善 PP 的柔

韧性和抗冲击性能，并且可依旧保持较高的工作

温度，目前正在继续开展控制 2 种单体的分子排

布工作。文献 [49] 将不同比例的弹性体（POE）
混入 PP，发现 POE 对于提高 PP 的机械性能具有

良好效果，尽管随之而来的是介电强度和熔点有

所下降，但是仍可以在较高的工作温度下保持与

XLPE 相同的电气水平。此外，在将 MgO 纳米颗

粒掺杂至共混体系后可有效抑制空间电荷积累 [50]。

在电缆样机的开发过程中，目前意大利 Prysmian
在基于 PP材料开发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领域取

得了较多的成果 [51]，2019 年已成功通过了±525 kV
直流电缆的预鉴定试验，并且中标前文中所述德

国±525 kV直流电力联网工程。

尽管 PP 对比 XLPE 在运行温度和环保回收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大面积推广应用仍须解决

系统两端的配合问题，尤其在未来进一步提高线

路运行温度后交流侧运行温度的配合改造。此

外，尽管 PP 在挤出过程中不需要进行交联过程，

但是冷却温度、冷却方式和冷却速率均会影响聚

合物结晶后形态，对电气性能将会产生影响，需

要重点研究最佳的冷却成型温度工艺。 

4    结 论

（1）国际范围内对于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

的主要研究重点为调控绝缘材料的空间电荷特

性，现阶段的主要路线包括提高材料纯净度和通

过纳米颗粒改性两种，纳米颗粒改性对于解决绝

缘中的空间电荷积累效果更好，但是纳米掺杂后

长时间挤出加工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此商业化

应用中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目前主要采用提高

绝缘材料纯净度来降低空间电荷的影响。

（2）XLPE 绝缘高压直流电缆在工业化生产

过程中必须进行脱气去除绝缘中的副产物残留，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样品中副产物对

绝缘性能的影响，对于脱气过程的判据以及样品

测试结果如何为长距离批量化生产提供指导的研

究鲜有报道，后续应结合分子动力学理论研究搭

建长距离高压直流电缆脱气的仿真模型，明确最

优脱气工艺。

（3）目前国际上已建的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

缆以XLPE绝缘为主，最高投运电压等级为±400 kV，
未来 5 年将大范围规划±525 kV XLPE 直流电缆工

程，并且世界范围内已开展继续提高挤包绝缘高

压直流电缆电压等级的研究。在进一步提高电压

等级的过程中，建议以提高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水

平为基础，比单纯增加电缆绝缘厚度在制造和施

工难度、工程整体经济性等方面均具有优势。

（4）为了进一步提高挤包绝缘高压直流电缆

传输容量，建议在现有基础上研究稳定提高电缆

最高允许工作温度的方法，可明显降低单位容量

的输电线路造价。

（5）在解决 XLPE 因副产物造成的加工周期

长、不易于回收利用等问题时，开发例如 PP等适

用于高压直流电缆的热塑性绝缘材料有重要意

义。但是需要推进整体电力系统的运行配合，并

且需要重点开展批量生产的工艺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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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HVDC Extruded Cables
HU Ming1, LIU Shujun2, YANG Jianjun3, XIE Shuhong4, ZHANG Hongliang1, YAN Zhiyu1

(1. Zhongtian Technology Submarine Cable Co., Ltd., Nantong 226010, China;
2. China Three Gorges Renewables(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38, China;

3. Power China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angzhou 311122, China;
4. Jiangsu Zhongtian Technology Co., Ltd.,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HVDC extruded cable is one of the key facilities for long-distance and large-capacity power transmission lines. The
currently widely used DC extruded cable is mostly insulated with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XLPE). An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HVDC XLPE insulated cable in terms of space charge and byproducts degass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ultra-pure XLPE
material is currently the most feasible way to mitigate the space charge problem and manufacture extruded HVDC cable for large
batches. The research on byproducts degassing probl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esting results of mini-samples to guide the degassing
process for long distance and batch production of cables. Based on the extruded HVDC cable projects which have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or are under desig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t is proposed that future development of DC extruded cabl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electrical insulation level of the insulation materials with a higher the operating voltage. Meanwhile, the allowable
operation temperature of cables should be elevated to realize a larger transmission capacity. Besi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recycl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thermoplasticity insulation material
in extruded HVDC cables should be enhanced.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2016YFB090070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GCC (No.SGRIDGKJ(2016)1079).

Keywords: HVDC extruded cable; space charge; byproduct degassing; allowable operation temperature; thermoplasticity insulation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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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High Voltage XLPE
Cable Buffer Layer Failure

MENG Zhengzheng1, LI Xu1, YU Yang1, LI Zhijian1, DU Xiaoyu2,
KONG Xiaoxiao2, LI Jin2, LI Qi2, DU Boxue2

(1. State Grid Tianji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300384, China; 2.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ffer materia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buffer layer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Summary studies show that discharge is the direct cause of
ablation failure of the buffer layer, and the moisture of the cabl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ch failures. Long-term exposure to
moisture will induce the increase of the resistivity of the buffer layer and accelerate the production of high-resistance white powder.
When there is an air gap between the aluminum sheath and the insulating shielding layer, the increase in resistivity of the buffer
layer, the production of white powder and the impact of overvoltage will cause the local field strength in the air gap to exceed the
breakdown field strength, which will eventually cause the discharge abl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full text review summarized the
causes of buffer layer failur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which can provide as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uffer layer failures.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Tianjin  Electric  Power  Company  (Study  on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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