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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hybrid converter and a wi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The hybrid converter i s formed by thyristor-based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s and a full-controlled device-based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in series connection, and comprises the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2),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a) connected to a positive pole, and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b)
connected to a negative pole;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s (3a, 3b) and the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2) are all connected with
an A C power grid (47) through a transformer; the D C positive terminal of the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2) i s connected with the D C
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a); the D C positive terminal of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a) i s con
nected with a positive pole D C power transmission line (8); the D C 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2) i s connec -
ted with the D C positive terminal of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b); and the D C 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phase commutated
converter (3b) i s connected with a negative pole D C power transmission line (9). The hybrid converter, capable of self-commutation,
can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a wind power plant t o transform wind power into direct current, enhancing the rated voltage and power
of the hybrid converter, meanwhile, various components techniques being matur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ntire system technical
being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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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型换流器及风力发电系统，该混合型换流器由基于晶闸管的相控换流器和基于全控型器件的电压源
型换流器串联而成，包含一个电压源型换流器 （2 ) ，连接在正极的相控换流器 （3a) 和连接在负极的相控换
流器 （3b ) ，相控换流器 （3a，3b ) 和电压源型换流器 （2 ) 都通过变压器与交流电网 （47 ) 相连接，电压源
型换流器 （2 ) 的直流正端与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负端相连接，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正端与正极直流
输电线路 （8 ) 相连接，电压源型换流器 （2 ) 的直流负端与相控换流器 （3b ) 的直流正端相连接，相控换流
器 （3b ) 的直流负端与负极直流输电线路 （9 ) 相连接。所述混合型换流器具有自换相能力，可以直接连接
风电场将风电转换为直流电，提高混合型换流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的同时且各个部件技术成熟，整个系
统技术可靠性高。



一种混合型换流器及风力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属于 电力系统输配 电技术领域 ，更具体地 ，涉及一种混合型换

流器及风力发 电系统 。

【背景技术】

自 2005 年 以来 ，世界范 围内风 电装机容量一直在迅猛增加 ，2005-201 1

年风 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在 20% 以上 ，从 201 1 年后 ，全球风 电发展进入平

稳期 ，每年新增 的装机容量保持在 40GW 左右 。但与风 电快速发展相对应

的瓶颈 是 ，大部分风 电基地位 于偏远地 区 ，本地交流 电网用 电负荷低 ， 自

身消纳 能力弱 ，风 能资源 与负荷 中心呈逆 向分布 ，决定 了大部分风力发 电

需要经过大规模远距 离输 电使其在 负荷 中心进行 消纳 。直流输 电是实现大

规模远距离输 电的一种通用技术 。

应 用直流输 电传输风力发 电首先需要通 过换流器将风 电场发 出的交流

电转换为直流 电。在直流输 电领域 ，可用于交流 -直流变换 的技术主要有基

于 晶闸管 的相控换流器和基于全控 型器件 的 电压源 型换流器两种 。 由于相

控换流器工作 时需要外在交流 电压源 为其提供换相 电压 ，而风 电场是无源

交流 电网，依赖一个个独立 的风力发 电机 组难 以建立起 交流 电压 ，为此相

控换流器不适用于直接将风 电转换为直流 电。

电压源 型换流器可应用于传输风力发 电， 已有 多回应用 电压源 型换流

器 的直流输 电系统应用于传输海上风 电。但 目前 尚未见到应用 电压源 型换

流器远距离传输 内陆风 电的报道 。

电压源 型换流器应用于远距 离传输 内陆风 电面 临的主要技术 问题 为 电

压 源 型换 流器 的额 定 电压 与额 定 功率 无 法满 足 远距 离传 输 内陆风 电的需

要 。预期到 2015 年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典型 电压和功率为±320kV ，1000MW,



目前 电压源型换流器主要应用于传输海上风 电，输 电距离为 100km 左右 。

在数千千米 的远距离输 电中若直流 电压偏低 ，每回直流输 电线路输送

的功率偏低 ，从输 电系统所得到的收益难 以回收建设输 电走廊 的投资。同

时直流 电压 降低后 ，输送相 同功率所要求 的直流 电流升高 ，线路损耗也相

应地提高 。当输 电距离长达数千千米 时常常需要增大输 电电压从而提高输

电功率和降低输 电损耗 。 目前千米级别 的远距离直流输 电中采用相控换流

器 ，其典型额定 电压为±800kV ，很 明显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额定 电压远不

能满足长距离大规模输 电的需要 。

即使随着技术 的发展 ，未来 电压源型换流器可能达到±800kV 额定 电压 。

由于 电压源型换流器采用全控型器件 ，单个全控型器件 的额定功率远低于

单个 晶闸管 。为 了使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额定 电压达到远距离输 电的要求 ，

需要将多个全控型器件 串联 （直接或 间接 串联 ）以提高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

额定 电压 。由于采用 的全控型器件数量过多，增大 了系统复杂度 ，降低 了

系统可靠性 ，同时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功率仍不能满足远距离输送 的要求 。

为 了使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额定 电压和额定功率都达到远距离输送 的要求 ，

一种非常规 的方案是采用多个低压大 电流 的全控型器件 串联 以提高 电压源

型换流器 的额定 电压和额定功率 。采用这种方案后 ，电压源型换流器所采

用 的全控型器件数量将进一步增多，进一步增大 了系统复杂度 ，降低系统

可靠性 。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 的以上缺 陷或改进需求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混合型换流

器 ，其 目的在于将第一相控换流器 、第二相控换流器和 电压源型换流器 串

联后应用于传输风力发 电，由此解决 了电压源型换流器额定 电压 、额定功

率不够 以及相控换流器没有 自换相功能，不能应用于风 电场 的技术 问题 。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混合型换流器 ，包括 电压源型换流器 、第一相控换



流器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直流正端与所述第一相控

换流器 的直流负端连接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的直流正端用于与正极直流

输 电线路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直流负端与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

直流正端连接 ，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直流负端用于与负极直流输 电线路

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交流端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的交流端和所

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交流端用于与交流公共母线连接 。

更进一步地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采用全控型器件 ，所述第一相控换

流器和第二相控换流器采用晶闸管 。

更进一步地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用于控制交流公共母线的交流 电压 ，

该交流 电压作用到第一相控换流器和第二相控换流器上为第一相控换流器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提供换相 电压 ，使得第一相控换流器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在没有常规 同步发 电机组维持交流公共母线 的交流 电压时仍正常工作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或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由一个六脉

波相控换流桥组成 ，所述六脉波相控换流桥是一种基于 晶间管的三相全桥

交流-直流变换 电路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或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由多个六脉

波相控换流桥 串联组成 。

更进一步地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为一种基于全控型开关器件 的三相

全桥交流-直流变换 电路 ，可 以采用两 电平拓扑结构或三 电平拓扑结构或模

块化多电平拓扑结构 。

更进一步地 ，所述混合型换流器还包括 ：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一旁路开关 ，以及与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二旁路开关 ，所述

第一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流反转时旁路第一相控换流器 ，所述第

二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流反转时旁路第一相控换流器从而使得混

合型换流器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转的功能。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旁路开关与所述第二旁路开关 的结构相 同；所



述第一旁路开关包括机械 开关 以及 与所述机械 开关 串联 的反并联 晶闸管

对 。

更进一步地 ，所述反并联 晶闸管对为多个反并联 的晶闸管 串联而成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旁路开关或第二旁路开关为直流断路器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风力发 电系统 ，包括 ：交流公共母线 ，第一升压

变压器 ，第二升压变压器 ，第三变压器 ，第 四变压器 ，混合型换流器 ，以

及分别连接至所述交流公共母线 的交流滤波单元和无功补偿单元 ；所述第

一升压变压器 的输入端用于连接风 电机组 ，所述第一升压变压器 的输 出端

通过交流输 电线路连接至第二升压变压器 的输入端 ，第二升压变压器 的输

出端通过交流输 电线路连接至所述交流公共母线 ；所述混合型换流器包括

电压源型换流器 、第一相控换流器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

器 的直流正端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的直流负端连接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

器 的直流正端通过第一 电感与正极直流输 电线路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

器 的直流负端与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直流正端连接 ，所述第二相控换流

器 的直流负端通过第二 电感与负极直流输 电线路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

器 的交流端通过所述第 四变压器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

器 的交流端和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交流端分别通过第三变压器连接至交

流公共母线 。

更进一步地 ，所述混合型换流器还包括 ：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一旁路开关 ，以及与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二旁路开关 ；所述

第一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流反转时旁路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所

述第二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流反转时旁路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旁路开关与所述第二旁路开关 的结构相 同；所

述第一旁路开关包括机械 开关 以及 与所述机械 开关 串联 的反并联 晶闸管

对 。

更进一步地 ，所述反并联 晶闸管对为多个反并联的晶闸管串联而成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和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结构相 同；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包括一个相控换流桥 ，所述六脉波相控换流桥是一种

基于晶闸管的三相全桥交流-直流变换 电路 。

更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和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的结构相 同；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包括多个依次串联连接 的相控换流桥 。

本发 明提供 的混合换流器将第一相控换流器 、第二相控换流器和 电压

源型换流器 串联后应用于传输风力发 电，具有 自换相能力 ，可 以直接连接

风 电场将风 电转换为直流 电，能独立地应用于风 电场 ；通过对现有成熟技

术 的组合改进 ，能同时提高混合型换流器 的额定 电压和额定功率 ，且各个

部件技术成熟，整个系统技术可靠性高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混合型换流器 的原理结构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混合型换流器 的基本拓扑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混合型换流器 中的相控换流桥的拓扑；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混合型换流器 中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的几种

拓扑结构示意图；其中 （a) 为两 电平拓扑， （b ) 为三 电平拓扑 ， （c) 为

模块化多电平拓扑；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风力发 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包含旁路开关 的混合型换流器 的拓扑结构

示意 图；

图 7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由包含旁路开关的混合型换流器构成的两

端直流输 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由包含旁路开关的混合型换流器构成的两

端直流输 电系统的仿真波形 ；其 中 （a) 为风 电场发 出的有功功率及整流站

送 出的直流功率 ， （b ) 为整流站正极直流 电压瞬时值 ， （c) 为整流站正

极直流 电流瞬时值 ， （d ) 为整流站交流母线 的交流 电压有效值 。



【具体实肺 式】

为 了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 明白，以下结合 附图

及实施例 ，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 的具体

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此外 ，下面所描述 的

本发 明各个实施方式 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 间未构成冲突就可

以相互组合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混合型换流器主要应用于风力发 电经直流输 电接

入至 电力系统 的领域 ，能够解决 电压源型换流器应用于远距离大规模传输

内陆风 电时，其额定 电压 ，额定功率偏低 ，无法满足远距离大规模输 电要

求 以及相控换流器 因为需要外在交流 电压源提供换相 电压而无法直接应用

于传输风力发 电的问题 。

如 图 1 和 图 2 所示 ，混合型换流器包括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以及与 电压

源型换流器 2 串联连接 的相控换流器 3 ; 其中电压源型换流器 2 采用全控型

器件 ，相控换流器 3 采用 晶闸管 ，相控换流器 3 包括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

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连接在直流输 电线路正极；第二相

控换流器 3b 连接在直流输 电线路负极；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交流端、第一

相控换流器 3a 的交流端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交流端都通过中间连接 电

路 12 和中间连接 电路 13 ( 如变压器或变压器与滤波支路 串联等 ）与混合型

换流器 的交流公共母线 14 相连接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正端与第一相

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负端相连接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正端与正极直流

输 电线路 8 相连接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负端与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

直流正端相连接 ，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直流负端与负极直流输 电线路 9 相

连接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工作时

需要外加交流 电压源为其提供换相 电压 ，为此混合型换流器 1 中的第一相

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不具备 自换相能力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由于采用了全控型器件，具有自换相功能，可以用于建立起交流侧的交流
电压。为了使混合型换流器 1 整体具有自换相功能，可以利用电压源型换
流器2控制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通过中间连接电路 12

被施加在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上，从而使得第一相控
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能正常工作，通过上述控制层面的布局，

混合型换流器 1 在无外加交流电压源时，通过其自身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和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组合即可使得电压源型换流
器 2 和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都能正常工作，从而使得
整个混合型换流器 1 在无外加交流电压源时能正常工作，使得混合型换流

器 1具备了自换相能力。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了使该混合型换流器 1能直接连接在风电场60，

将风电机组发出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用于控制交流
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经中间连接电路 12 作用到第一相控
换流器 3a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上，为第一相控换流器 3a和第二相控换流

器3b 提供换相电压从而使得该混合型换流器 1在没有常规同步发电机组维
持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电压时仍可以正常工作，因此该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自换相能力。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可以由一个六
脉波相控换流桥 23 实现。为了提高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额定电压从而提高整个混合型换流器 1 的额定电压，相控换流器可以
由多个六脉波相控换流桥23 串联而成。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结构
相同；第一相控换流器 3a包括一个相控换流桥。第一相控换流器 3a和第二
相控换流器3b 还可以包括多个依次串联连接的相控换流桥23。相控换流桥

23 是一种技术成熟的基于晶闸管的三相全控交流-直流变换电路，每个相控
换流桥的额定电压可达200kV ，额定功率可达800MW, 多个相控换流桥可

方便地直接串联，进一步加大额定电压，额定功率。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是技术

成熟的高压大功率交流-直流变换器，相比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2，其优点在

于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可达

±800kV, 6400MW, 且技术成熟。而电压源型换流器 2 所能达到的技术成

熟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最高为±320kV ，1000MW 左右。第一相控换流器

3a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损耗约为 0.35% ,低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损耗(最

低为 0.5% ) 。同等功率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其成本比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

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高 20%左右。但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工作时需要稳定的交流电压源为其提供换相电压，而风电场是无源交流

电网，依赖于一个个独立的风电机组难以建立稳定的交流电压，为此相控

换流器无法直接应用于将风电转换为直流电。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相控换流器 3 是一种交流-直流变换电路，其基本

拓扑为如图 3 所示的六脉波相控换流桥 23，主要由 6 个晶闸管 5， 正极直

流母线 6，负极直流母线 7，每两个晶闸管 5 串联连接后构成一相换流桥臂，

每相换流桥臂的正端与正极直流母线 6 相连接，每相换流桥臂的负端与负

极直流母线 7 相连接，每相换流桥臂的中点分别与 A 相交流端 51a，B 相交

流端 51b，C 相交流端 51c 连接，为了提高相控换流桥 23 的额定电压，每

个晶闸管 5 可以由多个晶闸管 5 串联而成，由于相控换流桥工作频率为 50

赫兹或 60 赫兹，多个晶闸管 5 直接串联后，触发同步性仍能得到保障，直

流输电中所采用的相控换流器常由多个相控换流桥串联而成使得串联后额

定电压，额定功率可达±800kV ，6400MW, 且技术成熟。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压源型换流器 2 也是一种交流-直流变换电路，

可以采用两电平型拓扑结构，钳位型多电平拓扑，模块化多电平型拓扑等

多种拓扑结构。如图 4 所示，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具体结构可以采用如图 4

(a) 所示的两电平拓扑结构，主要由 6 个全控型器件 50，正极直流母线 6，

负极直流母线 7，正极直流电容 52a，负极直流电容 52b 组成，每两个全控



型器件 50 串联连接后构成一相换流桥臂，每相换流桥臂的正端与正极直流

母线 6 相连接 ，每相换流桥臂的负端与负极直流母线 7 相连接 ，每相换流

桥臂的中点分别与 A 相交流端 51a ，B 相交流端 51b ，C 相交流端 51c 连接 ，

正极直流 电容的正端连接正极直流母线 6，正极直流 电容 的负端接地 57，

负极直流 电容的正端接地 57，负极直流 电容 的负端与负极直流母线 7 相连

接 ，为了提高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额定 电压 ，需要将多个全控型器件 50 串

联构成一个全控型器件 50，而不是将多个 电压源型换流器直接 串联 。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具体结构还可 以采用如 图 4 (b) 所示 的三 电平拓

扑结构 ，主要 由 12 个全控型器件 50，6 个钳位二极管 53，正极直流母线 6，

负极直流母线 7，正极直流 电容 52a ，负极直流 电容 52b 组成 ，每两个全控

型器件 50 串联连接后构成一个 '半桥臂 ' ，每两个 '半桥臂 ' 串联后构成一相换

流桥臂，每个 '半桥臂 ' 的中点经钳位二极管 53 与地 57 相连接 ，每相换流桥

臂的正端与正极直流母线 6 相连接 ，每相换流桥臂的负端与负极直流母线 7

相连接 ，每相换流桥臂的中点分别与 A 相交流端 51a ，B 相交流端 51b ，C

相交流端 51c 连接 ，正极直流 电容 的正端连接正极直流母线 6，正极直流 电

容的负端接地 57，负极直流 电容 的正端接地 57，负极直流 电容 的负端与负

极直流母线 7 相连接 ，为 了提高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额定 电压 ，每个全控

型器件 50 可 以由多个全控型器件 串联而成 ，每个钳位二极管 53 可 以由多

个钳位二极管串联而成 ，而不是将多个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直接 串联 以提高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额定 电压 。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具体结构还可 以采用如 图 4 (c) 所示 的模块化多

电平拓扑结构 ，主要包括 6 个半桥臂 55，每两个半桥臂 55 串联成一相桥臂，

每相换流桥臂的中点分别与 A 相交流端 51a ，B 相交流端 51b ，C 相交流端

51c 连接 ，每相桥臂的正端和负端分别与正极直流母线 6，负极直流母线 7

相连接 ，每个半桥臂有多个子模块 54 依次 串联后再和平波 电抗器 56 串联

而成 ，每个子模块 由两个全控型器件 50 和直流 电容 55 构成 。



上述三种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拓扑中，为了提高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

拓扑的额定电压需要将多个全控型器件 50 直接串联，由于两电平拓扑和三

电平拓扑工作时需要以数千赫兹的频率同步地触发直接串联连接的全控型

器件 50，当串联的全控型器件 50 的数 目达到一定程度后，难以保证以数千

赫兹的频率同步地触发众多直接串联连接的全控型器件 50，通过增加串联

的全控型器件 50 来提高两 电平拓扑和三 电平拓扑的额定 电压只能做到

±300kV 左右，进一步提高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拓扑的额定电压是技术不可

行的。同时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拓扑工作开关频率为数千赫兹，要保证众

多直接串联的全控型器件 50 以数千赫兹的频率同步地触发技术难度大，系

统可靠性低，同时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拓扑的损耗很高，约为 1.6% 。

模块化多电平拓扑通过增加串联的子模块 54 的数 目间接地将多个全控

型器件 50 串联从而提高电压源型换流器的额定电压。由于全控型器件 50

是通过子模块 54 间接地串联在一起，模块化多电平拓扑不要求间接串联的

全控型器件 50 被同步触发，相比于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拓扑，模块化多电

平拓扑对触发的同步性要求更低，系统可靠性更高，同时也更容易进一步

提高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额定电压。由于不要求所有串联的全控型器件

50 以数千赫兹的频率被同步触发，模块化多电平拓扑的损耗低于两电平拓

扑和三电平拓扑，其损耗约为 0.5% 。但模块化多电平拓扑存在也存在着串

联的子模块增加后，子模块电容均压困难的技术瓶颈。预期到 2015 年模块

化多电平拓扑的额定电压为±320kV 左右，更高额定电压的模块化多电平拓

扑正在研发中，具有一定的技术不确定性。模块化多电平拓扑的另一缺点

是所采用的全控型器件 50 的数量约为同额定电压两电平拓扑和三电平拓扑

的 2 倍，系统投资大。混合型换流器 1 中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推荐采用模

块化多电平拓扑。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相比于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

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优点在于可 自换相、可黑启动、占地面积小、潮流反转



时不需要改变电压极性，缺点在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损耗和投资高于第

一相控换流器 3a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电压源型换流器 2 主要有两电平换

流器和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等多种拓扑，其中两电平电压源型换流器的损

耗率约为 1.6% , 模块化多电平电压源型换流器的损耗率约为 0.5% 。

另外，由于单个全控型器件的额定电压较低，为了提高电压源型换流

器 2 的额定电压需要将多个全控型器件串联，增大了系统复杂度，降低了

系统可靠性。为了同时提高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则

需要串联更多的低压大电流全控型器件，进一步增大了系统复杂性，降低

了系统可靠性。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风力发电系统，包括交流公共母线 14，第一升压

变压器 18，第二升压变压器 20，第三变压器 12，第四变压器 13，混合型

换流器 1，以及分别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滤波单元 15 和无功补偿

单元 16; 第一升压变压器 18 的输入端用于连接风电机组 17，第一升压变

压器 18 的输出端通过交流输电线路 19连接至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的输入端，

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的输出端通过交流输电线路 21 连接至所述交流公共母

线 14; 混合型换流器 1包括电压源型换流器 2、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

相控换流器 3b;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正端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

直流负端连接，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正端通过第一电感 10 与正极直

流输电线路 8 连接，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负端与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

直流正端连接，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直流负端通过第二电感 11 与负极直

流输电线路 9 连接；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交流端通过第四变压器 13 连接至

交流公共母线 14;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交流端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交

流端分别通过第三变压器 12 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14。

图 5 示出了上述具有自换相功能的混合型换流器 1 应用于风力发电系

统中，混合型换流器的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分别由三

个额定电压为 200kV 的六脉波相控换流桥 23 串联而成，每个六脉波相控换



流桥的额定 电压是与现有的±800kV 相控换流器技术相匹配的，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额定电压为±200kV ，采用两 电平拓扑，整个混合型换流器 的额定电

压为±800kV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和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交流侧分别经变压器 12，13 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14a-14c 上，风 电机

组 17 通过各 自的第一升压变压器 18，风 电场 内汇集交流输 电线路 19，风

电场汇集点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和的交流输 电线路 2 1 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14a- 14c 上，为了补偿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工作时消耗

的无功功率及滤除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产生的谐波 电

流，在混合型换流器 1 的交流公共母线 14a-14c 上装设了交流滤波单元 15

和无功补偿单元 16，交流滤波单元 15 和无功补偿单元 16 分多组从而可 以

根据混合型换流器 1 输送有功功率的大小投入合适组数的交流滤波单元 15

和无功补偿单元 16。由于图 5 中混合型换流器 1 在交流侧只连接 了风 电场

60 这类无源 电网而没有与交流 电压源相连接 ，为此 图 5 所示的应用场合要

求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 自换相能力，否则该混合型换流器 1 无法应用于传

输风 电。为了使混合型换流器 1 整体具有 自换相功能，可 以利用 电压源型

换流器 2 控制混合型换流器 1 交流端的端 电压 ，而该端 电压通过交流母线

14 被施加在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上，从而使得第一相

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能正常工作 ，通过上述控制层面的布局，

混合型换流器 1 在无外加交流 电压源时，通过其 自身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和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组合即可使得 电压源型换流

器 2 和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都能正常工作，从而使得

整个混合型换流器 1 在无外加交流 电压源时能正常工作，使得混合型换流

器 1 具备了 自换相能力 。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为了使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黑启动和部分潮流反

转功能，图 6 示出了一种改进型混合型换流器 24，该改进混合型换流器 24

相 比于混合型换流器 1 的改进之处在于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



器 3b 的直流正端和直流负端并联了由机械开关 4 和一对反并联的晶闸管

5a, 5b 串联而成的旁路开关 25，黑启动以及潮流反转时通过旁路开关将相

控换流器短接从而使得混合型换流器只投入电压源型换流器，而电压源型

换流器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转能力。

增加旁路开关 25 后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得混合型换流器 1具有黑启动和

潮流反转的功能。否则，如果混合型换流器 1 不具备黑启动功能，当混合

型换流器 1 只连接风电场 60 时，风电场 60 无法从停运状态转入运行状态。

当混合型换流器 1 除连接了风电场 60 还连接了本地负荷时，如果混合型换

流器 1 不具备潮流反转功能，当风电功率低于本地负荷时，本地负荷将出

现供电不足的问题。

旁路开关 25 可以采用机械开关 4 和反并联晶闸管对 5a，5b 串联而成，

也可以采用直流断路器。其中反并联晶闸管对可以为一对反并联的晶闸管

组成；为了提高旁路开关的耐压等级，也可以由多个反并联晶闸管对串联

而成。

增加旁路开关 25 后，系统的黑启动原理如下：以图 7 所示的两端直流

输电系统为例，通过闭合旁路机械开关 4，34 并给反并联晶闸管 5a，5b,

35a, 35b 施加触发信号，整流侧相控换流桥 3 和逆变侧相控换流桥 33 都被

旁路短接，整流侧混合型换流器 1 和逆变侧混合型换流器 31 都只有电压源

型换流器 2，3 投入运行，从而使得直流输电系统可以按照基于电压源型

换流器的两端直流输电系统的启动过程实现黑启动的功能。

增加旁路开关 25 后，系统的潮流反转原理如下：潮流反转前，相控换

流器 3，33 和电压源型换流器 2，32 都处于投运状态，机械旁路开关 4，34

断开，反并联晶闸管 5a，5b, 35a, 35b 处于闭锁状态。系统接收到潮流反

转指令后，将整流侧相控换流器 3 的触发角移到 120°-150 °，从而使得相控

换流器 3 运行在逆变状态，由于相控换流器 3，33 都处于逆变状态，直流

输电线路 8，9 的直流电压迅速降低，当检测到相控换流器 3，33 的正负直



流端 口见的直流电压低于反并联晶闸管 5a，5b, 35a, 35b 的耐压时，系统

闭合机械旁路开关 4，34，并给反并联晶闸管 5a，5b, 35a, 35b 施加触发

信号，从而短接相控换流器 3，33，使得系统两侧只投入电压源型换流器 2，

32，从而使得系统可 以按照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的两端直流输 电系统的运

行模式实现部分潮流反转功能。

为了使该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转能力，可 以在每个第

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直流正端和直流负端之间并联连

接旁路开关 25，黑启动以及潮流反转时投入旁路开关 25 从而短接第一相控

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使得混合型换流器 1 只投入 电压源型换流

器 2，从而使得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转能力，其中旁路开关

25 的一种优选方案是由常规机械开关 4 和反并联晶闸管 5a，5b 串联而成，

其中反并联晶闸管 5a，5b 可以由多个反并联晶闸管对串联而成从而提高旁

路开关的耐压等级。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体现在：

( 1 ) 提出了将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和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串联后应用于传输风力发 电的方案，从而可以通过增加串联的相控

换流桥 23 的数量提高第一相控换流器 3a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额定电压，

进而提高混合型换流器 1 的额定电压，通过电压源型换流器 2 建立交流公

共母线 14 的交流电压 ，该交流 电压经中间连接 电路 12 作用到第一相控换

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上，为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提供换相电压，从而使得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 自换相能力，能直接连接

风电场 60 将风电场 60 发出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该方案综合利用第一

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高压大功率和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

可 自换相能直接应用于风电场的优点，并弥补了电压源型换流器 2 额定电

压，额定功率偏低，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需要外在交

流电压源为其提供换相 电压，无法直接应用于传输风力发电的缺陷；



(2) 提 出了将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和 电压源型换

流器 串联混合型换流器 1，并通过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为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提供换相 电压从而使得该混合型换流器 1整体具有 自

换相能力 ，可 以应用在没有常规 同步发 电机维持交流 电网电压 的无源交流

电网上 （如风 电场 ，纯负荷 网络 ）；

( 3 ) 提 出了将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和 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串联混合型换流器 ，并在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的直流正端和直流负端 间并联 了旁路开关 25 从而使得该混合型换流器具备

了黑启动和潮流反转的能力 。

为 验 证 本 发 明 的技 术 可 行 性 ，利 用 国 际通 用 直 流 输 电仿 真 软 件

PSCAD/EMTDC 搭建 了与图 7 对应 的仿真算例进行仿真验证 。图 7 是一个

额定 电压±800kV ，额定功率 4000MW 的两端直流输 电系统 。该系统主要包

括整流侧混合型换流器 1 和逆变侧混合型换流器 31。混合型换流器 1 的公

共交流母线 14 连接有风 电场 60 和本地负荷 22，混合型换流器 31 的交流公

共母线 44 连接在受端交流 电网 47 上 。为了使该系统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

转的功能，相控换流器 3 和相控换流器 33 的正负直流端 口分别并联 了旁路

开关 4，5a, 5b 和 34，35a, 35b 。电压源型换流器 2，3 的额定 电压为±200kV ，

额定功率 1000MW, 每个相控换流器 3，33 分别 由三个六脉波相控换流器

23 串联而成 ，每个六脉波相控换流器 23 的额定直流 电压为 200kV 。

仿真算例 中，各个换流器都采用 PSCAD/EMTDC 标准模型库中的详细

开关模型 ，为提高计算速度 ，多个风 电场用一 台等容量 的风力发 电机组建

模 ，但其变频器仍采用详细开关模型建模 。由于仿真算例 的一次设备模型

全部都 由标准模型库 中的详细开关模型搭建 ，仿真实验所得 的结果是高度

可信 的。

相应仿真结果如 图 8 所示 。图 8 (a) 为风 电场发 出的有功功率及混合

型换流器 1 送 出的直流功率 ，图 8 (b) 为混合型换流器 1 正极直流 电压瞬



时值 ，图 8 ( c ) 为混合型换流器 1 正极直流 电流瞬时值 ，图 8 ( d ) 为混合

型换流器 1 交流母线 14 的交流 电压有效值 。

0s 至 1.2s，两侧的混合型换流器 1，31 的旁路开关 4，5a, 5b, 34，35a,

35b 投入，相控换流器 3，33 被短接 ，系统只投入 电压源型换流器 2，32，

系统按照类似 电压源型直流输 电系统的工作模式进行黑启动 。1.8s 前 由于风

电功率较低 ，旁路开关一直保持在投入状态 。如 图 8 (a) 所示，此段时间

内，整流侧直流 电压约为 220kV ，高于逆变侧的直流 电压 。且只有 电压源

型换流器投入工作时，系统直流 电压不含有相控换流器直流 电压典型的脉

动。1.8s 随着风 电功率增大，两侧旁路开关切除，整流侧单极直流 电压上升

至+800kV 左右，并呈现 出 LCC 换流器直流 电压的脉动特性 ，同时直流 电

流在 1.8s 下降。1.8s-3.4s ， 风 电功率增大至 3900MW, 直流系统输送的直

流功率也相应增大至 3900MW 。

4.0s 投 入 本 地 负荷 600MW , 系 统 输 送 的直 流 功率 相应 地减 小 到

3300MW, 如附图 8a所示。4.5s 至 6.05s 风 电功率从 3900MW 减小至 200MW

左右 ，直流系统输送 的直流功率随之减小，直流系统直流 电流也随之减小。

5.7s 左右系统检测到直流 电流小于 10%额定电流，旁路开关再一次投入，

整流侧和逆变侧都只投入 电压源型换流器 2，32。6.05s 后，由于风 电功率

小于整流站本地负荷 ，直流系统反 向输送约 400MW 功率给本地负荷 ，工作

在潮流反转状态 。

图 8 ( d ) 表 明风 电场交流 电压一直维持在额定值附近 ，混合型换流器

1 在没有常规 同步发 电机维持交流 电压时仍能正常工作。

上述仿真结果表 明混合型换流器直接应用于传输风 电功率是技术可行

的。在没有投入相控换流器而只投入 电压源型换流器时，系统的直流 电压

约为±200kV ( 图 8a) ，有功功率约为 600MW ( 图 8b) ，投入相控换流器后，

系统的直流 电压约为±800kV ( 图 8a) ，有功功率可达 3900MW ( 图 8b) ，上

述仿真结果证 明本发 明能够解决现有 的电压源型换流器所存在 的额定 电压



和额定功率无法满足风力发电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数千千米输电距离）要

求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为大规模风力发电经直流远距离输送提供了一种技术可行的方

案而其他方案或者技术不可行或者具有技术不确定性且需要更高的成本。

( 1 ) 与单独的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相比，单独的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由于没有 自换相能力，不能独立

地应用于风电场，单独的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应用于

传输风力发电是技术不可行的，而本发明的混合型换流器 1 具有 自换相能

力，可以直接连接风电场将风电转换为直流电，本发明应用于传输风力发

电是技术可行的；

(2) 与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相比，预期到 2015 年，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电压约为±320kV ，更高额定电压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2 技术不成熟，研发

存在技术不确定性，而本发明的额定电压可达±800kV ，且各部件技术成熟，

满足了风电经直流大规模远距离输送对额定电压的需求。

( 3 ) 强行将多个全控型器件直接或间接串联虽然可以提高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的额定电压，但系统复杂性提高，可靠性降低，同时尽管额定电压

提高了，额定功率仍不能满足大规模远距离输送要求，而将更多数量的低

压大电流全控型器件串联从而同时提高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额定电压和额

定功率将进一步增大系统复杂性，降低系统可靠性，而本发明可以通过对

现有成熟技术的组合改进，能同时提高混合型换流器 1 的额定电压和额定

功率且各个部件技术成熟，整个系统技术可靠性高。

(4)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损耗率最低约为 0.5%, 而本发明若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与总的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容量比取 1: 3 则本

发明的损耗率为 0.35%*0.75+0.5%*0.25=0.39% ，低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

损耗率，以 6400MW 的输电线路为例，且年利用小时数取为 2000 小时，采

用本发明相比于同容量的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输电系统 （假设未来存



在此技术 ）每年节省 的输 电损耗估计为 2800 万元 。

( 5 ) 仍 以 6400MW 输 电线路为例 ，采用本发 明相 比于 同容量 的基于 电

压源型换流器 2 的输 电系统 （假设未来存在此技术 ）节省 的投资成本约为

30 亿元 。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例而 已，

并不用 以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 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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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包括 电压源型换流器 （2)、第一

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正端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

直流负端连接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正端用于与正极直流输

电线路 （8 ) 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负端与所述第二相控

换流器 （3b ) 的直流正端连接 ，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的直流负端用

于与负极直流输 电线路 （9 ) 连接 ；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交流端、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交

流端和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的交流端用于与交流公共母线 （14) 连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压源型换

流器 （2) 用于控制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 电压 ，该交流 电压作用到第

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上为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

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提供换相 电压 ，使得在没有常规 同步发 电机组维持

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 电压 时仍正常工作 。

3、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相

控换流器 （3a) 或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由一个或多个 串联 的六脉波

相控换流桥组成 ，所述六脉波相控换流桥为基于晶闸管的三相全桥交流-直

流变换 电路 。

4、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压源

型换流器 （2) 为基于全控型开关器件 的三相全桥交流-直流变换 电路 。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型换流

器还包括 ：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并联的第一旁路开关 ，以及与所述第二

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二旁路开关 ；所述第一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



流反转时旁路第一相控换流器 ，所述第二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流

反转时旁路第二相控换流器 ，使得混合型换流器具有黑启动和潮流反转的

功能。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旁路开

关与所述第二旁路开关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一旁路开关包括机械开关 （4)

以及与所述机械开关 串联的反并联晶闸管对 （5a，5b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并联晶闸

管对为多个反并联的晶闸管串联而成 。

8、一种风力发 电系统 ，包括 ：交流公共母线 （14) ，第一升压变压器

( 18 ) ，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第三变压器 （12) ，第 四变压器 （13 ) ，

混合型换流器 （1 ) ，以及分别连接至所述交流公共母线 （14) 的交流滤波

单元 （15 ) 和无功补偿单元 （16 ) ；所述第一升压变压器 （18 ) 的输入端

用于连接风 电机组 (17) ，所述第一升压变压器 （18 ) 的输出端通过交流输 电

线路 （19) 连接至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的输入端 ，第二升压变压器 （20)

的输 出端通过交流输 电线路 （21 ) 连接至所述交流公共母线 （14)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混合型换流器 （1 ) 包括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第一相控换

流器 (3a) 和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正端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

直流负端连接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直流正端通过第一 电感 （10)

与正极直流输 电线路 （8 ) 连接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直流负端与

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的直流正端连接 ，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的直流负端通过第二 电感 （11 ) 与负极直流输 电线路 （9) 连接 ；

所述 电压源型换流器 （2) 的交流端通过所述第 四变压器 （13 ) 连接至

交流公共母线 （14) ；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的交流端和所述第二相

控换流器 （3b ) 的交流端分别通过第三变压器 （12) 连接至交流公共母线

( 14) 。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风力发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混合型换流

器还包括 ：与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一旁路开关 ，以及与所述第二

相控换流器并联 的第二旁路开关 ；所述第一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潮

流反转 时旁路所述第一相控换流器 ，所述第二旁路开关用于在黑启动 以及

潮流反转时旁路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风力发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旁路

开关与所述第二旁路开关 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一旁路开关包括机械开关 （4)

以及与所述机械开关 串联 的反并联 晶闸管对 （5a，5b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混合型换流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并联 晶

闸管对为多个反并联 的晶闸管 串联而成 。

12、如权利要求 8-11 任一项所述 的风力发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第一相控换流器 （3a) 和所述第二相控换流器 （3b ) 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

一相控换流器 （3a) 包括一个或多个 串联 的六脉波相控换流桥 ，所述六脉

波相控换流桥为基于 晶闸管的三相全桥交流或直流变换 电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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