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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

的接地系统及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接地系统包

括三绕组变压器和接地装置，三绕组变压器包括

变压器网侧绕组、变压器阀侧绕组和变压器第三

绕组，接地装置包括接地电阻、电流测量装置、避

雷器和旁路断路器；变压器网侧绕组中性点直接

接地；变压器阀侧绕组中性点连接接地装置；接

地电阻用于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

的故障电流；电流测量装置用于测量关键故障发

生后流过接地电阻的电流；避雷器用于关键故障

发生后为变压器阀侧中性点提供过压防护；旁路

断路器用于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

器失灵后保护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大；本

发明可以广泛应用于采用对称单极接线的高压

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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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接地系统包括三绕组变

压器和接地装置，其中，所述三绕组变压器包括变压器网侧绕组、变压器阀侧绕组和变压器

第三绕组，所述接地装置包括接地电阻、电流测量装置、避雷器和旁路断路器；

所述变压器网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且中性点直接接地；

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且中性点连接所述接地装置；

所述变压器第三绕组采用三角型接线，用于变压器网侧的交流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阻

断网侧零序电压和电流向阀侧传递，且所述变压器第三绕组接出一回站用电引线，用于降

低外引站用电投资；

所述接地电阻与所述电流测量装置串联连接，接于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

地点之间，用于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电流；

所述电流测量装置用于测量关键故障发生后流过所述接地电阻的电流；

所述避雷器接于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所述接地点之间，用于关键故障发生

后为变压器阀侧中性点提供过压防护；

所述旁路断路器接于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所述接地点之间，用于关键故障

发生且换流阀闭锁后旁路所述接地电阻，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器失灵后保护

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地电阻采用千欧级别电阻。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流测量装置采用额定一次电流为十安培级别、测量误差小于0.2％级别的电流测量装置。

4.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接地点采用铜带与所述柔性直流工程的换流站接地网连接，用于为正常运行时的

柔性直流工程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5.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内容：

1)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网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网侧绕组的中性点直

接接地；

2)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阀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分

别连接接地电阻、避雷器和旁路断路器；

3)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第三绕组采用角型接线，并将变压器第三绕组接出一回站

用电引线；

4)将接地电阻与电流测量装置串联连接，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

间，通过接地电阻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电流；

5)通过电流测量装置测量关键故障发生后流过接地电阻的电流；

6)将避雷器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避雷器在关键故障发生

后为变压器阀侧的中性点提供过压防护；

7)将旁路断路器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旁路断路器在关键

故障发生且换流阀闭锁后旁路接地电阻，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器失灵后保护

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大；

8)通过接地点为正常运行时的柔性直流工程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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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及方法，属于柔性直流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采用对称单极接线柔性直流工程的常用接地系统包括直流极线经大电阻接地系

统、变压器阀侧接地电抗器形成中性点经大电阻接地系统和变压器阀侧绕组中性点经大电

阻接地系统，分别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0003] 在采用对称单极接线的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中，若采用直流极线经大电阻接

地系统，由于正常运行时电阻是一个长期高能量负载，易导致电阻因过热而损坏；若采用变

压器阀侧接地电抗器形成中性点经大电阻接地系统，由于高电压等级接地电抗器吸收的无

功功率较大，会导致柔性直流工程的无功提供能力受到较大影响；由于高压大容量柔性直

流工程接入的交流系统通常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若采用变压器阀侧绕组中性点经大

电阻接地系统则要求变压器网侧为角形接线，会导致变压器网侧设备的绝缘水平剧烈增

加。因此，需要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能够解决采用常用接地方法带来

的易过负载、高无功消耗和网侧绝缘水平升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不易过负载、无功消耗少且不影响网侧

绝缘水平的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及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

地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接地系统包括三绕组变压器和接地装置，其中，所述三绕组变压器

包括变压器网侧绕组、变压器阀侧绕组和变压器第三绕组，所述接地装置包括接地电阻、电

流测量装置、避雷器和旁路断路器；所述变压器网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且中性点直接接地；

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且中性点连接所述接地装置；所述变压器第三绕组采用

三角型接线，用于变压器网侧的交流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阻断网侧零序电压和电流向阀侧

传递，且所述变压器第三绕组接出一回站用电引线，用于降低外引站用电投资；所述接地电

阻与所述电流测量装置串联连接，接于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用于

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电流；所述电流测量装置用于测量关键故障发生

后流过所述接地电阻的电流；所述避雷器接于所述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所述接地点

之间，用于关键故障发生后为变压器阀侧中性点提供过压防护；所述旁路断路器接于所述

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所述接地点之间，用于关键故障发生且换流阀闭锁后旁路所述

接地电阻，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器失灵后保护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

大。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接地电阻采用千欧级别电阻。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电流测量装置采用额定一次电流为十安培级别、测量误差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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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级别的电流测量装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接地点采用铜带与所述柔性直流工程的换流站接地网连接，用于

为正常运行时的柔性直流工程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0009] 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内容：1)将柔性

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网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网侧绕组的中性点直接接地；2)将

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阀侧绕组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分别连接接

地电阻、避雷器和旁路断路器；3)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第三绕组采用角型接线，并将变

压器第三绕组接出一回站用电引线；4)将接地电阻与电流测量装置串联连接，接于变压器

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接地电阻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

电流；5)通过电流测量装置测量关键故障发生后流过接地电阻的电流；6)将避雷器接于变

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避雷器在关键故障发生后为变压器阀侧的中性

点提供过压防护；7)将旁路断路器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旁路

断路器在关键故障发生且换流阀闭锁后旁路接地电阻，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

器失灵后保护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大；8)通过接地点为正常运行时的柔性直流工程

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0010]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由于采用变压器阀侧

中性点接地电阻接地，能够有效避免过负载以及无功消耗的问题。2、本发明由于采用变压

器网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能够适用于网侧为110kV及以上的高压交流电网，有效避免

其他接地方式带来的网侧绝缘水平增加。3、本发明中变压器第三绕组采用角形接线，可有

效屏蔽网侧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对换流器的影响。4、本发明中变压器第三绕组可接出一回

站用电引线，减少多回外引站用电带来的额外投资。基于以上优点，本发明可以广泛应用于

采用对称单极接线的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中。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现有技术的柔性直流工程中采用直流极线经大电阻接地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0012] 图2是现有技术的柔性直流工程中变压器阀侧接地电抗器形成中性点经大电阻接

地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现有技术的柔性直流工程中变压器阀侧绕组中性点经大电阻接地系统的结

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接地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附图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绘。然而应当理解，附图的提供仅为了更

好地理解本发明，它们不应该理解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6] 如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的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包括三绕组变压

器1和接地装置2，其中，三绕组变压器包括变压器网侧绕组11、变压器阀侧绕组12和变压器

第三绕组13，接地装置2包括接地电阻21、电流测量装置22、避雷器23和旁路断路器24。

[0017] 变压器网侧绕组11采用星型接线且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阀侧绕组12采用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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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且中性点连接接地装置2(即分别连接接地电阻21、避雷器23和旁路断路器24)。变压器

第三绕组13采用三角型接线，用于变压器网侧的交流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阻断网侧零序电

压和电流向阀侧传递，同时可接出一回站用电引线131，以降低外引站用电投资。变压器网

侧绕组11、变压器阀侧绕组12和变压器第三绕组13之间采用磁路耦合。接地电阻21、电流测

量装置22、避雷器23和旁路断路器24的设置均为应对变压器阀侧单相接地故障或单极接地

故障，以下简称关键故障。

[0018] 接地电阻21与电流测量装置22串联连接，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接地

点3之间，用于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电流，以保护柔性直流工程的换流

阀4。

[0019] 电流测量装置22用于测量关键故障发生后流过接地电阻21的小电流，以提供可靠

的控制保护输入信号。

[0020] 避雷器23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接地点3之间，用于关键故障发生后

为变压器阀侧中性点提供过压防护。

[0021] 旁路断路器24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接地点3之间，旁路断路器24用

于关键故障发生且换流阀4闭锁后旁路接地电阻21，从而将变压器阀侧的高电阻接地系统

变为直接接地系统，防止柔性直流工程的交流进线断路器5失灵后保护无法出口造成的故

障范围扩大。

[002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接地电阻21采用千欧级别大电阻。

[002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电流测量装置22采用额定一次电流为十安培级别、测量

误差小于0.2％级别的高精度电流测量装置。

[002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接地点3采用铜带与柔性直流工程的换流站接地网连接，

用于为正常运行时的柔性直流工程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0025] 下面以图4所示的采用对称单极接线的柔性直流换流站为例，其中，额定直流端口

电压±420kV，额定传输功率1250MW，换流站交流母线通过出线接入500kV交流电网，基于上

述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地系统，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工程的接

地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0026] 1)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网侧绕组11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网侧绕组11的

中性点直接接地。

[0027] 2)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阀侧绕组12采用星型接线，并将变压器阀侧绕组12的

中性点分别连接接地电阻21、避雷器23和旁路断路器24。

[0028] 3)将柔性直流工程的变压器第三绕组13采用角型接线，并将变压器第三绕组13接

出一回站用电引线131。

[0029] 4)将接地电阻21与电流测量装置22串联连接，接于变压器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

接地点之间。接地电阻21采用额定电压为交流220kV、阻值为2kΩ、短时冲击能量为28MJ的

电阻，通过接地电阻21削弱关键故障发生后柔性直流工程的故障电流。

[0030] 5)电流测量装置22采用额定一次电流为20A、测量精度为0.2级的高精度电流测量

装置，通过电流测量装置22测量关键故障发生后流过接地电阻21的小电流。

[0031] 6)避雷器23采用额定电压为288kV、残压为600kV的避雷器，将避雷器23接于变压

器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避雷器23在关键故障发生后为变压器阀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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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点提供过压防护。

[0032] 7)旁路断路器24采用标准交流220kV的交流断路器，将旁路断路器24接于变压器

阀侧绕组12的中性点与接地点之间，通过旁路断路器24在关键故障发生且换流阀闭锁后旁

路接地电阻21，从而将变压器阀侧的高电阻接地系统变为直接接地系统，防止柔性直流工

程的交流进线断路器5失灵后保护无法出口造成的故障范围扩大。

[0033] 8)接地点3采用铜带与柔性直流工程的换流站接地网连接，为正常运行时的柔性

直流工程提供零电位参考点。

[0034] 上述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其中各部件的结构、连接方式和制作工艺等都

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凡是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同变换和改进，均不应排除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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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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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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