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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

气主接线系统及在线检修方法，其包括从交流侧

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交流侧输电线一端经

交流侧穿墙套管与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

线电路一端连接，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

电路另一端经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

接线电路连接至直流汇流母线一侧；交流侧输电

线另一端经交流侧穿墙套管与从交流侧到中性

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从交流侧到中性

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另一端经中性线穿墙套管

与中性线区域连接；两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一端

均与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接，两直流断路器接

线电路另一端分别经第一极线穿墙套管和第二

极线穿墙套管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户

外极线2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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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该主接线系统设置在阀厅内，其特征

在于：包括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换流

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和与户外

极线2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交流侧输电线一端经第一交流侧穿墙套管与所述从交

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所述交流侧经所述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

主接线电路连接至直流汇流母线一侧；所述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经第二交流侧穿墙套管与

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

电路另一端经中性线穿墙套管与中性线区域连接；两所述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一端均与所

述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接，两所述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另一端分别经第一极线穿墙套管

和第二极线穿墙套管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户外极线2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

所述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一接地开关QS01、交流测量装置CT1、交

流避雷器LV1、换流器上桥臂阀塔、直流避雷器CBH、电压测量装置PT1和直流电流测量装置

CT3；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1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一端连接，位于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1

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一端之间并联有所述第一接地开关QS01；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1

另一端经所述换流器上桥臂阀塔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一端连接，所述直流电流测

量装置CT3另一端与所述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位于所述交流测

量装置CT1与所述换流器上桥臂阀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所述交流避雷器LV1，位于所述换

流器上桥臂阀塔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所述直流避雷

器CBH和电压测量装置PT1；

所述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带有第一地刀QS11和第二地刀

QS12的第一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1、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带有第三地刀QS21和第四

地刀QS22的第二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2和启动回路；所述第一地刀QS11一端、第二地刀

QS12一端、第三地刀QS21一端和第四地刀QS22一端均并联在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另

一端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位于所述第二地刀QS12与所述第三地刀QS21之间

设置有所述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所述启动回路并联在所述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

CB1两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启动回路包括依次串联的不带地刀的隔离

开关Q3、直流侧启动电阻R1和直流电流装置CT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

第二接地开关QS02、交流测量装置CT2、交流避雷器LV2、换流器下桥臂阀塔、直流避雷器

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2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连接，位

于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2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之间并联有所述第二接地开关

QS02；所述交流测量装置CT2另一端经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与中性线区域连接；位于所述

交流测量装置CT2与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所述交流避雷器LV2，位于

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与所述中性线区域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所述直流避雷器

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

和与户外极线2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都包括直流断路器DCCB1、直流断路器检修电

路、直流避雷器DB1、第四接地开关QS04和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所述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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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连接；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一端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

接，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另一端经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与所述户外极线电气主接线

电路连接；位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另一端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的线路上并联设

置有所述直流避雷器DB1和第四接地开关QS04。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包括第五地刀QS3、带

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第六地刀QS5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

Q5；位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串联有所述带单地刀QS3

的隔离开关Q3，在所述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路上并

联有所述第五地刀QS3；位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之间的线

路上串联有所述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在所述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与所述直流

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路上并联有所述第六地刀QS5；所述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跨接在带

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两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中的第

一接地开关QS01，以及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中的第二接地开关QS02和

第三接地开关QS03均采用侧墙式接地开关。

7.一种基于如权利要求4至5任一项所述系统的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在

线检修方法，该方法针对直流断路器进行在线检修，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合上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

2）断开直流断路器DCCB1；

3）断开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

4）合上第五地刀QS3和第六地刀QS5；

5）直流断路器DCCB1检修过程中，极线电流从旁路的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流通，实现

极线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输送功率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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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及在线检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领域，特别是关于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

电气主接线系统及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是基于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的新一代直流输电技术，具有响应

速度快、可控性好、运行方式灵活、同等容量占地规模小等特点，目前柔性直流输电技术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多条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正在规划、设计、建设，如国内渝鄂±420kV柔性

直流背靠背工程、张北±500kV四端柔性直流电网工程、乌东德±800kV混合柔性直流输电

工程等。大容量柔性直流电网可发挥柔性直流输电的技术优势，可实现多电源供电或多落

点供电，是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风、光、储、抽蓄多种能源的接入和输送的有效解决方

案。

[0003] 电气主接线设计是柔性直流电网系统输电技术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其电气主接

线的确定与电力系统整体及换流站本身运行的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密切相关，并对电

气设备选择、配电装置布置、继电保护和控制方式的拟定有较大影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

好各方面的关系、全面分析有关影响因素，合理确定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主接线方案。对于两

端、多端、背靠背等多种形态的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主接线，国内外已有较多文献论述；但

对于柔性直流电网电气主接线，特别是极线区域电气主接线如何设计鲜有涉及；极线高压

直流断路器是柔性直流电网工程中最核心的关键设备之一，可数毫秒内完成故障电流开

断，快速、可靠地实现故障线路的隔离及重合，同时可实现换流站在直流电网中灵活投退，

对保障健全系统的安全持续运行，提高直流电网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0004] 极线主接线涵盖了极线区域内的主要一次设备，包括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直流

断路器、桥臂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直流隔离和接地开关、测量装置和避雷器、穿墙套管等一

次设备，需要揭示各电压和电流测量装置的布置型式和相对位置。中性线区域内转换开关

的确定与电力系统整体及换流站本身运行的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密切相关，且应满足

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三项基本要求：(1)可靠性。设计方案应该保证柔性直流电网系统

有较高的可靠性。(2)灵活性。设计方案应满足正常运行时和检修及扩建时的灵活性要求。

(3)经济性。设计方案应力求简单，以节省一次设备。同时，方案占地面积小。

[0005] 电气主接线的确定需要考虑绝缘配合原则、控制保护电气量测点需要、开关运行

方式和检修状态转换、系统启动充电等。极线电气主接线确定好关键设备如开关等具体方

案后，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所配置的开关完成直流断路器的在线检

修，而不影响直流电网剩余部分的正常运行。然而现有的技术手段未涉及双极带金属回线

柔性直流电网极线区域内的开关方案及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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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方法，其能够在换流因故障在线快速投退而不影响剩余直流电网正

常运行，节省了直流断路器数量、一次设备造价低。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

接线系统，该主接线系统设置在阀厅内，其包括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从交流

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与户外极线1连

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和与户外极线2连接的直流断路器器接线电路；交流侧输电线一

端经第一交流侧穿墙套管与所述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所述从交流

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另一端经所述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

至直流汇流母线一侧；所述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经第二交流侧穿墙套管与所述从交流侧到

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另一端经中

性线穿墙套管与中性线区域连接；两所述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一端均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

另一侧连接，两所述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另一端分别经第一极线穿墙套管和第二极线穿墙

套管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户外极线2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一接地开关QS01、直流测

量装置CT1、直流避雷器LV1、换流器上桥臂阀塔、直流避雷器CBH、电压测量装置PT1和直流

电流测量装置CT3；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1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一端连接，位于两者之

间并联有所述第一接地开关QS01；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1另一端经所述换流器上桥臂阀塔

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一端连接，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另一端与所述换流器到

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位于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1与所述换流器上桥臂阀

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所述直流避雷器LV1，位于所述换流器上桥臂阀塔与所述直流电流

测量装置CT3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所述直流避雷器CBH和电压测量装置PT1。

[0009] 进一步，所述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带有第一地刀QS11和

第二地刀QS12的第一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1、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带有第三地刀

QS21和第四地刀QS22的第二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2和启动回路；所述第一地刀QS11一端、

第二地刀QS12一端、第三地刀QS21一端和第四地刀QS22一端均并联在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

置CT3另一端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在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另一端与所

述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位于所述第二地刀QS12与所述第三地刀QS21之间设置有所

述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所述启动回路并联在所述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两端。

[0010] 进一步，所述启动回路包括依次串联的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3、直流侧启动电阻

R1和直流电流装置CT4。

[0011] 进一步，所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二接地开关QS02、直流

测量装置CT2、直流避雷器LV2、换流器下桥臂阀塔、直流避雷器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

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2一端与所述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连接，位于两者之间并联有所述第

二接地开关QS02；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2另一端经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与中性线区域连

接；位于所述直流测量装置CT2与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所述直流避

雷器LV2，位于所述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与所述中性线区域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所

述直流避雷器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

[0012] 进一步，所述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和与户外极线2连接的直流

断路器接线电路都包括直流断路器DCCB1、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直流避雷器DB1、第四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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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QS04和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所述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连

接；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一端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接，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另

一端经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与所述户外极线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位于所述直流断

路器DCCB1另一端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的线路上并联设置有所述直流避雷器DB1和

第四接地开关QS04。

[0013] 进一步，所述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包括第五地刀QS3、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

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第六地刀QS5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位于所述直流断路器

DCCB1与所述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串联有所述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在所述带

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路上并联有所述第五地刀QS3；

位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与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之间的线路上串联有所述带单地

刀QS5的隔离开关Q5，在所述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与所述直流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

路上并联有所述第六地刀QS5；所述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跨接在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

Q3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两端。

[0014] 进一步，所述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为套管式结构，设置所述第一极线穿墙套管B3

内。

[0015] 进一步，所述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中的第一接地开关QS01，以及所

述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中的第二接地开关QS02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均采

用侧墙式接地开关。

[0016] 一种基于上述系统的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在线检修方法，该方法针

对直流断路器进行在线检修，其包括以下步骤：1)合上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2)断开直流

断路器DCCB1；3)断开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4)合上第五

地刀QS3和第六地刀QS5；5)直流断路器DCCB1检修过程中，极线电流从旁路的不带地刀的隔

离开关Q4流通，实现极线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输送功率不中断。

[0017]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的柔性直流电网极线

区域电气主接线系统，具有所需设备数量少、配置紧凑、占地面积优化、经济性较高等优点，

具有推广意义。2、本发明的双极带直流母线快速开关配置方案，能够在换流因故障在线快

速投退而不影响剩余直流电网正常运行，节省了直流断路器数量、一次设备造价低。满足灵

活的运行方式转换和检修需求，同时可以满足柔性直流电网的可靠性。3、本发明给出了利

用所配置的开关进行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不影响剩余直流电网正常运行，具有步骤简单

易行、清晰明了等特点。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广泛应用于双极带金属回线的柔性直流电网

应用场合。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基于半桥子模块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三相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现有常规直流断路器配置方法；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直流母线快速开关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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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为了实现在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整体结构中，任何一条线路或换

流单元的退出不影响直流电网剩余元件的正常运行，则极线高压直流断路器是必不可少

的。鉴于高压特别是500kV以上的直流断路器尚无设计运行经验，实际运行中可能故障率较

高，但故障时进行检修应尽量不影响剩余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基于此原则需要在直流断

路器附近配置合理的隔离开关布置方案以便于检修。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

详细的描述。

[0024]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该主接线系

统设置在阀厅内，其包括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

接线电路、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

电路和与户外极线2连接的直流断路器器接线电路。交流侧输电线一端经第一交流侧穿墙

套管B1(a、b、c三相)与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一端连接，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

气主接线电路另一端经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至直流汇流母线一

侧。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经第二交流侧穿墙套管B2与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

一端连接，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另一端经中性线穿墙套管B5与中性线区域

连接。两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一端均与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接，两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

另一端分别经第一极线穿墙套管B3和第二极线穿墙套管B4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

户外极线2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

[0025] 上述实施例中，优选的，从交流侧到极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一接地开关(地

刀)QS01(a、b、c三相)、直流测量装置CT1(a、b、c三相)、直流避雷器LV1(a、b、c三相)、换流器

上桥臂阀塔(a、b、c三相)、直流避雷器CBH、电压测量装置PT1和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直流

测量装置CT1一端与交流侧输电线一端连接，位于两者之间并联有第一接地开关QS01；直流

测量装置CT1另一端经换流器上桥臂阀塔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一端连接，直流电流测量

装置CT3另一端与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位于直流测量装置CT1与

换流器上桥臂阀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直流避雷器LV1，直流避雷器LV1一端接地；位于换

流器上桥臂阀塔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直流避雷器CBH和

电压测量装置PT1，直流避雷器CBH一端和电压测量装置PT1一端均接地；电压测量装置PT1

用于测量极线电压，用于直流过压和欠压保护。

[0026] 其中，位于直流汇流母线一侧上还设置有直流电压测量装置PT2，用于测量直流汇

流母线电压。

[0027] 上述各实施例中，优选的，换流器到直流汇流母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一地

刀QS11、第二地刀QS12、第一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1(地刀分别为第一地刀QS11和第二

QS12)、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CB1是具有直流耐压能力的交流断路器)、第三地刀

QS21、第四地刀QS22、第二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2(地刀分别为第三地刀QS21和第四地刀

QS22)和启动回路。第一地刀QS11一端、第二地刀QS12一端、第三地刀QS21一端和第四地刀

QS22一端均并联在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另一端与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第一地刀

QS11另一端、第二地刀QS12另一端、第三地刀QS21另一端和第四地刀QS22另一端均接地。在

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3另一端与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位于第二地刀QS12与第三地

刀QS21之间设置有直流母线快速隔离开关CB1，启动回路并联在CB1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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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其中，启动回路包括依次串联的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3、直流侧启动电阻R1和直

流电流装置CT4。

[0029] 上述各实施例中，优选的，从交流侧到中性线的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第二接地开

关(地刀)QS02(a、b、c三相)、直流测量装置CT2(a、b、c三相)、直流避雷器LV2(a、b、c三相)、

换流器下桥臂阀塔(a、b、c三相)、直流避雷器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地刀)QS03。直流测量装

置CT2一端与交流侧输电线另一端连接，位于两者之间并联有第二接地开关QS02；直流测量

装置CT2另一端经换流器下桥臂阀塔与中性线区域连接。位于直流测量装置CT2与换流器下

桥臂阀塔之间的线路上设置有直流避雷器LV2，直流避雷器LV2一端接地；位于换流器下桥

臂阀塔与中性线区域之间的线路上依次并联设置有直流避雷器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

直流避雷器CBN1和第三接地开关QS03一端均接地。

[003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测量装置的配置需要与控制保护设计保持一致。直流测

量装置CT1和直流测量装置CT2测量桥臂电流，用于桥臂过流保护并与直流测量装置CT3构

成电流差动保护。

[0031] 上述各实施例中，优选的，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和与户外极线

2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结构相同，以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为例进

行详细介绍。与户外极线1连接的直流断路器接线电路包括直流断路器DCCB1、直流断路器

检修电路、直流避雷器DB1、第四接地开关QS04和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直流断路器检修电

路与直流断路器DCCB1连接；直流断路器DCCB1一端与直流汇流母线另一侧连接，直流断路

器DCCB1另一端经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连接。位于直流断路

器DCCB1另一端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的线路上并联设置有直流避雷器DB1和第四接地开

关QS04，直流避雷器DB1和第四接地开关QS04一端均接地。

[003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直流断路器检修电路包括第五地刀QS3、带单地刀QS3的

隔离开关Q3、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第六地刀QS5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位于直流

断路器DCCB1与直流汇流母线之间的线路上串联有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在带单地刀

QS3的隔离开关Q3与直流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路上并联有第五地刀QS3。位于直流断路器

DCCB1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之间的线路上串联有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在带单地

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与直流断路器DCCB1之间的线路上并联有第六地刀QS5；第五地刀QS3和

第六地刀QS5一端均接地。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跨接在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和带单

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两端。

[003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直流测量装置CT5和CT6为套管式结构，分别设置第一极

线穿墙套管B3和第二极线穿墙套管B4内。

[0034] 上述各实施例中，换流器采用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如图3所示)。

[0035] 上述各实施例中，隔离、接地开关和断路器的选择应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原则：

(1)为保证人员、电器和母线的检修安全，检修时提供明显的电气断路点和接地点；(2)合理

设置接地开关的数量和位置，保证经济性。上述主接线电路中，接地开关QS01、QS02、QS03均

采用侧墙式接地开关。

[0036] 上述各实施例中，直流避雷器LV1、LV2的布置需要与绝缘配合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在阀厅内直流避雷器LV1、LV2采用如下的配置和空间布置用于保护关键设备：直流避雷器

主要保护换流阀与桥臂电抗间的操作冲击，需要研究的故障包括其他桥臂故障、对极桥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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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阀顶故障以及换流变压器阀侧故障对该点的冲击。

[0037] 上述各实施例中，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与户外极线2电气主接线电路相同，

以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为例进行详细说明。户外极线1电气主接线电路包括直流限流

电抗器SR1、极线RI电容器C1、电流测量装置CT7、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9、第七地刀QS91、第

八地刀QS92、第三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9、直流避雷器DL11、直流电压测量装置PT3和直流

避雷器DL21。直流限流电抗器SR1一端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5连接，直流限流电抗器SR1另

一端依次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9和第三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9串联，经第三带双地刀的

隔离开关Q9与站1连接。位于直流电流测量装置CT9与直流限流电抗器SR1之间的线路上并

联设置有由极线RI电容器C1和电流测量装置CT7串联构成的支路，该支路一端接地。位于直

流电流测量装置CT9与第三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9之间的线路上并联设置有直流避雷器

DL11，在第三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Q9两端分别并联设置有第七地刀QS91和第八地刀QS92，

直流避雷器DL11、第七地刀QS91和第八地刀QS92一端接地。位于第三带双地刀的隔离开关

Q9与站1的连接线路上并联设置有直流电压测量装置PT3和直流避雷器DL21，直流电压测量

装置PT3和直流避雷器DL21一端接地。

[0038] 综上所述，当换流器因故障退出运行时，应不影响剩余直流电网的运行。常规的直

流断路器配置系统如图4所示，即在直流汇流母线一侧的换流器支路也需要配置直流断路

器，因为直流断路器造价十分昂贵，该方案经济性较差。本发明较常规方案改进之处在于，

如图5所示，将换流器支路的直流断路器换为直流母线快速开关，直流母线快速开关是具有

直流耐压能力的交流断路器。直流母线快速开关两端均配置接地开关，用于检修时提供明

显的接地点和设备如阀里面存储的电荷提供泄放通路。换流器与直流汇流母线间采用直流

母线快速开关。这样的优势主要体现在：1)直流母线快速开关具有一定耐压和拉弧能力，故

换流器具备在线投切的功能，相较于常规直流断路器方案经济性很好；2)断路器动作时间

(分闸)在40ms左右，大大缩短了因换流器故障引起停电时间。

[0039] 基于上述主接线系统，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双极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在线

检修方法，该方法针对直流断路器进行在线检修，以检修直流断路器DCCB1为例，其包括以

下步骤：

[0040] 1)合上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

[0041] 2)断开直流断路器DCCB1；

[0042] 3)断开带单地刀QS3的隔离开关Q3和带单地刀QS5的隔离开关Q5；

[0043] 4)合上第五地刀QS3和第六地刀QS5；

[0044] 5)直流断路器DCCB1检修过程中，极线电流从旁路的不带地刀的隔离开关Q4流通，

实现极线直流断路器在线检修输送功率不中断。

[0045]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给出的柔性直流电网极线电气主接线系统，实现不同方式的

转换、绝缘配合需求、控制保护测量所需等要求；本发明的系统具有所需设备少、经济性高

等特点；所设置的直流母线快速开关方案节省了直流断路器，设备造价低，直流断路器在线

检修步骤具有简单清晰、方便易行等优势，从而提高了柔性直流电网的可靠性和可用率。对

柔性直流电网发展具有重要发展意义。

[0046] 上述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各部件的结构、尺寸、设置位置及步骤都是可以

有所变化的，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凡根据本发明原理对个别部件及步骤进行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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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等同变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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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2

CN 109347134 B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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