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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特高压直流系统逆变侧阀侧接地故障可能引发换流变压器故障性涌流的问题，讨论故障位于不同
电压等级换流桥以及不同时刻下阀桥通断情况的差异，分析换相失败后阀侧故障电流特征，阐述逆变侧故障
性涌流产生机理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计及故障性涌流影响的换流变差动保护动作特性。研究结果
表明，故障性涌流可能导致换流变区外转区内故障时差动保护误闭锁，针对该问题，根据故障时阀侧电流直
流分量发生极性反转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防止差动保护误闭锁的解决方案。PSCAD／EMTDC 仿真结果验
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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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超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换流变压器（简称
换流变）作为最重要的设备之一，处在交流系统与换
流桥之间，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交流电压，使系统
运行在最佳状态［1⁃2］，因此，换流变能否可靠稳定地
运行直接影响整个直流输电系统运行的可靠性。与
换流变阀侧直接相连的换流阀具有单向导通性，使
得在换流变阀侧故障后，故障电流偏向于时间轴一
侧，该电流流经换流变，导致换流变阀侧电流偏于时
间轴一侧，出现直流分量，从而改变换流变铁芯工作
点，并产生一定大小的励磁涌流，进而可能导致换流
变区内发生故障时差动保护拒动，由于该电流由故
［3］
障引发，故称其为“故障性涌流”
。
目前已有许多文献对交直流混联系统的故障特
征进行了研究。文献［4⁃5］通过建立回路叠加的换
流器故障分析电路对整流侧交流系统故障特征进行
分析，通过仿真波形可以发现，在整流侧交流系统发
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波形偏于时间轴一侧，且故
障电流流经换流变阀侧绕组，即在故障后会有一定
大小的直流电流流入换流变。文献［6］依据换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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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各阀通断状态的变化，将逆变侧换流器交流故
障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基本状态进行分析，得出逆
变侧换流器交流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波形偏于时间
轴一侧，因此故障后同样会有直流电流流入换流变，
但其主要研究对象为换流器保护，并未讨论故障电
流直流含量对换流变铁芯工作点及差动保护的影
响。文献［7］通过对故障位置的空间域和故障时刻
的时间域进行扫描，指出故障位置和故障时刻的不
同会造成阀桥工况的巨大差异，从而引起故障电流
特征的变化，反映出直流系统对故障响应的离散性
与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文献［8］从阀电压变化情况
出发，从阀工况层面分析故障特征的变化机理，给出
不同换流桥故障的故障时段划分理论及依据，并对
不同故障时刻下故障暂态过程进行解析，但其并未
对换流变差动保护的影响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故
障位于不同电压等级换流桥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在逆变侧，由于直流系统的非线性导致直流系
统对换流变阀侧故障的响应具有时间和空间离散
性，故障位于不同电压等级换流桥以及发生在不同
时刻均会引起换流阀通断情况的差异，并可能引发
换相失败［9⁃10］，同时会引起故障电流特征的变化，进
而对差动保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
该现象尚未开展针对性的研究。
综上，目前有关逆变侧换流变阀侧故障特征及
其对差动保护影响的研究还不完善，本文以 ±800 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为研究背景，深入分析不同故
障场景下换流变阀侧接地故障电流的特征，采用理
论分析与仿真验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换流变阀侧
接地故障下换流变故障性涌流的变化特征及其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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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护的影响。研究表明，换流变阀侧发生区外转
区内单相接地短路时差动保护存在误闭锁的风险。

1 逆变侧换流变阀侧单相接地故障特征
分析
逆变侧换流变阀侧单相接地故障可能导致换流
阀发生换相失败，阀侧单相接地故障特征与整流侧
有所区别。文献［3］从磁链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整流
侧换流变阀侧单相故障时故障电流特征及故障性涌
流的产生机理。而对于逆变侧，由于故障可能导致
换流阀发生换相失败，阀侧单相接地故障特征与整
流侧有所区别。在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极Ⅰ和
极Ⅱ换流器的电气量特征以及换流变阀侧接地故障
特征类似，因此本文以极Ⅰ为例对逆变侧换流变阀
侧单相接地故障进行详细分析，逆变侧极Ⅰ换流变
阀侧单相接地故障情况如附录中图 A1 所示。
由于极Ⅰ高压阀组 Y 桥换流器、极Ⅰ高压阀组
D 桥换流器以及极Ⅰ低压阀组 Y 桥换流器的工作状
态相类似，即其共阴极阀均与其下级换流桥共阳极
阀相连，而不与地直接相连，这使得在换流变阀侧单
相接地故障后 3 组换流阀的通断情况相类似。因
此，又可将上述故障分为 2 类：第一类为故障发生在
换流变 T1、T2 以及 T3 阀侧，即故障点 K1、K2 以及 K3；第
二类为故障发生在换流变 T4 阀侧，即故障点 K4。
1.1 第一类故障阀通断情况及阀侧电流特征

第一类故障以极Ⅰ高压阀组 Y 桥换流变 T1 阀侧
发生 A 相接地故障（故障点 K1）为例进行分析，如图 1
所示。图中，Idh 为直流侧高压母线电流；EA、EB、EC 为
逆变侧交流系统等效电压源电势。正常情况下换流
阀导通区间及换相电压如图 2 所示。图中，U 为换相
相电压；UL 为换相线电压；最下方图形表示正常情
况下换相电压对应的换流阀导通情况，适用于任意
阀组换流器。发生故障后阀侧 A 相电压下降为 0，
B、C 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线电压保持不变，即换流
阀换相电压维持不变。故障后可将阀分为共阴极阀
和共阳极阀 2 类分别进行分析。
对于共阴极阀，故障后 D 桥交流侧电压保持不
变，短路瞬间在 Y 桥和 D 桥中点 M12 仍会保持额定直
流电压 UdN 的 75%［8］，即 UM12=0.75UdN。由图 1 和图 2
可得，加在各共阴极阀上的额定线电压 UCA、UAB 及
UBC 的幅值为 0.25UdN，当 V11 导通期间发生故障，故障
后 a1 点 电 压 Ua1=0<0.75UdN；当 V51 导 通 期 间 发 生 故
障，故障后 c1 点电压 Uc1=UCA<0.75UdN；当 V31 导通期间
发生故障，故障后 b1 点电压 Ub1=UBA<0.75UdN。因此，
无论在哪个阀导通期间发生故障，3 个共阴极阀都
会承受反向电压，故障后共阴极阀将迅速断流关断
并 一 直 维 持 ，进 而 导 致 D 桥 及 低 压 阀 组 都 将 断 流
关断。

图 1 极Ⅰ高压阀组 Y 桥换流变 T1 阀侧单相接地
Fig.1 Single-phase grounding at valve side of
Y-bridge converter transformer T1 of pole Ⅰ
high pressure valve group

图 2 正常情况下换流阀导通区间及换相电压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duction interval and
commutation voltage of converter valv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对于共阳极阀，由于共阴极阀在故障后迅速关
断，则由共阳极阀构成的电流回路阻抗减小，流经共
阳极阀的电流增大，此时阀能否维持正常通断取决
于换相期间直流电流的大小以及阀电流转移速度的
快慢［11］。与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以 V41 为例）导
通时的故障回路和与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以
V61 为例）导通时的故障回路如附录中图 A2 所示。
图中，EDC 为直流侧等效电压源；XDC 为平波电抗器电
抗值；XT 为换流变阀侧绕组漏抗；EBA 为由换流变阀
侧绕组构成的等效电压源［12］。由图中可得，故障后
V61 向 V21 换相回路的等效电抗不变，直流电流的转
移速度与正常情况下保持一致，但故障回路阻抗减
小，直流电流增大，V61 向 V21 可能发生换相失败；同
理，虽然故障后 V41 向 V61 换相回路的等效电抗减小，
直流电流更容易从 V41 支路向 V61 支路转移，但是故
障后回路阻抗减小且没有等效交流源对电流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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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直流电流快速增大，V41 向 V61 也可能发生换相
失败。
故障后共阴极阀迅速断流关断并一直维持，因
此故障后换流变阀侧电流特征完全取决于共阳极阀
的通断状态。图 3 为第一类故障后电流流通路径，
图中虚线表示与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以 V41 为
例）导通时的电流流通路径，点划线表示与非故障相
相 连 的 共 阳 极 阀（以 V61 为 例）导 通 时 的 电 流 流 通
路径。

Fig.3

能发生换相失败。对于共阴极阀，A 相接地故障后
a4 点电压被箝位为 0，故障后 V14 和 V54 将会关断并
一直保持截止状态。与第一类故障不同的是，在 V34
触发至其关断期间，其两端电压 UBA 先正后负，因此，
V34 在故障发生后可以正常开通，但导通时间缩短。
据此，区别于第一类故障，第二类故障增加了一
条由短路点、换流变阀侧绕组、共阴极阀 V34、接地中
性线构成的短路电流回路，新增的电流流通路径如
图 5 所示。

图 3 第一类故障后电流流通路径
Current flow path after first type of fault

由图 3 可得，与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
短路电流并不流经换流变阀侧绕组，只有与非故障
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短路电流才会流出换流
变，由于阀的单向导通性，短路电流偏于时间轴一
侧，出现较大的直流分量。因此，故障后 A 相阀侧电
流含有较大直流分量，且其大小取决于共阳极阀的
通断状态，与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间越
长，直流分量越大。
1.2 第二类故障阀通断情况及阀侧电流特征
第二类故障以极Ⅰ低压阀组 D 桥换流变 T4 发
生 A 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故障点 K4）为例进行分析，
如图 4 所示，图中 Idn 为直流中性线电流。




图 5 第二类故障后新增电流流通路径
Fig.5 New current flow path after
second type of fault

由图 5 可得，在新增电流回路中，换流变 T4 阀侧
A 相绕组电流的方向为流入换流变方向，与由共阳
极阀提供的短路电流方向相反，即该电流使得共阳
极阀提供的短路电流直流分量减小。因此与第一类
故障相比，第二类故障情况下换流变阀侧电流直流
分量较小，且电流正负半波对称性较好。
综上所述，逆变侧换流变阀侧接地故障的电流
特征如下。
（1）第一类故障情况下故障相阀侧电流含有较
大的直流分量，正负半波不对称，且换相失败导致与
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间越长，直流分量
越大。
（2）第二类故障情况下的故障阀侧电流直流分
量比第一类的小，正负半波对称性较好。此外，故障
点所处换流器的电压等级越高，故障回路电抗越小，
故障后对应换流变阀侧电流的幅值越大，阀侧电流
直流含量越高。

2 逆变侧换流变故障性涌流的产生机理及
其特征
2.1
图 4 极Ⅰ低压阀组 D 桥换流变 T4 阀侧单相接地
Fig.4 Single-phase grounding at valve side of
D-bridge converter transformer T4 of pole Ⅰ
low pressure valve group

故障后阀通断情况分析同第一类故障。对于共
阳极阀，与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 V64 能够向 V24
正常换相，而与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 V44 向 V64 可

故障性涌流产生机理

当换流变阀侧发生接地故障，以 A 相接地故障
为例，根据 1.1 节的理论分析，A 相阀侧电流呈现严
重的正负半波不对称现象，直流分量较大。直流分
量会导致换流变铁芯产生偏置磁通，可能导致铁芯
进入饱和区域，进而产生励磁涌流，为与普通的励磁
涌流相区别，将该励磁涌流现象称为“故障性涌流”。
图 6 为由阀侧电流直流分量引起故障性涌流的示意
图，图中 Φ、I 分别为磁通、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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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阀侧电流直流分量引起故障性涌流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fault inrush current
caused by DC component at valve side

由图 6 可得，正常运行时，换流变铁芯工作在线
性区域，励磁电流幅值较小，且为上下对称的正弦
波；在换流变阀侧发生接地故障后，铁芯工作点发生
偏移，进入饱和区域，励磁电流波形发生畸变，产生
故障性涌流。此外，由于铁芯磁通不能突变，在阀侧
电流直流分量的影响下，换流变铁芯磁通发生偏置，
并逐渐达到饱和，在这一过程中，铁芯磁通的变化会
在换流变网侧感应出一定大小的直流电流，由于网
侧系统电阻的存在，直流电流将导致换流变端电压
产生非周期偏移，从而缩短铁芯进入饱和区的时间，
使故障性涌流产生的时间缩短［3］。
2.2 逆变侧换流变故障性涌流特征
由 1.2 节分析可知，故障所处换流桥的电压等级
越高，且与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间越长，
则换流变故障相阀侧电流的幅值越大，直流分量越
大，即当在换流变 T1 阀侧发生 A 相接地故障（故障点
K1），且故障发生于 V61 导通期间并造成 V61 向 V21 换相
失败时，换流变故障相阀侧电流幅值最大，直流分量
最大，故障性涌流最为严重。
在 PSCAD／EMTDC 仿真平台中搭建附录中图
A1 所示的 ±800 kV 直流输电系统仿真模型。利用
该模型对换流变 T1 阀侧 A 相接地短路（故障点 K1）进
行仿真分析。考虑到直流系统的非线性导致直流系
统对换流变阀侧故障的响应具有时间离散性［13⁃14］，
不同时刻故障可能引起换流阀通断情况的差异（即
换流阀正常关断和换相失败引起持续导通），如图 7
所示（图中涌流为标幺值）。图 7（a）给出了与非故障
相相连的共阳极阀 V61 分别在正常关断（故障时刻
0.488 s）和持续导通（故障时刻 0.491 s）下的换流变
T1 铁芯磁通及故障性涌流波形；图 7（b）给出了与故
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 V41 分别在正常关断和持续导
通下的换流变 T1 铁芯磁通及故障性涌流波形。
由图 7 可知，当故障发生于与非故障相相连的
共阳极阀（V61）导通期间并造成 V61 向 V21 换相失败

图 7 换流变 T1 铁芯磁通及故障性涌流波形图
Fig.7 Core flux and fault inrush current waveforms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T1

时，换流变故障相阀侧电流直流含量最高，对换流变
铁芯磁通抬升作用明显，故障性涌流产生时间最短
且幅值最大。以图 7（a）中涌流的第一波峰为例，V61
持续导通与正常关断下的涌流峰值分别为 0.304 p.u.
和 0.17 p.u.，变化量为 78.82 %，换相失败使得故障性
涌流幅值增大。当故障发生于与故障相相连的共阳
极阀（V41）导通期间并造成 V41 向 V61 换相失败时，换
流变故障相阀侧电流直流含量最小，对换流变铁芯
磁通的影响较小。以图 7（b）中涌流的第一波峰为
例，V41 持续导通与正常关断下的涌流峰值分别为
0.030 p.u. 和 0.105 p.u.，变化量为-71.43%，换相失败
使故障性涌流产生的时间变长。

3 故障性涌流对逆变侧换流变差动保护的
影响
3.1

换流变阀侧区外接地故障

当换流变阀侧发生区外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
相阀侧电流含有较高的直流分量，
继而产生故障性涌
流，即此时的换流变差动电流。初始阶段的差动电
流较小，随着故障性涌流的产生、发展，差动电流逐
渐增大，但由于故障性涌流的 2 次谐波含量较大，差
动保护能可靠闭锁。利用搭建的 PSCAD／EMTDC
仿真模型，以 A 相为例，对换流变 T1 阀侧进行区外单
相接地故障（故障点 K1）仿真。为了突出故障性涌流
对换流变差动保护的影响，故障时刻选取与 2.2 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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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此时故障相阀侧电流直流分量最大，故障性涌流
产生时间最短且幅值最大，对换流变差动保护动作
特性的影响最明显。
故障相换流变差动电流波形、差动电流 2 次谐
波含量如图 8 所示（图中差动电流为标幺值，后同），
其中 0.49 s 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由图 8 可得，换流变
阀侧区外发生接地故障后，故障初始阶段差动电流
的幅值较小，间断角较大，随着故障性涌流的产生与
发展，差动电流幅值逐渐增大，间断角逐渐减小。另
外，区外故障发生后，由于故障性涌流的 2 次谐波含
量较大，差动电流 2 次谐波含量远大于 2 次谐波制动
门槛，差动保护能够可靠闭锁。

图8

换流变 T1 阀侧区外单相接地故障差动
电流及其 2 次谐波含量
Fig.8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second order harmonic
content of out-zone single-phase grounding fault
at valve side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T1

3.2

换流变阀侧区内接地故障
当换流变阀侧发生区内单相接地故障，阀侧区
内故障时流经换流变阀侧绕组的电流与区外故障时
相同，也会有故障性涌流产生。但考虑到逆变侧故
障性涌流产生时间较长且在初始阶段幅值较小，因
此在故障发生后的初始阶段，差动电流主要取决于
区内故障电流，受故障性涌流影响较小，差动电流谐
波含量相对较低，保护能够正确动作。以 A 相为例，
对换流变 T1 阀侧进行区内单相接地故障（故障点 K1）
仿真，故障相换流变差动电流波形、差动电流 2 次谐
波含量如图 9 所示。
由图 9 可得，区内故障发生后的初始阶段，差动
电流幅值主要取决于区内故障电流，波形完全偏于
时间轴一侧，并且由于傅氏算法的暂态过程［15］，2 次
谐波出现“冒尖”现象，在故障发生后，由于故障性涌
流处于初始发生阶段，差动电流受故障性涌流影响
较小，2 次谐波含量低于制动门槛，差动保护能够正
确动作。
3.3 换流变阀侧区外转区内接地故障
当换流变阀侧发生转换性故障，即故障由区外
转移至区内，在区外故障发生后至故障发生转移之
前的阶段，换流变差动电流即为故障性涌流，初始阶
段的差动电流较小，随着故障性涌流的发展，差动电




图9

换流变 T1 阀侧区内单相接地故障差动
电流及其 2 次谐波含量
Fig.9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second order harmonic
content of in-zone single-phase grounding fault
at valve side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T1

流逐渐增大，但由于故障性涌流的 2 次谐波含量较
大，差动保护能够可靠闭锁；当故障由区外转移至区
内时，此时的差动电流为区内故障电流叠加故障性
涌流，故障性涌流幅值较大且含有大量的 2 次谐波，
可能导致换流变差动电流 2 次谐波含量高于保护设
定阈值的 15%，引起差动保护误闭锁。以 A 相为例，
对换流变 T1 阀侧进行单相区外转区内接地故障（故
障点 K1）仿真。其中，区外故障时刻选为 0.49 s，并在
区外故障发生 2 个周期（0.04 s）后转为区内故障，故
障相换流变差动电流波形、差动电流 2 次谐波含量
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换流变 T1 阀侧单相区外转区内故障差动
电流及其 2 次谐波含量
Fig.10 Differential current and second order harmonic
content of out-zone to in-zone single-phase
grounding fault at valve side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T1

由图 10 可得，在区外故障发生后转换为区内故
障之前，差动电流逐渐呈现故障性涌流特征，且故障
性涌流幅值逐渐增大，因此当故障由区外转换到区
内，由于故障性涌流 2 次谐波含量较大，换流变差动
保护误闭锁，导致换流变差动保护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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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动保护误闭锁解决方案

根据本文 1.1 和 1.2 节的分析，在换流变阀侧发
生单相接地故障后，短路电流流经换流阀，由于阀的
单向导通性，短路电流偏于时间轴一侧，存在直流分
量。因此可根据故障电流直流分量这一特征对换流
变阀侧接地故障进行判别。以 A 相为例，在换流变
阀侧区内单相接地故障后，短路电流流通路径如附
录中图 A3 所示，本文规定流入换流变方向为电流正
方向。
由图 A3 可知，当换流变阀侧发生区内单相接地
故障后，对于 A 相，由于故障点位于区内，因此故障
电流通过与故障相直接相连的共阳极阀（V4）流经阀
侧电流互感器，该电流为流入换流变方向，波形偏于
时间轴上方，直流分量为正。
对于换流变阀侧区外接地故障，故障后短路电
流流通路径如附录中图 A4 所示。由于 A 相故障点
位于区外，因此故障电流通过与非故障相直接相连
的共阳极阀（V6）流经阀侧电流互感器，该电流为流
出 换 流 变 方 向 ，波 形 偏 于 时 间 轴 下 方 ，直 流 分 量
为负。
对 3.3 节案例进行仿真分析，得到换流变故障相
阀侧电流（标幺值）如图 11 所示。由图可知，转换性
故障发生时，阀侧电流直流分量出现非常明显的“由
负变正”极性反转特征。经计算，区外故障和区内故
障后 0.02 s 内的阀侧电流直流分量平均值分别为
-0.936 9 p.u. 和 0.123 6 p.u.，故可以准确识别该类故
障，有效防止转换性故障带来的差动保护误闭锁现
象。限于篇幅，具体实施方案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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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故障相相连的共阳极阀导通时间越长，换流变故
障相阀侧电流直流分量越大，则对换流变铁芯磁通
抬升效果越明显，故障性涌流产生时间越短且幅值
越大。
（2）当逆变侧换流变阀侧发生区外转区内故障
时，随着故障性涌流的产生及发展，逐渐增大的 2 次
谐波含量会导致差动保护误闭锁。此外，故障后换
流变阀侧电流直流分量越大，故障性涌流产生的时
间越短且幅值越大，对换流变差动保护的影响就越
明显。针对上述现象，本文利用转换性故障发生后
故障相阀侧电流直流分量出现“从负到正”极性反转
这一特征，对差动保护闭锁方案进行改进，能够有效
识别因故障性涌流造成的保护误闭锁，确保差动保
护的可靠性。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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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inrush current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verter-side converter transformer
and its influence on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ZHENG Tao1，GUO Xingchao1，HU Xin1，YU Yue2，ZHENG Xianzhou1，WANG Xingguo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lternate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wi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2. China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192，China）

Abstract：Since fault inrush current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may be initiated by the grounding fault at
valve side of inverter side of UHVDC system，the difference of valve bridge on-off condition with fault at
converter bridge of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is discussed，the fault current characteris⁃
tics at valve side after commutation failure are analyzed，an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ault inrush current at inverter side are described. On this basis，th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fault inrush current are analyzed. Re⁃
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inrush current may cause mal-block of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at the tran⁃
sition of out-zone fault to in-zone fault of converter transformer，aiming at this problem，
a novel solution
scheme to prevent mal-block of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ari⁃
ty reversal of valve side DC component when fault occurs. Simulative results on PSCAD／EMTDC verify
the correctnes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Key words：HVDC power transmission；converter transformer；differential protection；commutation failure；fault
inrush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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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逆变侧极 I 换流变阀侧单相接地故障示意图
Fig.A1 Schematic diagram of single-phase grounding fault at valve side of pole I converter transformer
at rectifi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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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V41 向 V61 换相期间故障电路
图 A2 第一类故障共阳极阀换相期间故障电路
Fig.A2 Fault circuit of common anode valve during commutation for first type of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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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阀侧区内故障电流流通路径
Fig.A3 Current flow path of in-zone fault at valve side
Idh
V2

V6

V4
Y0/Y换流变

c

b

YY

a

EC
EB
EA

f
V5

V3

V1

图 A4 阀侧区外故障电流流通路径
Fig.A4 Current flow path of out-zone fault at valve s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