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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网换相换流器高压直流 (line commutated converter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 LCC-HVDC)在逆变侧交流系统

故障时，容易出现换相失败。换相失败预测 (commutation
failure prevention , CFPREV)是避免换相失败的主要手段，

为解决其给定阈值不能满足所有故障工况的问题，从换相

失败原理出发，分析 CFPREV启动阈值和触发角调节量增

益与换相失败之间的关系、交流母线电压对启动阈值和触

发角调节量增益的影响以及故障时刻对启动阈值的影响，

提出以交流母线电压为指标，对启动阈值和增益进行优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换相失败免疫能力。通过 PSCAD/EMTDC
电磁暂态仿真平台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优化后的

CFPREV相比于常规的 CFPREV能够更有效地抑制换相失

败的发生。

关键词：高压直流输电；换相失败；CFPREV；启动阈值；

触发角调节量；增益

Abstract：When a failure occurred in the AC system at the in-
verter side of the line commutated converter-based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abbr.  LCC-HVDC)  power  transmission  grid,
then the commutation failure is  easy to occur.  For  this  reason,
the  commutation  failure  prevention  (abbr.  CFPREV)  is  the
main  measure  to  avoid  the  commutation  failur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given CFPREV threshold could not suit to all
fault  conditions,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commutation
fail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commutation  failure  and  the  two
factors,  i.e.,  the  CFPREV  start  threshold  and  the  regulating
quantity gain of trigger angle was analyzed, similarly the influ-
ence of AC busbar voltage on CFPREV start threshold and the
regulating quantity  gain  of  trigger  angle  as  well  as  the   influ-
ence  of  the  time  of  failure  occurrence  on  the  CFPREV  start
threshold were  analyzed.  It  was  proposed  that  taking  AC bus-
bar  voltage  as  indicator  the  CFPREV  start  threshold  and  the
gain were optimized, so the immunity for the commutation fail-
ure was improved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erified  by  the  simulation  on  PSCAD/EMTDC  platform,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CFPREV start threshold the optimized CFPREV start threshold
can suppress  the  occurrence  of  commutation  failure  more   ef-
fectively.

Keywords：HVDC power transmission；commutation failure；
CFPREV；start threshold；trigger angle adjustment；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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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大力建设，电网

已出现“强直弱交”的特性，当受端的弱交流电

网故障时容易引起换相失败的产生 [1-4]。高压直流

输电系统中主要采用熄弧角控制作为逆变侧的控

制策略，通过将熄弧角设置在既定区间，能够避

免熄弧角过小产生换相失败 [5-6]。换相失败预测

(commutation failure prevention, CFPREV)技术采用

预测型熄弧角控制，可以有效降低熄弧角的减小，

抑制换相失败 [7]。

由于 CFPREV的有效性取决于启动阈值和触

发角调节量增益的选取，若其值设置不合理，易

造成 CFPREV不正常动作，无法有效抑制换相失

败。根据工程经验，常采用换流母线电压幅值的

75%~85% 作为 CFPREV 的启动阈值 [8]，若取值不

当，会影响 CFPREV的启动速度。文献 [9]通过

减小 CFPREV的启动阈值和增大增益系数，在一

定程度上减小了换相失败的发生几率。为了减小

换相失败给电网带来的功率冲击，对 CFPREV环

节的启动门槛值进行优化，改善了多馈入直流的

协调恢复 [10]。文献 [11]通过优化预测控制中的触

发角调节量增益，改善了无功功率的恢复过程。

在系统大扰动下，文献 [12]针对受端电网的电压

稳定和无功需求，优化了预测控制的启动阈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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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文献 [13]在仿真中优化整定参数，改善了

控制增益、启动阈值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换相失败。综上所述，启动阈值对换相失败预

测环节的作用影响很大，增益的不同会改变换相

裕度的大小，选择能够适应不同运行工况的启动

阈值和增益，可以提高直流输电系统应对换相失

败的能力。

本文首先根据 CFPREV原理分析不同故障程

度下阈值和增益与换相失败结果之间的关系，以

及故障时刻对启动阈值的影响。根据交流母线电

压会直接影响启动阈值和增益，选取交流母线电

压作为指标量，对启动阈值和增益进行优化；将

故障发生时刻转化为半个周期内的电角度，通过

半个周期内的故障起始角来选取合适的启动阈值。

此外，根据电压降落的大小，输出合适的增益。

基于 CIGRE 标准测试系统的计算分析，在 PSCAD/
EMTDC中验证优化后的 CFPREV对比常规的

CFPREV能更有效地抑制换相失败。 

1    换相失败与预测控制

换相失败是指电网换相换流器高压直流 (line
commutated  converter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
LCC-HVDC)采用晶闸管进行换流时，在换相过

程结束后，2个换流阀中一个阀电压变为正向时

与另一个预先导通的阀发生了倒换相 [14-16]。

以六脉波换流器为例，在换相过程中回路方

程为 [17]

LC
dikt(t)
dt
−LC

digd(t)
dt

=
√

2UL sin(ωt) (1)

式中：LC 为换相电感； ikt(t)和 igd(t)是阀臂上的

开通电流和关断电流；UL 为交流母线线电压有效

值；ω 为系统角频率。

换相面积 A 由式 (1)进行积分而得：
A = 2LCId =

1
ω

w π−β+µ
π−β

√
2UL sin(ωt)dt

α + β = π
γ = β−µ

(2)

式中：Id 为直流电流；γ 为关断角；α 和 β 为触发

角和触发超前角；μ 为换相角。式 (2)化简后可以

得到系统在稳态运行下关断角的表达式

γ = arccos
 √2ωLCId

UL
+ cosβ

 (3)

当交流系统发生故障时，Id 增大，UL 降低，

此时 μ 增大，从式 (2)可知，若保证 A 不变，关

断角 γ 将减小。当 γ≤γmin 时，换相失败发生，受

材料特性的影响，晶闸管关断时间达 400μs，则

极限关断角 γmin 取值为 7°。
图 1为CFPREV的控制原理。图中：ua、ub、uc

为交流系统的三相电压；DIFF_LEVE和 αβ_LEVEL
分别表示单相故障和三相故障的启动阈值；Δα
为 CFPREV输出的触发角调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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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FPREV 控制原理

Fig. 1    The control principle of CFPREV
 

 

图 1中，CFPREV环节由上下 2部分构成，

上部根据交流系统单相故障时，母线电压有零序

分量的特点进行检测。当零序分量大于单相阈值

时，启动控制，输出一定的触发角调节量 [18]。交

流系统发生三相故障时，下部通过 α/β 转换检测

电压的下降幅度。若三相阈值 αβ_LEVEL大于 uαβ
与稳态时该量的差值，则输出触发角调节量。

以三相故障为例，触发角调节量为

∆α =

{
Gc max∆uαβ,∆uαβ > ulevel

0,∆uαβ ⩽ ulevel
(4)

式中：Δuαβ 为电压降落的最大值；ulevel 为启动阈

值；Gc 为触发角调节量增益。

逆变侧触发角 αi 大小由预测环节输出的触发

角调节量 Δα 和逆变侧触发超前角 βi 共同决定，

数学表达式为

αi = π−βi−∆α (5)

三相故障出现时，预测环节通过 Δα 来改变

触发角 αi，使换相的裕度增加，进而抑制换相失

败的发生。 

2    换相失败预测环节的影响因素

Ulevel

Ulevel Ulevel

换相失败的抑制效果受 CFPREV启动阈值

和增益系数 G 共同影响。其中，启动阈值

的取值会影响 CFPREV投入的快慢，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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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当则触发角调节启动偏慢甚至不启动，降低

了控制环节对换相失败的抑制水平。G 的取值会

影响 CFPREV 输出的触发角调节幅度，选取不当

则不能充分提升换相裕度。需要对启动阈值和增

益进行优化，来减小换相失败出现的几率 [19]。 

2.1    启动阈值与换相失败结果的关系分析

u0 uαβ

CFPREV将逆变侧交流母线电压 U 处理后的

量 和 作为换相失败发生与否的指标量，换相

失败 (commutation failure，CF)与故障水平 (fault
level，FL) 之间，FL与 U 之间存在不能显式表达

的非线性关系。因此 CF与 U 之间也存在不能显

示表达的非线性关系。用 FL 表示 FL，当 CF为 1时

换相失败发生，CF为 0时不发生。FL 定义为 [20]

FL =
U2

ωLfPd
×100% (6)

式中：Lf 为故障电感；Pd 为直流系统输送的额定

功率。其值越大，表明故障越严重。

在 CIGRE标准测试模型上仿真分析阈值、

CF和 FL之间的关系。运用不含 CFPREV和含固

定阈值的 CFPREV模型进行对比，在换流母线处

设置单相和三相短路故障 (故障时刻为 2 s，持续

0.3 s消失，故障电感以 0.01 H为间隔从 0.1 H到

1 H变化)。表 1、2为固定阈值和增益在不同故

障程度下对换相失败结果的影响。

从表中可以看出，固定阈值下，单相故障在

FL=40%左右时和三相故障在 FL=20%左右时，换

相失败不发生。对于其他故障程度，采用固定阈

值的 CFPREV不能有效启动应对换相失败发生。

可以通过对阈值进行优化来提升 CFPREV环节的

调节速度和作用范围。 

2.2    触发角调节量增益与换相失败结果的关系分析

当交流系统出现故障时，CFPREV启动，由

式 (4)可知，其增益的大小会影响输出触发角的

幅值，进而影响换相失败的结果。采用含相同阈

值不同增益下的 CFPREV，设置单相和三相短路

故障（经不同电感值接地，其值从 0.1 H到 1 H，

间隔 0.01 H。故障时刻为 2 s，持续 0.3 s），仿真

得到在不同故障程度下增益对换相失败结果的

影响。

从表 2中能够发现，在不同故障程度下，增

益为 1.2、比增益为 0.8时抑制的故障工况更多。

在不同故障程度下，触发角调节量的需求也会相

应改变，可以通过对增益进行优化，使其充分发

挥系统的换相裕度。 

2.3    故障时刻对启动阈值的影响分析

α′ µ′
图 2为逆变侧交流系统发生对称故障时，故

障时刻对换相过程的影响。图中： 和 为预测

环节启动调节后的触发角和换相角；γmin 为调节

后的最小关断角；tf 为故障发生时刻；t1 和 t2 表
示换相开始和结束时刻。蓝色线条为故障后减少

的换相面积以 A1表示；绿色线条是增大触发超

前角补偿的换相面积以 A2表示。

当故障出现在换相过程前，CFPREV输出

Δα 来增大换相裕度，要想不发生换相失败则 A1
小于等于 A2，当 A1=A2时，有：

 

表 1    不同故障程度下固定阈值对换相失败结果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fixed threshold on the result of
commutation failure under single/ three-phase fault

 

FL/%
CF

单相阈值0.05 三相阈值0.2 不含CFPREV

0 0 0 0

10 0 0 0

20 1 0 1

30 1 1 1

40 0 1 1

50 1 1 1

60 1 1 1

70 1 1 1

80 1 1 1

90 1 1 1

100 1 1 1

 

表 2    增益对换相失败结果的影响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gain on the result of

commutation failure
 

FL/%
CF

单相增益0.8 单相增益1.2 三相增益0.8 三相增益1.2

10 1 0 0 0

20 0 0 1 0

30 0 0 1 1

40 1 0 1 1

50 1 1 1 1

60 1 1 1 1

70 1 1 1 1

80 1 1 1 1

100 1 1 1 1

第 39 卷 第 5 期 闪志成等：基于自适应阈值的换相失败预防优化 617

现代电力，2022，39（5）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w α
α′

√
2ULf sin(ωt)d(ωt) +

w π−γmin

π−γ

√
2ULf sin(ωt)d(ωt) =w π−γ

α

√
2(UL−ULf) sin(ωt)d(ωt)

cosα′ =
(UL−ULf)(cosα+ cosγ)+ cosγ−ULf cosγmin

ULf
+

cosα
(7)

式中：γ 和 α 为稳态时的关断角和触发角；ULf 为

故障时换相电压线电压有效值。可以看出调节后

触发角大小与 UL 有关，两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如图 2(b)所示，故障时刻靠近 t1 时，A1变

大。若维持原触发角调节量 Δα 不变，则 A2变小，

不利于本次换相过程，易发生换相失败。若故障

时刻靠近 t2 时，A1变小，对本次换相失败影响

越小，但存在对下一次换相过程造成换相失败的

风险。因此应合理的选择触发角调节量来降低发

生的风险。

当故障发生在换相过程中时，要想不发生换

相失败则 A1小于等于 A2，当 A1=A2时，有w α
α′

√
2UL sin(ωt)d(ωt)+

w γmin

π−γ

√
2ULf sin(ωt)d(ωt) =w π−γ

ωt f
(UL−ULf) sin(ωt)d(ωt)

解得

cos(ωtf) =
UL(cosα′− cosα)+ULf(cosγmin+ cosγ)

UL−ULf
−

cosγ
(8)

联合式 (7)(8)可知，故障时刻与换相线电压

有效值有关，每一个确定的故障时刻下都有与之

对应的交流母线电压。由于启动阈值的设定与电

压相关，只能对某一时刻下的电压降落值起作用，

对其他故障时刻下的电压降落值不起作用，进而

造成某一时刻下 CFPREV启动，另一故障时刻下

CFPREV不启动，因而阈值的优化须计及故障

时刻。 

2.4    触发角调节量增益的影响分析

故障发生时，逆变侧交流系统故障越严重，

相应的电压变化量越明显。为保证换流阀正常工

作，CFPREV启动后，其输出触发角调节量的值

与触发角调节量增益有关。此时换相面积为

A′ =
w π−γmin
α′

√
2ULf sin(ωt)d(ωt) =

√
2ULf(cosα′+ cosγmin) (9)

系统稳态运行时，换相面积 A 如式 (2)所示，

当 A=A′时，有：

α′ = arccos
[

UL
ULf

(cosα+ cosγ)− cosγmin

]
(10)

以三相故障为例，当 CFPREV启动后，检测

到电压降落值 Δuαβ，由式 (4)此时有：

α′= arccos
[

UL

ULf
(cosα+ cosγ)− cosγmin

]
=

α−Gc max∆uαβ (11)

由式 (11)可知，CFPREV启动后，交流母线

电压的大小影响增益，2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当

故障时刻确定时，触发角调节量的大小会影响换

相面积的大小，而其值与故障后电压有关，其电

压的不同会影响启动阈值和增益。因此，可从交

流母线电压入手对阈值和增益进行优化。 

3    预测环节改进思路
 

3.1    启动阈值的优化

在交流母线处设置不同的短路故障来模拟实

际中不同的故障工况，再通过多重运算大量仿真

找出不同故障下抑制换相失败效果最好的阈值。

由于不同故障下会导致交流系统故障母线有不同

 

(a) 故障在换相过程前

0

U

t2t1tf

γmin

α′

γ

α

(b) 故障在换相过程中

t2t1

tf

γmin
U

0 γ

α′

α

µ'

µ

µ'

µ

ωt

ωt

图 2    故障时刻对换相过程的影响

Fig. 2    The influence of fault time on commu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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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压下降水平，通过大量的仿真数据对故障母

线电压与阈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曲线进行线性拟

合，拟合成多段线性函数。用表格的形式来表示

多段 (n 段)线性函数。表 3为交流母线电压与阈

值之间的关系。
  

表 3    交流母线电压与启动阈值之间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 bus voltage and

start threshold
 

逆变侧换流变
交流母线电压最低值/pu 启动阈值

[U1,U2) Ulevel1

[U2,U3) Ulevel2

[U3,U4) Ulevel3
.
.
.

.

.

.

[Un,Un+1) Uleveln
 
 

表中 Ulevel=f(Urms)，即阈值与电压之间拟合

成了线性关系。根据交流母线有效电压与单相阈

值和三相阈值的关系表对换相失败预测环节进行

改进。 

3.2    计及故障时刻的阈值优化

故障时刻的不同会致使交流母线电压不同，

进而影响启动阈值。对故障时刻进行判定，当逆

变侧发生故障时，通过将交流母线电压 U 输入到

电压过零点检测环节中，经过数学运算得到故障

发生前的电压正向过零点时刻。通过对故障发生

前过零点时刻与故障时刻的逻辑运算，可以将故

障时刻转换为四分之一个周期 (0.005s)内的电角

度，根据电角度的大小进行阈值的选择。图 3为

故障起始角。
  

0

t0

U(t)

t1

Δt

tfault

θ(Δt) t/s

图 3    故障起始角
Fig. 3    Starting angle of the fault 

 

θ(∆t)图 3中： 为故障时刻所对应的角度，即

故障起始角；tfault 为故障时刻；t0 为故障前的电

压过零点时刻；t1 为四分之一周期的时刻。通过

仿真发现，单相故障起始角在 0°~30°和 30°~180°
时有相对应的启动阈值，单相流程如图 4所示。
 
 

是 否

故障时刻

逻辑运算

故障前电压过零点时刻

同一故障时刻下，
大量仿真找寻

最优阈值和对应
的交流母线电压

关系表1

阈值1 阈值2

关系表2

故障起始角大于
30度？

换相失败次数
减少，有改善

电压与阈值
之间的关系表

交流电压U

图 4    计及故障时刻的单相自适应阈值流程

Fig. 4    The flowchart of single phase adaptive threshold
taking the time of failure into account

 

 

具体实施步骤：

1) 在直流测试系统模型下对同一故障时刻下

进行大量仿真，通过仿真数据选取最优的单相

阈值。

2) 由于交流母线电压与单相阈值存在非线性

关系，对其线性拟合得到其与阈值之间的关系表。

3) 对半个周期的故障时刻进行大量仿真，得

到故障时刻在 0°~30°和 30°~180°的单相阈值关

系表。

4) 对不同故障时刻下的单相接地故障进行判

断，选择与之对应的关系表，进而输出合适的

阈值。

三相接地故障的阈值选择，其具体操作与单

相类似。仿真发现，故障时刻在 0°~40°和 40°~180°
有相对应的启动阈值，结合阈值和电压的关系表

得到计及故障时刻的三维图。

图 5中，根据对故障时刻所对应的角度判断，

输出合适的启动阈值，能更灵敏地启动 CFPREV
来减少换相失败的发生。 

3.3    增益系数的优化

增益系数 G 的取值会影响 CFPREV输出触发

角调节量的大小，合适的增益可以留有足够的换

相裕度。由于增益系数与交流母线电压存在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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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与启动阈值优化类似，对电压压降和增

益之间进行拟合形成分段线性函数。根据对故障

时压降的判断输出合适的增益。 

3.4    不同短路比下的适应性分析

在 CIGRE模型上设置接地电感为 0.01 H到 1
H的单相和三相短路故障工况，采用不同的短路

比 (short circuit ratio,SCR)模拟不同强度交流系统

下本方法的适应性。首先在 SCR等于 3和 4的情

况得到最优阈值曲线；然后，更改逆变侧的

SCR值，得到不同 SCR下直流系统换相失败发生

概率，如图 6所示。

从图 6可见，采用 SCR为 3和 4的自适应阈

值和增益，对 SCR小于等于 2的交流系统，所提

策略没有效果，换相失败发生概率没有减小。当

SCR在 2到 4之间时，自适应阈值和增益在减少

换相失败概率上都优于固定的值。SCR为 3下的

自适应阈值和增益其抑制换相失败的效果在系统

SCR大于 3时可以减少换相失败发生，而 SCR
为 4下得到的单相和三相自适应阈值和增益在交

流系统 SCR大于 4时，换相失败发生概率大幅减

小。根据不同系统下短路比的离线仿真数据，当

工程实际中出现故障时，通过事前的仿真数据，

进行预防可以抑制换相失败发生。 

4    算例分析

使用含常规 CFPREV的 CIGRE 标准测试模

型，其中单相阈值设置为 0.05，三相阈值为 0.2，
其增益系数均为 0.8，受端交流系统 SCR为 4，
其他参数设置不变，只对 CFPREV环节的阈值和

增益进行优化改进。当 CFPREV启动后，α 会瞬

间减小，逆变侧消耗的无功功率会迅速增大，此

时逆变站的动态无功特性会威胁受端电网电压的

稳定性。因此 CFPREV输出的 Δα 有上限值 Δαmax，
本文 Δαmax 取 0.5rad。

工况：设置单相短路故障，从 1.5 s开始，持

续 0.5 s，步长为 1 ms逐渐改变故障发生时刻，同

时从 0.25 H至 0.8 H改变故障电感。其余 2种工

况单相和三相短路故障下系统响应特性如附录所示。

由图 7(a)中可知，优化后的 CFPREV对比常

规的 CFPREV换相失败次数减少，其换相失败概

率从 68.18%降低到 32.58%。

同理，对于三相短路故障，从 0.35 H至 0.9
H改变故障电感，其结果如图 7(b)所示，可以看

出对比常规下的 CFPREV，优化后的 CFPREV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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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 CIGRE 模型的不同故障时刻下阈值选择

Fig. 5    CIGRE model-based threshold selection under
different fault occurrenc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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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失败次数减少，其换相失败概率由 66.67%降

低到 36.36%。因此，优化后的 CFPREV能更有效

地防止发生换相失败。 

5    结论

1) CFPREV中启动阈值和触发角调节量增益

的不同会直接影响换相结果，受故障时刻的影响，

故障时刻不同影响交流母线电压进而影响启动阈

值的取值，电压压降大小影响触发角调节量增益。

2) 以交流母线电压为指标对启动阈值和触发

角调节量增益进行优化，优化后的启动阈值和触

发角调节量增益避免了实际中取值依靠工程经验

值的问题，提升了换相失败的预防能力。此外，

CFPREV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电压跌落过低时，

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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