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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前提：电网稳定

传统能源发电系统

一次能源 可储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二次能源 可控

一次能源 不可储
如太阳能、风能等

二次能源 不易控

vs

新能源发电系统

功率CPU 算法CPU

传统能源-同步发电机 新能源-逆变器

稳定性 电压源 电流源

频率稳定性 强惯性 无惯性

波形 正弦波 正弦波+谐波

控制能力
励磁调节器（功率控制）

励磁附加控制（稳定支撑）

调速器（频率控制）

功率控制

故障穿越
发电侧的半导体化
需依赖电网提供启动电压

发电侧机械结构化，
可提供稳定电压与频率惯量

新能源发电的前提是电网稳定
作为电流源，依靠传统机组建立稳定电压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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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新能源渗透率提高，电站短路比SCR降低，逐步呈现弱网并网趋势

电站短路容量比 (Short Circuit Ratio) —— GB38755 - 2019《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2020年2月发布）首次定义短路比

电站并网点的电网短路容量与电站额定装机容量的比值，衡量功率的注入对局部电网的电压质量和电压稳定性的影响，反映电网的强弱
短路容量比越大表示电网越强，吸纳电站发电能力越强。

光伏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同步机

光伏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负载
同步电厂容量

负载

同步机

同步机

同步机

并网点

光伏发电厂容量 同步电厂阻抗

同步机

同步机

同步机

2

光伏电站位置越来越 偏远

光伏电站接入规模 递增，传统发电厂逐步 退减

1

...

1 输电线缆 越远，并网点 等值阻抗越大

2 传统发电厂 退减，并网点 等值阻抗越大
电站短路容量比

(SCR) =
电站装机容量

电站并网点电压2

电站并网点等值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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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逐步成为主力军，电网强度迎来稳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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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网机端SCR 新能源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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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主要受局域电网渗透率影响
未来5年，随着渗透率增加

电站弱网并网几率将大大升高

基于局部地区Bloomberg新能源渗透率及SCR估算

电网SCR随渗透率提升而降低，并随着发电侧组成比例动态波动

时间

负
载

 /
 发

电
 （

G
W

）

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

总负荷
净负荷 （传统火电）

同步发电机
占发电主导，SCR较高

风力发电
占发电主导，SCR较低

风力、光伏发电
占发电主导，SCR较低

同步发电机
占发电主导，SCR较高

电网系统特性 动态随发电侧组成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 AEMO Annual Planning Report, Typical Day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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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

西班牙
西班牙与法国交流传输容量仅为数GW，西班牙区域电网等同独立电网

澳大利亚
交流传输容量不足，州际传输功率不足3%，各州几乎是独立电网，
导致南澳问题突出

2017年统计数据

州 新能源渗透率 弱网面积 光伏电站规模

新南威尔士 14% 16% 500 MW

昆士兰 20% 22% 1000 MW

维多利亚 14% 18% 500 MW

南澳大利亚州 50% 44% 300 MW

SCR范围

1.5 42

基于澳洲电网网架数据进行短路容量估算国内电力科学院仿真计算数据

数据来源：Entsoe中国东北
某电站接入时SCR=2.0，随后续更多电站接入SCR降低至1.8

某电站接入可行性研究

上级电网

电站接入点
总短路容量=253MVA

项目A
100MW
SCR=2.0

项目A+项目B
120MW
SCR=1.8

部分区域级电网渗透率高，弱电网/独立电网特性已显现

地点 电压等级 项目规模 短路比 SCR 

黑龙江昌德 35kV 120MW 1.83

宁夏石嘴山 110kV 420MW 2.23

新疆五彩湾 220kV 300MW 2.04

青豫直流（青海侧） 750kV -- 1.50 （要求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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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能源渗透率下电网运行更易受外界影响，多地已出现电网事故

电压崩溃

频率崩溃

澳大利亚 极端天气下的连续故障

2016年9月28日，新能源渗透率高达50%的南
澳大利亚州，受台风和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引
起电压跌落导致大量风机脱网。累计6次电压跌落
期间，致使南澳大利亚州大停电50小时。

数据来源：中国电科院，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与电网的融合、互动与控制

新能源
渗透率

~50%

英国 新能源逐步替代传统火电 致系统惯量下降

2019年8月9日下午5点左右，英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
大停电起源于英格兰的中东部地区及东北部海域，最终
造成英格兰与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停电，约有100万人受
到停电影响。

新能源
渗透率

~38%

数据来源：PSD

小巴德福燃气电站停机，
损失发电730MW，
系统频率开始下降

霍恩海上风电大量脱网
出力突降约900MW

系统频率大幅
下降至48.9Hz

超出允许波动范围
（49.8Hz ~ 50.2Hz）

启动低频减载，切除负荷



Huawei Confidential7

新能源电网适应性标准在不断演进，对支撑电网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

2018201620122011

中国新能源电站标准
GB/Z 19963-2005
GB/Z 19964-2005

德国中压标准
BDEW-2008

德国超高压标准
Trans-2007

2008200720052001

德国低压标准
VDEW-2001

20202019

中国新能源电站标准
GB/Z 19963-2011
GB/Z 19964-2012

中国新能源电站
稳定性要求

报批稿

早期标准：技术要求简单

异常电压、频率不脱网

德国 VDE4105谐波标准
德国 VDE4110故障穿越
德国 VDE4120故障穿越

2018

澳大利亚故
障穿越标准

NER V120-201904

新国标故障穿越标准
2019-5

国标建模标准
2016

德国建模标准
2018电网要求、相应标准要求逐步提高

谐波含有量低、阻抗特性好、故障穿越时效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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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电网标准修订加速

2020.1 GB38955安稳导则
青豫、张北柔直工程准备投运

2020.5 低频振荡问题困扰电站接入

2019.9 NERC电监会新规

2020.6 墨西哥CENACE延缓
风光接入

2019.6 – 西班牙NTS修订；
Canary岛作为低SCR试点

2019.8 – 大停电，英国电网公司识别低
SCR电网问题

2020.4 – 印度电网码启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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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站不满足电网要求，并网问题突出，损失客户投资利益

南澳基本服务委员会(ESCOSA) 推行逆变器并网新要求

澳洲多个集中式方案光伏电站，不满足电网新要求
导致电站无法并网，造成客户经济损失

旧标准 2019年 新标准

逆变器 SCR 2 1.5

故障穿越 持续720ms，1次 持续1800ms，15次 

动态无功支撑 无要求 40-70ms 快速响应

有功恢复 无要求 100ms 快速恢复

故障穿越震荡 无限制 禁止

电磁暂态
仿真模型

无强制
要求

强制
与真机响应严格一致

Bungala Solar Farm

逆变器：欧洲SXX厂家
因不满足新并网条件，
二期110MW 仅20MW并网

Kaimal Solar Farm

逆变器：欧洲IXX厂家
业主额外采购 大容量同步调相机
保障稳定并网

Greenough Solar Farm

逆变器：欧洲某厂家
多个项目并网不达标，无法并网
EPC RCR Tomlinson
需赔偿业主损失，最终破产

Kennedy 
Solar-wind-Storage 
Farm

因并网要求不达标，该风光储电站 
建成后半年仍未并网

信息来源：Renew Economy

南澳大利亚

风光渗透率

>50%
SCR 低至

<2
电网不稳

大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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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光伏并网控制能力强，有效支撑全场景电网环境下稳定运行

测得准 控得稳+

全电网场景 稳定运行

不脱网、不降额、优质电

主动谐波抑制

THDi<1%
支持弱电网下运行

机端SCR=1.5
弱电网故障时

快速稳定故障穿越

  功率稳定

  高低压穿越

  谐波抑制

  精确感知1

2

3

4

阻抗重塑算法 智能串补自适应算法 宽频带动态阻尼算法

智能FRT振荡抑制算法

电网态势感知技术 电网故障智能感知算法 高精度谐波分析技术 …

智能电压恢复尖峰抑制算法 …

阻抗自矫正控制器 虚拟APF 谐波定频/筛选控制算法 自适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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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首个通过中国西藏电科院低电压穿越性能测试

2019年8月
西藏德琴日喀则光伏电站

国网西藏电力发电模型参数优化
及光伏电站特性检测试验

…旨在减小故障情况下光伏
电站低电压穿越特性对电网
的冲击，提升光伏电站支撑
电网稳定运行的能力。

…祝贺贵司成为国内第一家
通过该项测试的逆变器厂家，
体现了华为逆变器良好的电
网适应性能…

感谢信

LVRT期间要求具备持续的有功电流输出能力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在LVRT期间，在稳定控制无功电流输出的前提下，
通过提升有功电流控制能力，保障逆变器在LVRT暂态和稳态冲击下的
并网稳定性，持续输出有功无功功率支撑电网快速恢复。 

LVRT结束逆变器要具备有功功率快速恢复能力
低电压穿越结束后的有功电流恢复梯度：200%In/s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能够快速识别LVRT状态，在LVRT恢复时通过实时
快速的功率控制，保障持续不间断的功率输出。在LVRT结束后，有功
功率在0.5s内恢复至故障前水平，降低电站因LVRT造成的有功功率/
频率不稳定风险； 

要求70%Un以上逆变器具备持续并网运行能力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具备LVRT曲线可设置接口，支撑轻度LVRT70%Un
以上长时并网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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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网适应性能得到电科院认可

新标 GB/T 37408-2019认证 (专门针对HVDC环境制订） 弱电网适应性认证 （全工况稳定运行、稳定故障穿越、THDi<1%）

产品型号 检验项目

SUN2000-
196KTL-H0

电流谐波
（弱电网工况）

有功功率控制
（弱电网工况）

低电压穿越
（弱电网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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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完成澳洲电网新电网码准入测试，获得首例批准

2019年2月 
澳洲新电网码对高低穿性能提出了全球最严苛要求。

2019年8月 
澳洲维多利亚州某85MW光伏项目（SCR1.5）
采用华为1500V智能光伏控制器控制算法，制作
PSCAD电网仿真模型（类真机效果），助力客户一次
性通过电网准入，获得澳洲首例批准。

故障穿越反复振荡 抑制效果对比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其他厂家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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