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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聚变堆混合配电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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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聚变实验堆CFETR是我国下一代的大型聚变装置，其概念设计基于EAST和ITER装置。本文讨论了CFETR的

负荷特性，根据其特性设计了配电网结构，即基于传统的交流电网的脉冲电网（PPEN）和稳态电网（SSEN）。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混合电网的探讨。文中描述了完整的混合电网详细结构，采用多端协调控制的

±200kV直流母线，脉冲负荷和重要的稳态负荷均由直流母线供电，并且加入了大功率储能设备实现母线电压调

节和设备断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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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a Fusion Engineering Test Reactor (CFETR) is the next tokamak fusion devise based on 

EAST and ITER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load characteristics of CFETR, a traditional AC 

distribution grid consist of pulsed power electric network (PPEN) and steady-state electric 

power network (SSEN) are presented. Furthermore, the hybrid power grid has been discussed.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hybrid grid, which contains the ±200kV DC busbar in 

multiterminal coordinated control, pulse loads and important or sensitive steady loads, and large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 for DC bus voltage regulation and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Keywords:  CFETR, hyper power grid, DC busbar 

1  引言

中国聚变实验堆（China Fusion Engineering 

Testing Reactor-CFETR）是中国下一代核聚变装置，其

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聚变相关技术，为未来的 DEMO 电站

做好技术储备。CFETR 不同于现有的 Tokamak 之处在

于 其增加了聚变能发电演示装置。按照概念设计， 其一期

工程的目标是输出约 200MW 聚变热功率，二期工程的目

标是进一步实现 1GW 的聚变输出功率并完成发电示范 [1]。

CFETR 的设计尺寸和 ITER 类似，因此其功率特性也

与 ITER 十分接近。如图 1 所示，聚变堆消耗的功率按照

负荷特性分为稳态负荷和脉冲负荷，其中脉冲负荷包括辅

助加热驱动和磁场线圈供电，有功功率最大为 600MW[2] ；

稳态负荷包括水冷系统、低温系统、建筑暖通等，有功功

率最大为 175M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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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FETR 的初始设计文档中，为了减小设计风险，

电网系统按照传统的交流电网来规划，并且按照负荷特性

划分为稳态电网和脉冲电网两部分。CFETR 目前仍在设

计阶段，其具体目标是在 2020 年左右具备独立建设聚变

堆的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电能质量，减小谐波和无功功

率消耗，降低故障时电网短路电流等，我们开始研究适用

于 CFETR 的交直流混合电网结构。聚变装置中很多设备

本质上是采用直流电驱动的，比如超导线圈、中性束离子源、

电池储能系统等，采用直流配电网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能源，

同时还能改善电网交流输入端的电能质量。

直流配电网相对于交流配电网而言，既有优势又存在

这缺陷 ：1）交流配电网通常采用辐射状拓扑或开环运行的

供电方式，并且存在频率和电压两个因素的约束限制。直

流配电网可以闭环运行，同时接入多个独立电源，线路不

存在频率和无功功率的问题，从而提高了配电网的可靠性；

2）大功率直流配电网相比较与三相交流电网而言，线路成

本低，容量大，输电损耗也小得多 ；3）整流器、固态变压

器、直流断路器等大量电力电子元件的引入，降低了直流

配电网的可靠性，同时也提高了电网的设计成本 [4]。总体

来说，直流配电网的现有缺陷是由于电力电子器件本身引

起的，依靠未来新型器件的发展和成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本文中根据 CFETR 的负荷特性，首先介绍了基于传

统交流电网设计的稳态电网和脉冲电网，然后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混合配电网，并对混合电网的

结构做出详细介绍，最后对直流电网应用的关键技术做出

总结。

2  CFETR 交流电网设计

CFETR 的初版设计已经完成，其配电网采用了成熟

的交流电网结构。按照负荷特性，其配电网划分为稳态电

网和脉冲电网两部分。CFETR 高压电网电压等级的确定

主要取决于供电负荷。稳态电网 SSEN 大约需要 175MW

的功率，脉冲电网 PPEN 约需 600MW 的功率，按照我国

的电压等级，单回路 500kV 线路可提供 600~1500MW

的电能，并且目前我国电网的主干网已经普遍使用这一电

压等级，因此 500kV 的电压等级是 CFETR 聚变电站高

压电网最适宜的电压等级。

2.1  稳态电网设计

稳态配电网部分的设计以母线、降压变、开关为主，

参照火电厂设计原则，并仔细考虑 Tokamak 实验的特殊

要求。传输效率假定为 0.95，装机容量预留 1.2 倍裕量，

则稳态电网 SSEN 的总装机容量为 240MVA。中压配电

网电压等级为 22kV/6.6kV，500kV 高压经 4 台 2 绕组

主降压变压器变为 22kV，然后再经 12 台 2 绕组中压降

压变压器将 22kV 中压变为 6kV 中压。其中，22kV 通过

8 个母线排及断路器相互连接形成一个配电环，以保证供

电的可靠性。其基本结构配置如图 2 所示。

图 1  CFETR 功率负荷示意图

图 2  CFETR 稳态电网示意图 

终端设备电压等级以三相 6kV/ 三相 380V/ 单相

220V 为主。大功率电机采用 6kV 供电，遥感、建筑、控

制等系统采用三相 380V/ 单相 220V 交流供电，安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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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设备还会采用 220V 直流 / 交流不间断供电，此外备用

有四台 6kV 紧急柴油发电机。

2.2  脉冲电网设计

PPEN 的总有功需求可高达 600MW，并且考虑到

脉冲电网的冲击性，预留裕量为 1.3 倍，功率因素取

0.95，传输效率 95%，因此脉冲电网的安装容量宜选择

900MVA。综合考虑造价、传输功率和过电压抑制的要

求，最终选定变压器为 3 台 300MVA 的 3 相降压变压器。

变压器带有两套二次侧绕组，分为中压 22kV 和中间电压

66kV。功率较小的负荷使用 22kV 输电，较大的负荷用

66kV 供电。各个用电终端配备有自己的整流变压器和整

流 / 逆变器，以满足其特殊的供电要求。各个终端的电压

等级的按照 IEC/GB 标准来设计。

脉冲电网中的终端大多数为直流负载，其中功率最大

的是 Tokamak 磁体电源，功率达到数百兆瓦，目前成熟

的方案是采用晶闸管移相控制的 AC/DC 变流器，比如

EAST 和 ITER 均采用 12 脉波相控变流器。此方案会对交

流侧造成巨大的无功和谐波冲击，不仅仅影响到高压电网

的运行，同时对 Tokamak 配电网上的其他设备造成极坏

的影响。为了保证磁体电源以及其他负荷的可靠运行，同

时满足功率因素的要求，必须安装动态无功补偿和谐波抑

制装置 [5]。

磁体电源采用晶闸管控制串联顺序控制的方法，可

以将需要提供的最大无功功率降低 25%，从而无功补偿

装置可以减小容量 [6]。经过计算，无功补偿安装容量需要

750MVA，无功补偿设备应该与主降压变相对应分成三组，

连接到各自的 66kV 母线上。

整个脉冲电网按照功率和电压等级进行了分配，详见

图 3，其采用双母线不分段供电。66kV 和 22kV 采用分

段母线，用母联隔离开关互联。图中 C 表示中心螺线管磁

体电源，PF 表示极向场磁体电源，TF 表示环形场磁体电

源，VS 表示垂直稳定场磁体电源，CC 表示校正场磁体电

源，ELM 表示局域模控制磁体电源，EC 表示电子回旋加

热电源，IC 表示离子回旋加热电源，NB 表示中性束注入

加热电源。

图 3  CFETR 脉冲电网示意图 

3  CFETR 混合电网结构

出于改善电能质量、扩大本地储能、提高供电可靠

性的考虑，以及对电力电子技术快速发展的判断，对于

CFETR 的供配电网，需要在传统交流配电网的基础上开

展基于全控 VSC（电压源型变流器）技术的交直流混合电

网的概念设计 [7]。

混合电网的概念设计如图 4 所示。输入端为双回路

500kV 高压交流供电，直流配电网采用多端协调控制。直

流母线电压为 ±200kV，因为不需要长距离输电，其容量

可以超过推荐的输电容量 [8]。磁体线圈电源不再由晶闸管

整流器供电，而是由直流母线经双向直流变压器（DCSST）

供电，由于采用了全控器件，不再需要庞大的无功补偿装置。

中性束注入装置（NBI）以及其他辅助加热设备通过单向

DC/DC 变换器供电。

同时，为了防止电源输出功率突变、大面积负荷的瞬

时接入或脱落等瞬态变化过程引起直流母线电压的闪变或

跌落，以及在线路故障时保证对关键设备的不间断供电，

配电网中还必须有大功率的快速充放电储能系统。安全相

关负荷和资产保护负荷由 DC/AC 变换器供电。水冷系

统低温系统等区域系统的主要负荷是变频电机，也可以由

DC/AC 变换器供电。对于建筑用电、空调暖通等对电能

质量不太敏感的设备，则由交流电网直接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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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合电网的关键技术和展望

混合配电网基于直流配电技术，其关键技术不同于交

流电网。CFETR 混合电网，相对于直流微电网系统，其

直流配电母线的容量更大、电压等级更高，功能更加复杂，

要求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00kV 高压直流母线采用了多端供电，需要深入

研究多源协调控制和电能质量管理技术。由于各个支路线

缆上的阻抗不一致，会导致各节点电压存在差异，从而在

各并联 VSC 之间产生环流。为了抑制环流同时稳定控制

直流母线电压，需要对各并联 VSC 进行均流控制。要对

VSC 的运行状态和安全边界进行分析，得到稳定运行条件

和运行控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动态负载均衡和潮流优

化，制定故障后的运行点调整和控制策略 [9]。

为了便于调节直流电压，同时为一些关键设备提供不

间断供电，配电网还需要接入大容量的储能系统。如何实

现更高能量密度和更快充放电的储能装置，也是目前的研

究热点之一。

直流配电网的保护与交流电网不同，由于不存在自然

过零点，开断直流电路要困难的多，高压大容量直流保护

开关的研制更具挑战。目前普遍研究的是采用机械开关与

电力电子器件结合的混合式开关。并且由于 CFETR 聚变

装置的特殊性，其配电网中不仅存在 200kV 高压线路，同

时磁体线圈回路还存在最大 20kV/70kA 的直流电流 [10]，

开关研制的难度尤为突出。

在 CFETR 概念设计的讨论中，整体的混合电网结构

取代了 PPEN 和 SSEN，并且不再需要传统配电网方案中

约 750MVar 的无功补偿设备，有效降低了 500kV 变压

器的安装容量，同时也引入了价格昂贵和故障率更高的直

流变压器和直流断路器。按照当前 IGBT 的器件价格估算，

相近电压等级和电流的直流变压器价格约为交流变压器价

格的 5~6 倍，高压直流断路器价格约为相近参数交流断路

器的 10~20 倍。直流电缆可以直接采用更低电压的交流

电缆，其价格并没有增加。至于在未来究竟采用何种配电

网方案，需要根据详细的价格分析和安全分析来决定。

5  总结

本文对 CFETR 的配电网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在传统

交流电网结构下的聚变实验堆配电网，并且规划了基于直

流配电的混合电网。直流配电网的最大传输容量明显大于

交流配电网，并且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功率半

导体器件价格的下降，直流配电网的投资成本会持续降低。

目前聚变堆直流配电网的相关技术尚不成熟，但是具有巨

大的综合优势与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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