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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受宁东线高压直流（ＨＶＤＣ）输电干扰相对严重的１１个地磁台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蒙城台为干扰幅度

量取的参考台站，研究了地磁场水平分量 犎、磁偏角犇受 ＨＶＤＣ输电的干扰特征．发现 犎 和犇 受 ＨＶＤＣ输电干

扰具有同步性和偏向性；同一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两侧犎 和犇 干扰幅度具有线性关系，但线性关系明显弱于垂直分

量犣干扰幅度的比例关系；接地极附近台站各自的犣、犎、犇干扰幅度具有线性关系．之后对 犎 和犇 干扰产生的机

理进行了深入的定性分析．根据得到的干扰特征的结论，提出了以红山台犣、犎、犇为输入的本研究相关台站的犣、

犎、犇为输出的自动计算方法．经过误差分析，本方法平均误差水平低于国家地磁学科中心当前使用算法误差水

平，最高降幅达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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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现代ＨＶＤＣ输电技术源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瑞典和德国，其早期工业化应用是１９５１年莫斯科与

卡希拉和１９５４年哥特兰岛与瑞典大陆的 ＨＶＤＣ输

电工程（Ａｒｒｉｌｌａｇａ，１９９８；Ｈｉｎｇｏｒａｎｉ，１９９６）．１９８９年

我国第一条“葛州坝至上海”的 ＨＶＤＣ输电工程开

建．随着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大规

模快速发展，我国电网已成为世界发电增长最快的

电网，越来越多的ＨＶＤＣ输电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

工建设和投入运行．至２０１６年已建设１８条高压和

特高压线路，额定电流从最初的１２００Ａ 演化到

５０００Ａ，额定电压从５００ｋＶ至８００ｋＶ，甚至更大的

１１００ｋＶ，ＨＶＤＣ输电工程建设势不可挡（安婷等，

２０１７；沈红会等，２００５ａ，ｂ；张军等，２０１３）．随着工程

实施，ＨＶＤＣ输电干扰问题已成为全国电磁工作者

不可避免的共性问题，马钦忠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对受

ＨＶＤＣ输电干扰的地电场空间变换特征做了深入

的分析和解释，然而关于ＨＶＤＣ输电干扰对地磁场

的变化特征集中在地磁场犣分量受干扰特征的研

究，对地磁场其他要素的干扰特征目前没有相对深

入的研究成果发表．对受ＨＶＤＣ输电干扰的地磁场

各要素观测数据进行排查和干扰排除，涉及地磁场

观测资料的真实性和应用研究的科学性，是数据科

研应用的前提，在只是靠搬迁电磁台站已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现状下，对各要素干扰特征的深入分析

已成为数据应用的基础条件．

随着全国地磁观测受到 ＨＶＤＣ输电干扰的范

围越来越广，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家地磁台网中心在浙江

金华召开了全国 ＨＶＤＣ输电对电磁观测环境影响

对策研讨与培训工作会议，为了正确预处理 ＨＶＤＣ

干扰数据，提高产出资料的精确性，中心搭建了犣

分量高压干扰信息发布系统．多位相关领域学者也

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唐波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提出

ＨＶＤＣ对地磁观测干扰是线路极导线电流差引起

的，干扰幅度计算可以忽略电流在大地流动的情况，

但是接地极附近 ＨＶＤＣ干扰是由极址地面上电流

产生磁场引起的．并推导了 ＨＶＤＣ对犣分量干扰

的精确计算公式，在对于距离线路１０ｋｍ内的台站

计算误差不大于 ５％．于长春等（２０１１）分析了

ＨＶＤＣ干扰的理论磁异常特征．方炜等（２０１０）根据

宝鸡—德阳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周边台站干扰情况，结

合安培定理和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了理想状态下

ＨＶＤＣ输电对犣分量的干扰大小．蒋延林等（２０１４）

通过对ＨＶＤＣ输电技术的介绍和故障分析，以及地

磁观测日变形态，主要分析了ＨＶＤＣ输电对地磁场

犣分量的影响特征，并根据台站距离估算了犣分量

干扰幅度．陈俊等（２０１４）介绍了地磁台网高压直流

输电判别处理系统设计．贾华等（２０１５）分析了宁

东—山东高压直流输电系统对河北地磁观测犣分

量的干扰情况．

但是随着 ＨＶＤＣ输电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

增大，对犎 和犇 的影响也日益凸显．虽然对于多数

台站，ＨＶＤＣ干扰在犣分量表现最为明显，但是对

于接地极周边台站和某些处于特定地理位置和地质

构造或输电线路特殊位置的台站，犎 和犇 的干扰幅

度存在近于或大于犣 分量干扰幅度的情况，对我们

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要求．并且随着ＨＶＤＣ输电

线路的建设，换流站和接地极的增多，更加剧了对地

磁台站犎 和犇 的干扰．以电能输入大省山东省为

例，由于靠近宁东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诸城接地极，安

丘台的地磁观测犣、犎、犇 均受到较大干扰，加之近

期建设完成的内蒙古扎鲁特到山东青州的 ＨＶＤＣ

输电线，安丘台的地磁面临更严重的干扰．贯穿山东西

南部的锡林郭勒盟至江苏泰州的额定电压±１０００ｋＶ

的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主体工程已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完

工，２０１４年底开工建设的内蒙古上海庙至山东临沂

的额定电流６２５０Ａ额定电压±８００ｋＶ的 ＨＶＤＣ

输电线路已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完成，地磁观测面临

严峻的ＨＶＤＣ干扰考验（安婷等，２０１７）．

本文分析了地磁场水平分量 犎、磁偏角犇 受

ＨＶＤＣ输电的干扰特征，对宁东线 犎、犇 干扰幅度

的全体性比例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对 犎 和犇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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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定性分析，并根据得到

的干扰特征的结论，提出了以红山台犣、犎、犇 干扰

幅值为输入的宁东线１０个台站的犣、犎、犇 干扰幅

度的算法．

１　地磁观测系统和宁东线简介

在本文研究中，我们选用了１２个地磁台站的观

测资料：红山台、涉县台、广平台、定襄台、昔阳台、

太原台、泰安台、安丘台、大山台、济南台、榆林台以

及蒙城台（图１）．其中蒙城台作为干扰幅度量取的

参考台站，另外１１个台站为宁东线附近犣干扰幅

度较大的台站，也是距离宁东线直线距离较近的台

站．之所以选择这些台站是考虑根据毕奥—萨伐尔

定律以及右手螺旋法则，理论上这１１个台站的 犎

和犇 干扰幅度也应该相对较大，考虑犎 和犇 干扰

幅度本身的微小，所以选择幅度相对较大的台站能

够更加凸显犎 和犇 干扰幅度的规律，而不至于被

背景噪声所淹没．１２个台站中广平台、定襄台、昔阳

台、安丘台、济南台５个台站使用的是ＦＨＤ型质子

矢量磁力仪，其余７个台使用的均为ＧＭ４磁通门

磁力仪．ＦＨＤ型质子矢量磁力仪，是一种连续测量

和记录地磁场总强度（犉）、水平强度（犎）和磁偏角

（犇）时间变化的相对记录仪．尽管犉是绝对值，由于

记录的是绝对值的相对变化，所以将ＦＨＤ型磁力

仪归类为相对记录仪，分辨率０．１ｎＴ，对磁偏角犇

的测量结果可精确到０．０１ｎＴ．ＧＭ４磁通门磁力仪

主要用于测量地磁场水平、垂直和磁偏角３个方向

的相对变化，与其他类型测磁仪器相比，磁通门传感

器具有分辨率高（最高可达０．０１ｎＴ）、数字化、可

靠、经济、耐用等优点（王晓美等，２００８）．经过多年观

测结果对比，ＦＨＤ和ＧＭ４观测数据具有非常高的

一致性，可以用于观测数据的对比分析．

±６６０ｋＶ银东直流输电工程（简称宁东线）起

于宁夏灵武市的银川东换流站，东至胶州换流站，全

程１３３３ｋｍ，其中山东黄河大跨越３．３ｋｍ，输电能

力４０００ＭＷ，设计电流３０００Ａ，导线采用４ＪＬ／

Ｇ３Ａ１０００／４５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 ＬＢＧＪ１５０

２０ＡＣ铝包钢绞线，全线架设 ＯＰＧＷ 复合光缆一

根．宁东线自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始单极运行，２０１１年３

月双极正式投入运行．宁东线银川东换流站接地极

位于灵武东部的红柳沟，胶州换流站接地极位于诸

城尚家庄村西５００ｍ，南张洛村西偏北５００ｍ 的

位置．

２　犎、犇受干扰特征分析

２．１　犎、犇受干扰的同步性

ＨＶＤＣ输电干扰的机理，在大量文献中有详细

的阐述，可简单归结为当故障或调试时造成输电线

路由双极运行变为单极运行，由此产生不平衡电流

（唐波等，２０１１；方炜等，２０１０；蒋延林等，２０１４）．当不

平衡电流产生时，线路两侧台站同时受到干扰，而且

不论是犣还是犎 和犇，均同时受到干扰，关于此特

性学者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

此不再赘述．

图１　宁东线走向及相关台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ｉ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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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犎、犇受干扰的偏向性

经过前期分析和基础研究，我们根据不平衡电

流的方向，将 ＨＶＤＣ干扰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即不

平衡电流方向由银川东至胶州（定义为正向电流）和

不平衡电流方向由胶州至银川东（定义为反向电

流），当不平衡电流为正向电流时，我们选择了２１次

干扰事件进行分析，１１个台站的干扰幅度见图２ａ、ｂ，

其中图２ｂ为对图２ａ进行了放大，以突显犎 和犇 的

情况，从图可见，当电流方向为正向时，１１个台站２１

次干扰事件共计２３１次干扰数据中，犎 为负值的次

数为２０５，占所有干扰的８８．７４％，犇 为负值的次数

为１９３，占所有干扰的８３．５５％．值得注意的是２１次

干扰中广平台磁偏角犇 有１１次为正值．当电流方

向为反向时，我们选择了２０次干扰事件进行分析，

１１个台站的干扰幅度见图２ｃ、ｄ，同样图２ｄ为对图

２ｃ进行了放大．共计２２０次干扰数据中犎 为正值的

次数为１９９，占所有干扰的９０．４５％，犇 为正值的次

数为１６４，占７４．５５％．２０次干扰中广平台磁偏角犇

有１５次为负值，所以我们认为广平台 ＨＶＤＣ干扰

对磁偏角犇 的干扰特性有殊性．但是即便如此，犎

和犇 干扰与干扰电流的方向有明显相关性，随不平

衡电流方向的改变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这种偏向

性与ＨＶＤＣ线路两侧台站犣分量干扰方向的对称

性表现特征类似，但是产生机制明显不同，对此，下

文中有详细的说明．

２．３　犎和犇 干扰幅度具有线性关系

考虑到犎 和犇 干扰机制的复杂性和干扰成分

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延续之前的思路，将干扰分为正

向电流干扰和反向电流干扰分别进行分析，之后进

行综合分析．在研究干扰幅度时，我们采用与前人类

似的研究方法，即以红山台的干扰幅度为参考，其余

１０个台站的干扰幅度与之进行数据相关分析．表１～３

为１０个台站与红山台 犎、犇、犣干扰幅度的相关系

数．通过表１～３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１）犎 和犇 干扰幅度均为正相关，表明同一

ＨＶＤＣ线路两侧的台站的犎 和犇 干扰表现出同向

性，即２．２节中所说的偏向性，方向随干扰电流方向

的变化而变化．而并未表现出犣分量干扰所呈现的干

扰方向与台站在ＨＶＤＣ线路两侧的分布有关的方向

差异，而是线路两侧台站犎和犇干扰方向均相同．表３

中不同台站相关系数存在有正有负的情况，与图１

所示台站在ＨＶＤＣ线路两侧的不同位置分布对应．

（２）对于 ＨＶＤＣ线路附近的台站，犎 和犇 干扰

幅度也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如表１正向电流干

扰时，红山台与涉县台、太原台、泰安台、大山台的

犎 分量干扰幅度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表现出明显

的线性关系，而表３中，正向电流干扰时，即使对于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有明显比例关系的犣分量干扰

幅度，红山台与广平台、定襄台、大山台、榆林台犣

分量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均小于０．９，甚至与大山

图２　１１个台站犣、犎 和犇 的干扰幅度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犣，犎ａｎｄ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ｔｅｌｅｖ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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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相关系数仅有０．６２．所以可以认为，宁东线两侧

的台站，犎 和犇 干扰幅度也表现出线性比例关系，

只是由于干扰幅度太小，该比例关系受到背景噪声

或仪器分辨率的干扰和限制，未能明显的表现出来．

（３）广平台犇分量干扰幅度与红山台犇 分量干

扰幅度相关系数极低，仅为０．１５，与２．２节中所表

现的特征一致，所以我们认为该台的犇 分量干扰具

有特殊性．

表１　各台与红山台犎分量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以及犎 分量背景噪声水平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犎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犾犲狏犲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

犎狅狀犵狊犺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狀狅犻狊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犎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犱犪狋犪

台站 红山台 涉县台 广平台 定襄台 昔阳台 太原台 泰安台 安丘台 大山台 济南台 榆林台

正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７０ ０．８２ ０．５８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５５ ０．９４ ０．７０ ０．９０

反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７３ ０．７６ ０．６７ ０．５７ ０．９４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９５ ０．６９ ０．９０

双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８０ ０．９０ ０．７６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９７ ０．８６ ０．９５

背景噪声水平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表２　各台与红山台犇分量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以及犇 分量背景噪声水平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犇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犾犲狏犲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犪狀犱犎狅狀犵狊犺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狀狅犻狊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犇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犱犪狋犪

台站 红山台 涉县台 广平台 定襄台 昔阳台 太原台 泰安台 安丘台 大山台 济南台 榆林台

正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９１ ０．５４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９４ ０．６６ ０．１１ ０．６３ ０．３４ ０．８２

反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１８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８９ ０．６２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７０

双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８８ ０．１５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８４ ０．５９ ０．６９

背景噪声水平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表３　各台与红山台犣分量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以及犣分量背景噪声水平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犣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犾犲狏犲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

犎狅狀犵狊犺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狀狅犻狊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犣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犱犪狋犪

台站 红山台 涉县台 广平台 定襄台 昔阳台 太原台 泰安台 安丘台 大山台 济南台 榆林台

正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８５ ０．７６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９８ ０．６２ －０．９７ ０．８３

反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８４ ０．８７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７９ －０．９５ ０．８２

双向电流相关系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９８

背景噪声水平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我们发现相关系数较小的台站多为使用ＦＨＤ

型质子矢量磁力仪的台站，根据多年的观测经验，初

步认为是由于ＦＨＤ背景噪声较大造成的．为了进

一步分析某些台站干扰幅度与红山台相应分量干扰

幅度相关系数较小的原因，我们选取了１１个台站

２０１４年的观测数据，计算了１１个台站的背景噪声

水平，见表１～３最后一行，可见高背景噪声与低相

关系数相对应．背景噪声水平通过原始观测数据也

可以清晰定性地判定，图３为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２日犎

和犇 干扰幅度相关系数最小的４个台站与红山台

原始波形数据，从图３可见，无论是犎 还是犇，相关

系数最小的４个台站的原始波形曲线变化幅度明显

大于红山台的变化幅度，即背景噪声水平明显高于

红山台的背景噪声水平．所以我们认为由于犎 和犇

干扰幅度相对于犣 干扰幅度的微小性，相关系数小

的台站的背景噪声是造成这些台站犎 和犇 干扰幅

度与红山台相应分量干扰幅度相关系数小的主要原

因，即背景噪声影响了 犎 和犇 干扰幅度量取的精

度，所以我们认为宁东线 ＨＶＤＣ线路两侧台站 犎

和犇 干扰幅度具有线性关系，只是由于犎 和犇 干

扰幅度明显小于犣 干扰幅度，受到同等强度背景噪

声的影响时，犎 和犇 受影响表现更加明显，所以有

些台站的线性关系表现不明显．

２．４　接地极附近台站犣、犎、犇干扰幅度的线性关系

安丘台为接地极附近的台站，距离诸城接地极

距离约为２２ｋｍ，是宁东线附近所有台站距离接地

极最近的台站．为了进行对比，计算了１１个台站各

自犣、犎、犇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见表４．从表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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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犎 和犇 干扰幅度相关系数最小的４个台站与红山台原始波形数据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犎ａｎｄ犇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犎ａｎｄ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表４　１１个台站各自犣、犎和犇 干扰幅度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犣，犎犪狀犱犇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狅犳犲犾犲狏犲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台站 红山台 涉县台 广平台 定襄台 昔阳台 太原台 泰安台 安丘台 大山台 济南台 榆林台

犣、犎 相关系数 －０．８２ ０．４２ ０．５２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９７ －０．７３ ０．７６ －０．９０

犣、犇相关系数 －０．７６ ０．４２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９９ －０．８６ ０．４９ －０．２０

犎、犇相关系数 ０．４２ ０．０７ －０．５２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５８ ０．９８ ０．７３ ０．４７ －０．０６

见安丘台的犣、犎、犇 干扰幅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

性，同样也有台站犣和 犎 分量干扰幅度之间的相

关系数较高，但总体上线路两侧的１０个台站的相

关性明显弱于安丘台犣、犎、犇的相关性，所以我们

认为，接地极附近台站犣、犎、犇干扰幅度具有线性

关系．

２．５　犎和犇 干扰产生的机理分析

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

ｄ犅＝μ
０

４π

犐ｄ犾×狉

狉２
， （１）

电流源犐ｄ犾在真空中某点产生的磁场ｄ犅，大小与狉２

成反比，与犐ｄ犾成正比，方向与犐ｄ犾×狉方向一致．

对于犣分量的干扰，可以将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

分为多段载流直导线，各段载流直导线在某台站产

生的磁场强度的叠加即为该台犣分量干扰的幅值

（唐波等，２０１２；方炜等，２０１０；蒋延林等，２０１４），而且

虽然某段ＨＶＤＣ输电线路可能存在高程变化，但是

这种高程变化相对于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的长度和线

路与台站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即台站和 ＨＶＤＣ输

电线路可以近似认为在同一水平面，所以各段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在任一台站产生的犣分量干扰方

向相同，所以可以认为这种叠加是同向线性叠加，即

算数和，而非矢量叠加．

对于犎 分量的干扰，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１）铁塔间弧形导线产生水平磁场．由于 ＨＶＤＣ

输电线本身的重力，虽然所有的电线都有钢芯，但由

于铁塔跨度较大，所有铁塔间的输电线呈弧形，根据

右手螺旋法则，弧形导线产生与导线所在平面垂直

的磁场，根据犎 和犇 干扰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这

是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两侧台站犎 和犇 干扰产生的主

要因素．

（２）ＨＶＤＣ输电线路的地球球面弧度．宁东线

位于北纬３７°附近，该纬度地球的轴心圆周长约为

３２００４ｋｍ，宁东线全长１３３３ｋｍ，根据宁东线两端接

地极的经纬度，宁东线直线距离约１１９９ｋｍ，相当于

该纬度１３．４９°的轴心角，所以线路产生与地球磁场

方向大致平行但有一定夹角的磁场，而且低于输电

线路高程和高于输电线路高程的台站相当于在内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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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外磁场，即相当于在磁铁内部和外部，二者磁场

方向相反．基于宁东线两端接地极的经纬度差，宁东

线地球球面弧度产生磁场方向与地理经线夹角约为

７．７°，具体对于每一个台站则需要与台站当地磁偏

角进行投影．

（３）线路与台站存在高程差，犣分量干扰的水平

分量．

（４）宁东线两端换流站高程差．银川东换流站高

程约１４００ｍ，胶东换流变电站高程约１００ｍ，研究

认为地磁场犣分量的强度随高度增加而衰减，幅度

为－１５．３６８ｎＴ／ｋｍ（冯彦等，２０１３）．所以总体上宁

东线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产生与线路总体方向平行的

水平磁场，磁场强度约为犣分量强度的１／１０００．综

上所述，上述４个因素共同作用，４个因素产生的犎

分量磁场互相矢量叠加，形成我们最终观测到的犎

分量的干扰结果．

犇分量的干扰主要是犎 分量干扰的东西方向

的分量，即犎ＥＷ，上述我们分析犎 主要是因素（１）产

生，基于宁东线的走向，见图１，犎 的方向主要是南

北方向，所以 犎ＥＷ分量相对较小．于是我们推测经

度走向的线路犇分量干扰幅度会相对较大，于是我

们选取从内蒙古呼伦贝尔伊敏换流站（４８．６°Ｎ，１１９．

８°Ｅ）至辽宁穆家换流站（４１．１°Ｎ，１２２．７°Ｅ）的呼辽

线１０个台站５次干扰进行分析，并与宁东线进行对

比，我们发现宁东线两侧台站４５１次干扰中同一台

站犇分量干扰幅度小于犎 分量干扰幅度１／５的占

８０．７％，而呼辽线５０次干扰中同一台站犇 分量干

扰幅度小于犎 分量干扰幅度的１／５的仅占４０％，甚

至５０次干扰中有２０％同一台站犇分量干扰幅度大

于犎 分量干扰幅度的情况，于是上述推论得到验

证，也说明了我们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３　应用及误差分析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两侧台站

的犎 和犇 干扰幅度可以通过标准台站的干扰幅度

估算，我们以红山台为宁东线的标准台站，对宁东线

其余１０个台站的犎、犇 干扰幅度进行估算．安丘台

犎 和犇 干扰幅度可以通过该台的犣 干扰幅度进行

估算．在计算时，为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同样需要根据干扰电流的方向分别进行估算．

对宁东线两侧１０个台站与红山台相应观测分

量干扰幅度进行线性拟合，对于与红山台相关系数

高的台站，如涉县台，数据与拟合曲线一致性较好，

数据拟合方差小，而对于与红山台相关系数低的台

站，如广平台，数据相对离散，拟合方差较大．

以对安丘台的犎、犇和犣进行线性拟合（图４），其

中图４ａ、ｂ为正向电流时 犎 和犇 分别与犣 的线性

关系，图４ｃ、ｄ为反向电流时犎 和犇 分别与犣 的线

性关系．红色直线为拟合的关系曲线，黑色虚线为一

倍方差线．对 ＨＶＤＣ输电线路两侧台站计算，根据

表１～３所有台站的相关系数，正向电流时，昔阳台

的犎 采用安丘台的犎 进行计算．广平台、泰安台、

大山台与涉县台的犇相关系数更高，所以用涉县台

计算此３个台的犇．反向电流时，涉县台与安丘台相

关系数最高，采用安丘台的犎 计算涉县台的犎，涉

县台、榆林台与太原台相关系数最高，用太原台计算

此２台的犇，泰安台、大山台与安丘台相关系数最

高，用安丘台计算此２台的犇．

为了对本文的估算结果进行验证，基于目前犣

分量干扰幅度已有实用化的产出，所以对本文的计

算结果和目前国家地磁台网中心自动发布系统的计

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图５），１０个台站顺序依次为

涉县台、广平台、定襄台、昔阳台、太原台、泰安台、安

丘台、大山台、济南台、榆林台，可见定襄台、太原台

与泰安台两种计算结果平均误差接近，其余７个台

站本文计算结果的平均误差均小于目前系统发布的

计算结果误差，其中广平台、安丘台、榆林台用本文

计算结果平均误差降幅均大于０．５ｎＴ，安丘台降幅

最大，相对平均误差水平降幅达４２．９％．

所以可以认为，本文拟合的受宁东线 ＨＶＤＣ输

电干扰的台站的犣、犎、犇干扰幅度的线性关系优于

目前采用的干扰幅度比例关系，本文计算的结果更

接近于实际观测值．

４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受宁东线ＨＶＤＣ干扰相对严重的１１个

地磁台站为研究对象，以蒙城台为干扰幅度量取的

参考台站，研究了地磁场水平分量犎、磁偏角犇 受

ＨＶＤＣ输电的干扰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１）犎 和犇 干扰具有同步性．

（２）犎、犇 干扰具有偏向性，即对某一次干扰，

ＨＶＤＣ线路两侧的台站的 犎 和犇 的干扰方向一

致，并非像犣干扰所表现出的同一次干扰 ＨＶＤＣ

线路两侧台站干扰方向相反．

（３）ＨＶＤＣ线路两侧台站 犎 和犇 干扰幅度具

有线性关系．即与犣分量干扰幅度的比例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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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安丘台的犎、犇和犣干扰幅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Ｆｉｇ．４　Ｌｉｎｅａ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犎，犇ａｎｄ犣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Ａｎｑｉｕ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５　本文结果与目前国家地磁台网中心

自动发布系统结果平均误差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似，ＨＶＤＣ线路两侧台站 犎 和犇 干扰幅度也表现

出线性相关性．

（４）接地极附近台站犣、犎、犇 干扰幅度具有线

性关系．

之后我们对犎 和犇 干扰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深

入分析，并根据得到的干扰特征，拟合了以红山台

犣、犎、犇为输入的宁东线附近干扰幅度较大台站的

犎 和犇 的计算方法和程序，并计算了使用此方法和

程序的结果．将本文的计算结果和目前国家地磁台

网中心自动发布系统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

现本文计算结果更接近于实际观测值．

本文采用４５１次干扰数据的庞大样本容量，以

及５０次干扰数据的对比验证样本容量，对 犎 和犇

受ＨＶＤＣ干扰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有

以下特点：

（１）是在犎和犇受ＨＶＤＣ干扰的情况凸显后，首

次对犎和犇受ＨＶＤＣ干扰情况的综合性研究．

（２）颠覆了学界近两年通过稀疏样本认为犎 和

犇 干扰幅度无相关性的观念．

（３）首次对犎 和犇 受干扰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并通过对比验证样本证明了结论的科学性．

基于犎 和犇 产生机理的复杂性，本文未实现

通过建模来精确计算 犎 和犇 干扰幅度，尚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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