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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of wind speed will cause the

用转子动能平抑有功波动以从源头上降低电压波动，再通过

fluctuation of output power of the distributed wind generators,

电压开环的分频段无功控制，分别降低机端电压的水平偏差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fluctuation of the terminal voltage and

和消除机端电压的动态偏差。仿真验证了所提控制策略的有

finally degrade the power supply quality of the distribution

效性和优越性。

network. The article focused on a transfer function analysis for
two types of wind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s, which reveals
the active power fluctuation on the change of wind speed, as
well as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voltage fluctuation of
point of common connection (PCC). Based on the analysis

关键词：分布式风电机组；功率波动；电压波动；转子动能；
功率因数；下垂控制

0 引言

results, a P-Q joint control strategy was proposed, in which

随 着 目 前 分 布 式 风 电 机 组 (distributed wind

rotor kinetic energy was used to minimize the active power

generator，DWG)技术的日趋成熟，DWG 的单机容

fluctuation so as to smooth voltage fluctuation from the very

量和规模不断增大。因地制宜的开发 DWG 接入配

beginning. Additionally, the frequency-distinct reactive power

电网(distribution network，DN)，不仅能就地消纳减

control wa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deviation and suppress the

少弃风，还可以提升 DN 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1-2]。

fluctuation of the dynamic deviati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advantages of the P-Q joint control strategy is demonstrated by
simulations.
KEY

WORDS:

distributed

wind

generators;

power

fluctuation; voltage fluctuation; rotor inertia; power factor;
droop control

然而由于风电出力的随机性，波动的风功率可能会
导致 DWG 机端电压显著波动，影响重要负荷的供
电质量[3-4]。因此，研究 DWG 机端电压的平抑方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实用价值。
DWG 机端电压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风的随

摘要：风的不确定性会造成分布式风电机组输出功率波动，

机性[5]和负荷的不确定性[6]，也有文献指出风切变

进而引起风电机组机端电压波动，影响配网末端电能质量。

和塔影效应造成的风速空间分布不均匀也会引起

该文推导了两类风电机组有功波动受风速影响的传递函数，

机组功率波动，继而导致电压闪变[4,7-8]。目前平抑

并进一步研究功率波动对机端电压波动的影响。基于分析结

电压波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无功控制，既可以是安

果，提出有功–无功联合的电压波动平抑控制策略，首先利

装在并网点的无功电源，也可以利用风电机组自身

基金项目：
“电气工程”上海市高原学科；上海绿色能源并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13DZ2251900)。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Class II Plateau Discipline;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reen Energy Grid-Connected
Technology (13DZ2251900).

的无功特性。前者需要增设设备，包括电容器组、
静止无功补偿器(static var compensator，SVC)、静
止无功发生器(static var generator，SVG)等，在分布
式风电中较少应用[9]；后者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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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流器成本逐渐降低，通过提高机组变流器容
量进而提高风电机组无功调节能力成为一种发展

分布式风机
风速
公共连接点
ZL  RL  jXL
Z1  R1  jX1

中低压
配电网

趋势。此外，结合 DWG 的特点，有载调压器也广
泛应用于电压的调节

。

从平抑电压波动的无功控制策略来看，包括恒
无功控制、恒电压控制、恒功率因数控制 3 种

[12-13]

，

用户负荷
S  P  jQ

P，Q
U

DFIG 齿轮箱

其中恒无功控制以恒定无功输出作为控制目标，无
功不参与电压波动分量的调节，实际应用较少；恒
电压控制策略采用电压–无功–电流三环串级控制，
理论上在无功容量充足的条件下平抑电压波动的效
果最好，且有助于提高并网点的电压稳定性[14-15]，
但多台风电机组同时采用电压闭环控制时可能造
成无功潮流异常，且分布式接入场景中馈线电压调
节普遍采用的有载调压变压器限制其应用[12,16]，因
此在 DWG 中较少采用。恒功率因数控制(含单位功
率因数控制)维持有功无功为一固定比值，可较好地
兼顾最大功率发电和无功调节，运用最为广泛[12,17]，
但其如何影响电压波动，以及如何设计功率因数可
最好地平抑电压波动尚不明确。
此外，有功波动是造成电压波动的主要原因之
一，而无功平抑电压波动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
充分利用机组的有功平滑能力从源头上降低电压
波动也值得尝试。现有文献已对机组有功平滑进行

Zi  Ri  jXi



配电
变电站

[6,10-11]

v
机侧
换流器

网侧
换流器

图1
Fig. 1

分布式风电场

分布式风电机组接入配电网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DWGs integrated to DN

端，为用户负荷供电。这种应用方案已被证明能够
减轻配电线路传输压力、改善配电网末端普遍存在
的低电压问题，并增强系统的电压稳定性。然而风
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出力通常并不稳定，输出的有功
波动会造成系统电压波动，不利于配网末端的供电品
质，本文对此开展研究，并拟从有功波动着手分析。
1.1

DWG 有功功率的波动特性
本文采用小信号分析法得出有功波动的频域

特性，推导过程采用标幺值计算，取 PB 为基准功
率， B 为发电机转子转速的基准值，ngb B 为发电




机转速基准值(ngb 为齿轮箱变比，ngb1 代表直驱
式风电机组)。转速为的转子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了研究[18-20]，但仅止步于有功，尚未见用于电压平

J sum  Ta  Te

抑。综合以上，分布式风电的电压波动问题仍需更

式中：Ta、Te 分别表示每台风电机组的气动功率和

加深入的研究。

电磁功率；Jsum 为转动惯量。

(1)

本文将 DWG 机端电压波动问题分解为电压水

将 PB 设为风电机组的额定功率 Pn，将发电机

平偏差和动态偏差问题，采用有功–无功联合控制

基准转速设为其同步转速。式(1)两端同乘并线性

方法进行平抑。首先对风电机组并网的有功波动特

化得：

性和电压波动特性进行了分析，分别推导出了风速

J sum0

波动–功率波动的传递函数，以及功率波动–电压波
动的传递函数，并通过分析提出转子动能平滑功率

d
 Pa  Pe
dt

(2)

机组的气动功率为

和分频段无功控制平抑电压的联合控制策略，实现

Pa  ka v 3Cp ( ,  )

了对 DWG 电压波动的双重抑制；在极端风况下利

式中：ka0.5 R2/PB；为空气密度；v 为风速；

(3)



用转子动能平滑有功可能造成超速停机的问题，提

R 为风轮半径；为叶尖速比；为桨距角；Cp(,  )


出变桨前馈控制进行应对，并取得较好的效果。本
文利用 GH Bladed 和 PSCAD 仿真平台进行时域仿

为风能系数与和间的函数关系：



真，得到的结果验证了推导过程的正确性和所提控
制策略的有效性。

1 DWG 电压波动的特性分析

B R
v

(4)

设点 A 为运行在气动特性曲线上的一个稳态工
作点，则 A0(v0, 0, 0)点的气动功率的小扰动为




Pa  Lv |A0 v  L |A0   L |A0 

图 1 为 DWGs 并入 DN 的示意图，作为典型的
应用场景，单台或多台分布式风电机组接入配网末



(5)

式中 Lv |A0，L |A0，L |A0 分别为 Pa 在 A 点上分别对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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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的漏感电磁惯性，对式(9)线性化可得到：

Te 




较小，本文重点关注额定风速以下的情形，此时桨
距角恒定为 0，Cp(,  )可改写为一元函数 Cp( )，


机组响应风速波动的功率波动传递函数：

Pe ( s ) Pe ( s )  ( s )


v ( s )  ( s ) v ( s )
Lv |A0 (Te0  0 kTe )
1.1.2

个运行区域：恒最低转速段(I 区)，变速段(II 区)，

态等效电路如图 2 所示。

恒额定转速段(III 区)，以及恒功率段(Ⅳ区)。在本
文所关注的恒功率段以前的区域，转矩参考值可表

Lls

示[21]为

L'lr
I'r

Is
Lm

I0



图2

变速风电机组的功率波动特性

对于变速风电机组在全风速段内可划分为四

定速风电机组通常采用鼠笼感应发电机，其稳

Fig. 2

(12)

J sum0 s  Te0  0 kTe  L |A0

(7)

定速风电机组的功率波动特性

Us

(11)

将式(7)、(10)、(11)代入式(2)，整理可得定速



 Pa  Lv |A0 v  L |A0 

dC
 Lv |A  3ka Cp0 v02  ka v0B0 R p |
0

d 0

2 dCp
|
 L |A0  kaB Rv0
d 0




(10)

结合式(10)，PeTe可以线性化为

式(6)可写为

Rs

3npU s2
  kTe 
B2 Rr

Pe  Te0   0 Te  (Te0  0 kTe ) 

由于风速高于额定风速时机组满发，功率波动

1.1.1



0.03 的超同步速状态，当|s|很小时可忽略定速机

态工作点对叶尖速比和桨距角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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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 B 为转差率，定速机组通常工作在 |s|

式中Cp/ |( 0,  0)、Cp/ |( 0,  0)分别为 Cp(,  )在稳


学



Cp

2
 Lv |A0  3ka Cp0 v0  ka v0B0 R  |( 0 ,0 )


2 Cp
|(  , )
 L |A0  kaB Rv0
 0 0

 L |  k v 3 Cp |
  A0 a 0  ( 0 ,0 )


程

式中：np 为极对数； mB B/np 为同步机械角转速；

、的偏导。结合式(2)—(5)可得：



工

ksp s  ksi

, 
(  min )
s


Te*   kopt 2 ,


k s  ksi
(  n ) sp
, 

s

Rr
s

定速风电机组稳态等效电路图

Steady-state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13)

式中： min、 n 分别表示风电机组并网的最低转速

fixed-speed wind generators



图 2 中：Us 为定子电压；Rs 和 Lls 分别为定子
侧电阻和电感；Is 为定子侧电流；R'r 和 L'lr 分别为折



和额定转速；ksp 为比例系数；ksi 为积分系数；kopt
为最优桨距系数。

算到定子侧的转子电阻和转子电感；I'r 为折算到定

1）恒转速区域(I、III 区)。

子侧的转子电流；Lm 为励磁电感；I0 为励磁电流；

I、III 区的控制结构完全相同，以 III 区为例，

s 为转差率。据此可得出折算到定子侧的转子电流为
I r 

Us
R
( Rs  r )2  B2 ( Lls  Llr )2
s

(8)

结合电磁功率 Pm3I'r R'r/s 可得到发电机电磁
转矩为

Pm

mB



3np

B

I r2

s

1

B [( Rs 

ksp s  ksi
s

0  Te0 )  (14)

速波动对有功波动的影响：
[( ksp0  Te0 ) s  ksi0 ]Lv |A0
Pe ( s )
(15)

v ( s ) J sum0 s 2  (0 ksp  Te 0  L |A0 ) s  ksi0

Rr

s

3npU s2 Rr

Pe  0 Te  Te0   (

采用类似的步骤，将(7)、(14)代入(2)可得到风

2

Te 

结合式(13)，Pe 可以线性化为

Rr 2
)  B2 ( Lls  Llr )2 ]
s

2）最大功率跟踪区域(II 区)。
(9)

在变速段，机组追踪最佳叶尖速比 opt 以实现


最 大 功 率 跟 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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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T)，此时机组工作点位于 Cp 曲线顶点 Cpmax 附

由于此时双馈机组处于变速段，在中高频风速波动

近，dCp/d0，式(7)可改写为

下其功率波动远小于定速机组。

Pa  3ka C v v
2
p0 0

图中选取 9m/s 作为变速风电机组恒转速段的

(16)

再将式(13)中 II 区转矩线性化，结合 Tekopt 2


和 Pekopt 3，可得：


典型风速，可见变速机组在恒转速段的有功波动相
比于变速段显著增加，且由于 Cp 高于同风速下的
定速机组，因此在低频风速波动下双馈机组的波动

Pe  3kopt02 

(17)

幅度大于定速机组。图 3(b)给出几组不同控制参数

将式(16)、(17)代入式(2)中可得到风速波动对

下的功率波动特性，可见随 PI 参数增大机组中高频
段的功率波动显著增加，在 PI 参数过大的情况下甚

有功波动的影响：

至可能出现双馈机组功率波动在全频段大于定速

3ka Cp max v02
Pe ( s )

v ( s ) 1  sJ sumB R
3kopt opt v0
1.1.3

(18)

也有利于降低机组的功率波动，可以尝试作为平滑
手段。因此对于双馈机组而言，恒转速段下的功率

功率波动的幅频特性分析

根据 1.1.2 节分析得到的传递函数作出伯德图，
其幅频响应可直观反映风速波动造成机组有功波
动的幅度。其中，纵坐标为Pe(s)/v(s)的幅值，由

20lg(Pe(s)/v(s)) 计算得到；横坐标为风速波动频
率，依据功率谱分析结论可知蕴含能量的自然风频
率在 0.5Hz 以下，因此可将频率上限设为 1Hz。
以采用同一型号风力机的 1.5MW 定速机组和
双馈机组为例，有功波动特性见图 3(a)所示，其中
双馈机组恒转速段的转速环参数为 ksp10、ksi1。
作为特例，当风速为 7m/s 时，定速机组的叶尖速
比恰好处于 opt，二者具有相同的转速从而可比性


较强；可见二者在低频段下的功率波动基本一致，
10

幅值/dB

波动最值得重点研究。
通过对实际运行情况分析可知，造成定速段(定
速机组和双馈机组的定速段)功率波动较大的原因
在于：转子转速的恒定，旋转质量不能像变速段一
样用于能量缓冲，风速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有功功率
的变化。以带有正弦波动的风速在 PSCAD 模型中
进行时域仿真，对有功波动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并将 20lg(Pe(s)/v(s))
结果以“·”示于图 3(a)，可见仿真结果验证了推导
过程的正确。
1.2

DWG 电压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DWG 通常接入电压等级较低的 DN，由于线路
输出阻抗角较小，输出有功波动会造成机端电压的
波动。为使问题直观，将机端电压 U 与并网点电压

20

标称值 U0 之间的偏差U 划分为水平偏差U1 和

定速机组
(9m/s)
变速机组恒转
40 速段(9m/s) 定速机组
k 10、ksi1 (7m/s)
50 sp
变速机组
MPPT 段(7m/s)
60 3
10
101
102
频率/Hz
30

动态偏差U2 两个部分：

U  U  U 0  U1  U 2
100

(a) 不同风电机组的 Pe(s)/v(s)频率特性对比

10

幅值/dB

机组的情况；与之相对的，较小的转速环控制带宽

30

Fig. 3

公式[22-23]，可表示为

R  jX
X  jR
P0 
Q0
U 0n
U 0n

(20)

ZRjX 为架空线路阻抗；、 k 分别为功率因数


102

101
频率/Hz

100

(b) 控制参数对变速机组恒转速段 Pe(s)/v(s)的影响(9m/s)

图3

功率平均水平产生的电压偏差，根据 DN 电压降落

式中：P0、Q0 分别为 DWG 的有功、无功水平值；

40
103

水平偏差U1 为 DWG 并网时，注入并网点的

U1 

20

(19)

风电机组功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wind power fluctuation

角和线路阻抗角。
动态偏差 U2 为功率波动分量产生的电压波
动，可表示为

U 2 

R  jX
X  jR
P 
Q
U 0n
U 0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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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QPtan和 XRtan k 可得：

改善机端电压特性。基本控制思路是：首先利用风

U R(1  tan  tan k )
R(tan k  tan  )

j
(22)
P
U 0n
U 0n

电机组转子动能对情况最为严峻的恒转速段有功

U R(1  tan  tan k )
R(tan k  tan  )

j
(23)
Q
U 0n tan 
U 0n tan 

压的水平偏差和动态偏差。



由于电压波动的纵分量是影响电压幅值的主要
因素，因此为减小机端电压波动，应尽可能让式(22)、

(23)中实部近似为 0，即：

2.1

基于转子动能的功率平滑
从 1.1.3 节中的分析可知，变速机组在恒转速

段可能出现功率波动较为严重的情况，且通过减小
转速环 PI 参数(即降低转速环控制带宽)可减小功率
波动。事实上，将式(7)、(15)代入式(2)中，采用小

1  tan tank  0

(24)

结合 QPtan可以得到此时有功波动与无功
的关系为

Q  

波动进行平滑，再采用分频段无功控制改善机端电

PR
P

tan k
X

(25)

信号分析法可得到从风速波动到转速波动的传递
函数：
Lv |A0 s
 ( s )
(26)

2
v ( s ) J sum0 s  (0 ksp  Te 0  L |A0 ) s  ksi0

将机组典型 PI 参数下的转速波动频域特性示

这样就得到了消除有功波动分量对电压波动

于图 5，可见降低转速环 PI 参数会造成机组中低频

影响的方法，即控制无功产生相应的波动来抵消有

段的转速波动增加，这也表明有功波动的平滑是通

功产生的电压波动。由于变速机组普遍可以实现有

过转子动能的储存与释放实现的。

功和无功的解耦控制，因此式(25)是易于实现的。

20

以 某 实 际 架 空 线 路 R2.7 、 X3.35 、  k

30

51.132为参照组，在相同风速波动下(即P 保持
不变时 ) ，分别设置改变阻抗角 ( k26.565 、 R


幅值/dB



2.7， k63.435、R2.7)、以及保持阻抗角不

40

103

变增加线路长度( k51.132，R5.4)，考查功率


图5

U/P

R  5.4

1.2

R  2.7

0.5
0.5
功率因数角 /rad

1.5



图4
Fig. 4

100

恒转速段控制参数对 (s)/v(s)的影响(9m/s)

Fig. 5



Impacts of PI parameters on  (s)/v(s) in


constant-speed region (9m/s)

定转速段。当风速波动频率为 0.02Hz 时，ksp 为 2

 k  63.435，R  2.7

0.0
1.5

101

如图 5 所示，本例场景为有功波动最大的恒额

 k  51.132，
0.6

102
频率/Hz

因数角变化对电压波动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k  26.565，R  2.7
 k  51.132，

ksp  5，ksi  0.5
ksp  10，ksi  1
ksp  20，ksi  2

50
60



1.8

ksp  2，ksi  0.2

不同因素对电压波动的影响(9m/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voltage fluctuation

的机组(s)/v(s)的幅值为 0.09，远大于 ksp 为 20
时的 0.008，即在相同风速波动下，ksp 为 2 时产生
的转速波动是 ksp 为 20 时的 10 倍，因此若进一步
降低转速环控制带宽可能导致机组超出安全转速
造成紧急停机。

可见不同阻抗角下存在特定的功率因数角使

事实上，恒额定转速段也是最容易发生超速的

有功波动造成的电压波动分量最小，并通过时域仿

区域，这是由于：当前转速已经达到额定转速，与

真验证了该功率因数角与式 (25) 中的推导相吻合

安全转速之间的裕度较小；且由于功率与风速的 3

(以✶示于图中)。

次方成比例，当前较大的风速下，风速波动带来的

2 DWG 的联合平抑控制策略
根据 1 节中对有功波动和电压波动的分析，本

巨大转矩差会产生较大的加速度，尤其是转速环带
宽降低后发电机转矩爬升速率降低，相当于进一步
扩大了加速作用；再者机组转速是一个大惯量滞后

文提出一种 DWG 有功–无功的联合平抑控制策略，

环节，而转矩控制和变桨控制均依赖转速检测，二

以期在不采用电压闭环、不借助额外装置的前提下

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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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气动转矩前馈的变桨控

有载调压变压)进行协调作用，且多个无功电源同时

制，在发电机转矩和变桨动作之前产生控制作用，

采用电压闭环可能造成无功潮流异常。因此本文提

从而解决严苛风况下 DWG 的超速问题。考虑到气

出一种电压开环、无功闭环的分频段无功控制策

动转矩通常无法直接获取，图 6 中给出在线估算模

略，对 1.2 节中机端电压的水平偏差U1 和动态偏

块，图中上标“ˆ”表示估算值；根据气动转矩提供

差U2 进行分别控制，控制框图如图 7 所示，图中

前馈信号并作用于常规变桨控制
气动转矩的
在线评估
U/I
检测

Te1

转矩
计算



g



̂g

1
J sum s

Pwf、Qwf、Uwf 分别表示风电机组有功、无功和机端

。






PI

90°

du
dt

d1

d2

 
 

g

gn



电压的测量值，P*s 表示定子有功，i*d 和 i*q 分别表示

kplkil

带阻
滤波





[24]

转子电流 d 轴和 q 轴分量的参考值。
T̂a

7°/s

PI

Qwt
Pwt

G

*


0°

7°/s

图6
Fig. 6

变桨控制

DFIG

变桨前馈模块的滞环参数整定如下，假定在所






Qwt

(27)

图7

G
1 sT

i*q1
i*d

i*q

条件可表示为

PI

PI
Pwt 



P*s

Control diagram of frequency-distinct reactive

power control of doubly-fed wind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的情况下，机组从额定转速升速到安全转速期间电
磁转矩来不及变化，即 Te(t)Te0。则机组安全运行





采用分频段无功控制的双馈机组转子侧变换器控制

Fig. 7

出于为安全运行留出裕度的考虑，认为最极端

(

电流环
控制及
变换器



转子侧变换器矢量控制

考察的严苛风况下气动转矩线性增加：
Ta (t )  Ta0  kTa t


kq

Feed-forward pitch control based on
aerodynamic torque estimation



1
tan k

Uwt
U0n
电压低频波动抑制

基于气动转矩估算的变桨前馈控制

电压高频波动抑制

sT
1 sT

sT
1 sT

G
1 sT



提供前馈信号

G

rotor side converter

对于电压波动的高频分量，采用式(25)所述方
法进行抑制，通过高通滤波提取风电机组有功功率

Ta (t )  Te (t )
)dt  max  n
J sum

(28)

严苛风况发生前认为机组稳态运行，即 Ta0

Te0。假定机组超速过程的加速时间为 t1，则：

kTa t12  2J sum (max  n )

(29)

对于本文对象机组，经过多组严苛风况进行测
试得出 t1 在 4s 以内(在 t1 较长即加速缓慢的情况下，

的波动分量P，再根据式(25)确定无功波动分量的
参考值。
对于电压波动的低频分量，采用电压水平值和
标称电压之间的偏差进行下垂控制[25-26]，通过有差
调节降低电压水平偏差。可见，两部分无功控制从
频域上解耦，且两部分均为电压开环控制，可避免
多个无功电源同时采用电压闭环可能产生的问题。

减速作用)，代入 Jsum12， n1.2pu， max1.1 n，

其中下垂系数设计如下：
U  U min
kq  0n
Qmax

从而得出 kTa0.18pu/s 的风况下机组可安全运行。

式中：U0n 为线路额定电压；Umin 为电压最小值；

因此设置滞环参数 d2 略小于该值即可在必要的时

Qmax 为无功最大允许值。考虑到变流器容量有限，

候发挥变桨前馈作用(较大的滞环阈值确保了机组

需要对无功电流参考值 i*q 进行限幅[14,27]，限幅后的

在常态运行时变桨前馈处于非工作状态，从而避免

i*q1 为

变桨和转矩控制的积分环节可为机组产生足够的






常态运行时损失发电量)，以保证机组安全运行，d1
可设置为 0 或较小的正值。
2.2

抑制 DWG 电压波动的分频段无功控制
理论上电压闭环是控制机端电压最有效的方

法，但由于 DWG 接入 DN 需要与其他电网设备(如

2
iq1  min( I max
 I d2 , iq )

(30)

(31)

式中 Imax 为转子侧变换器电流上限值。

3 仿真验证
本文针对 1 台 1.5MW 双馈风电机组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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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GH bladed 和 PSCAD 软件进行仿真分析。文

型模拟。2 组仿真采用相同的控制参数(ksp2，ksi

中所用的主要参数见表 1 所示。

0.2)，其中第 2 组在常规控制的基础上增加变桨前

表1

馈。从图 9 所示仿真结果可见，未采用前馈方案的

主要机械和网络参数

Tab. 1 Main mechanical and network parameter

DWG 在遭遇强阵风时(17s 左右)转速超出安全转

网络参数

数值

速，触发变流器脉冲封锁，电功率骤降为零，与此

1.64

额定功率/MW

1.5

同时紧急变桨启动(速率 10/s)迫使机组快速停机，

43

配电网额定电压/kV

10

这不仅损失了发电量，还会造成机组承受剧烈震动

发电机额定转速/(rad/s)

188.5

风电机组额定电压/V

690

额定风速/(m/s)

10

架空线路电阻/(/km)

0.27

齿轮箱变比

104.5

架空线路电抗/(/km)

0.335

轮毂半径/m

2

定子电阻/

0.0058

组的正常发电和安全稳定运行，验证了所提控制策

塔架高度/m

70

转子电阻/

0.0062

略的有效性。

机械参数

数值

机组最大发电量/MW
桨叶半径/m

3.1

和极限载荷。但采用前馈方案的机组提前动作桨距
角，有效的避免了转子超速引起的停机，维持了机

发电机转速/
(rad/s) 风速/(m/s)

基于转子动能的功率平滑仿真

3.1.1 恒额定转速段下的有功平抑仿真
采用平均风速为 8.53m/s 实测秒级风速进行仿
真。在合理范围内选取 3 组转速环控制参数(ksi 按照

电功率/MW 桨距角/()

ksp/10 选取)，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可见减小 ksp
可使风电机组更积极的通过动能储存与释放抑制
有功波动，且有功水平值相较于 ksp 较大的控制几
乎不变，因此不会造成发电量损失；但同时，减小

ksp 会造成发电机转速波动增大，与分析结果一致。

14
12
10
8
有前馈

200
100

无前馈

0
20
50

0

14 16 18

有前馈

0
2

有前馈

1
0
0

Fig. 9

无前馈
20
t/s

10

图9

3.2

无前馈

30

40

50

变桨前馈控制在仿真中的验证

Simulation of feed-forward pitch control

联合平抑控制策略的仿真验证

3.2.1 恒额定转速段下的电压波动平抑
输入上述平均风速为 8.53m/s 实测秒级风速，
设置四组不同的无功控制策略进行仿真，DWG 无
功、机端电压的曲线如图 10 所示。其中参考组采
用单位功率因数控制，各项参数为 ksp10、ksi1、

0，该控制不与电网交换无功，无功输出为零；
对照组 1 在参考组的基础上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增
加图 7 中的电压波动高频抑制(式(25))，有效减小了

压
电
端
机

电压的动态偏差；对照组 2 在组 1 的基础上又增加
无
频
k=10+分
制
控
数
因
率
功
位
10.8524单

图8

Fig. 8

改变控制参数对发电机转速、有功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change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n

了应对水平偏差的无功下垂控制(即构成了分频段
无功控制)，机端电压的水平偏差也大幅改善；对照

generator speed and active power

减小 ksp 参数能够平滑机端电压波动，但同时
也会导致发电机转速波动增加，在极端风况下有可
能 导 致 超 速 并 触 发 紧 急 停 机 。 因 此 本 节 在 GH

bladed 仿真平台中对 2.1 节所提变桨前馈策略进行
验证，严苛风况由 Bladed 内置的 IEC 标准阵风模

分频段无功控制

无功功率/Mvar

3.1.2 变桨前馈控制在严苛风况下的验证

0.4
0.2

单位功率
因数控制

有功无功联合 高频电压
平抑控制 波动控制

0.0
0

40

t/s

80

120

(a) 不同无功控制作用下的风电机组无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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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化较大时，有效降低输出功率和机端电压的波

高频电压
波动控制

单位功率
因数控制

动；采用所提分频段无功控制也能很好的平抑机端
电压，而同时采用有功–无功联合平抑控制策略的

10.5

DWG，机端电压的波动最小、平滑效果最好。
分频段
无功控制

10.2

压
电
端
机

0

无
频
k=+分
制
控
数
因
率
功
位
10.8524单

40

图 10

Fig. 10

有功无功联合
平抑控制
t/s

80

4 结论
120

针对接入配网末端分布式风电机组的电压波

(b) 不同无功控制作用下的机端电压变化

动问题，本文基于小信号分析法，推导了风速波动

不同无功控制策略对机端电压的影响

影响机组有功出力和机端电压波动的频域特性，分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active power control
strategies on the terminal voltage

组 3 在组 2 的基础上减小转速环控制带宽(即构成了
联合有功–无功的电压控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电
压波动抑制效果。因此，采用本文所提的有功–无
功联合平抑控制策略，对机端电压的水平偏差和动
态偏差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满足电压波动的平抑
需求。

3.2.2 联合平抑控制策略在风速大波动下的验证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功率波动最大的情况发
生在恒额定转速下，3.2.1 节已经在该风况下进行了
仿真验证。为进一步校验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选取一段变化范围为 5.5~10.2m/s 的实测秒级风速
进行仿真，旨在检验风速波动较大时的平抑效果。
结果如图 11 所示，减小转速环控制带宽仍能在风

析指出机组有功功率波动是电压波动问题的主要
成因，且机组运行于恒转速段时这一问题最为严
峻。为此，提出一种有功–无功联合电压平抑控制
策略，首先充分利用转子动能平滑有功波动从源头
上降低其对电压波动的负面影响；其次，机组采用
一种新颖的分频段无功控制方法，对于电压的高频
段波动分量采用精确设计的功率因数角控制，对于
低频段波动分量采用电压–无功下垂控制。
上述控制器的设计可充分利用机组有限的无
功调节容量，并考虑了多分布式风机接入电网的应
用场景。在 PSCAD 中对上述控制策略进行了充分
验证，有功–无功联合电压平抑控制的各功能部分
与预期设计效果吻合，各部分综合作用可有效降低
机端电压的动态波动和水平偏差，在多台分布式风
机接入的场景中也可获得很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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