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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
静态稳定极限及静态稳定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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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ic Stable-limit and Static Stable-working Zone for Single-machine Infinite-bus System
of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KANG Yong, LIN Xinchun*, ZHENG Yun, QUAN Xuli, HU Jiabing, YUAN Xiaom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Electromagnetic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based on the closed-loop control of output current,
the output active power characteristics under weak grid
condition were studied,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DC-link
time-scale was derived. Based on the output active powe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DC-link
time-scale, the static stability criterion for the single-machine
infinite-bus
grid-connected

system
converter

(SMIB)

of

was

obtained.

renewable-energy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static limit current, the static limit

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在不同工作点的静态稳定
性进行验证。最后，对比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与同步发电机特
性的异同。
关键词：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静态稳定性；
静态稳定极限

0 引言
大力发展新能源是我国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举措，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是我国利

power-angle respect to the grid impedance, and reactive current

用新能源的主要形式。与传统发电方式不同，风、

were further derived. The static stability under different

光等新能源是通过电力电子装置并入电网的。在光

working points for the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伏发电和直驱风力发电这两种典型的新能源利用

converter was verified by Matlab/Simulink simulation. Finally,

形式中采用的并网装置是新能源并网变换器[1-3]。因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and the synchronous generator were
compared.
KEY WORDS: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single-machine infinite-bus system; static stability; static

此，在扰动作用下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稳定与否，
直接决定了光伏发电和直驱风力发电是否能够不
脱网运行。
在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稳定性分析中，由于其

stability limit

静态稳定性是分析小扰动稳定性和大扰动稳定性

摘要：针对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制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研

的基础，因此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静态稳定性分析

究弱电网条件下其输出有功功率特性，推导其在直流电压时

非常关键。在传统的电力系统中，新能源占比很小，

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基于输出有功功率特性和直流电压时

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甚微，同步发电机的动态行为主

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得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

导了电力系统的特性。随着世界各国新能源的大规

统的静态稳定判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新能源并网变换

模发展，新能源在电力系统的占比越来越高，不少

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静态极限电流、静态极限功角与电网阻
抗及无功电流之间的关系。通过 Matlab/Simulink 仿真对新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B0902000)；国家电网
公司科技项目(SGXJ0000KXJS1700841)。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2017YFB090200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SGXJ0000KXJS1700841).

学者开始关注大规模风电和光伏接入对电力系统
的静态稳定性影响。如文献[4-5]基于 PV 曲线和分
岔理论，分析了大规模风电接入后电力系统的静态
电压稳定性问题，并指出了风电功率高注入情况下
系统会发生电压崩溃的问题。并同时提出了利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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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短路比评估系统静态电压稳定性的实用判据[4]。

网变换器主要输出无功电流以支撑 PCC 点电压，与

文献[6-7]将大型光伏电站等效为一个 PQ 节点，分

正常工况下以维持系统有功功率平衡为主要目标

别通过分岔分析法和特征结构法分析分析了大型

的并网变换器静态特性有很大区别。文献[11]将并

光伏电站接入电力系统后系统的静态电压稳定性，

网变换器等效为静止同步发电机模型进行分析，类

并指出光伏电站的出力和线路阻抗与系统的静态

比传统同步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并网变换器发电

电压稳定性密切相关。然而上述分析还是站在以同

系统的稳定性问题。文献[12]针对多馈入电力电子

步发电机为主导的传统电力系统的基础上，将新能

电力系统，提出基于静态特性定义的广义短路比刻

源发电装置作为影响因素，考虑新能源接入后对电

画多馈入电力电子电力系统中交流电网相对强度

力系统的静态电压稳定性的影响。随着我国新能源

和稳定性。文献[13-14]研究表明在并网变换器发生

的快速发展，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越来越

严重短路故障期间，如果并网变换器注入系统的有

高，部分地区新能源的比例反而远高于传统同步发

功电流和无功电流不合适，将会导致系统出现失

电机，新能源发电装置成为了电力系统的主要电

稳，但是文献[13-14]所采用的失稳判据是 PCC 点电

源，此时该区域的电力系统稳定性将由新能源发电

压与无穷大电网电压之间的夹角大于 90，这是将

装置的特性主导，因此针对新能源发电装置特性主

并网变换器完全等同于同步发电机进行分析而得

导下的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性的研究十分重要。需要

到的结论，没有深入研究并网变换器自身的特性。

说明的是，当将并网设备当作负荷看待，此时并网

同 时 文 献 [13-14] 所 开 展 的 稳 定 性 分 析 也 是 针 对

设备是否存在工作点的稳定性在电力系统中通常

LVRT 期间，与正常工况下并网变换器有较大差异。

也称为静态电压稳定性。而当新能源发电装置成为

文献[11-14]都是将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等效为电压

了电力系统中的主要电源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将

源的类同步发电机的分析思路。但是，新能源并网

视作如同同步发电机的发电设备，因此，将在输入、

变换器与同步发电机交流侧输出特性的差异决定

输出不平衡有功功率驱动下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是

了其静态稳定性也与同步发电机不一样。对于新能

否存在工作点的稳定性称为静态稳定性。但是目前

源并网变换器而言，其交流侧输出特性取决于所采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尚无文献针对新能

用的控制策略，当采用输出电流闭环控制策略时即

源并网变换器的静态稳定性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

呈现出电流源特性[15]，当采用输出电压幅相控制策

究和分析。

略时即呈现出电压源特性[16]。目前已经投运的直驱

文献[8-14]的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到新能源并网

风电和光伏发电中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采用电压

变换器弱电网系统的静态稳定性问题。文献[8]针对

源型变换器-VSC)基本上都是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

弱电网条件下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

制的，因此本文主要以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制的新

模型，得出可以采用Pe /id0 作为并网变换器弱

能源并网变换器为研究对象，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

电网系统的功率控制稳定性判据，分析了有功功率

制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在交流侧所呈现的受控电

对无功电流的敏感度，给出了提高并网变换器弱电

流源特性，使得其向电网传输的功率与等效为电压

网运行能力的基本思路。文献[9]通过仿真指出在短

源特性的同步发电机完全不同，从而使得新能源并

路比低于临界阈值时，并网变换器将呈现出类似于

网变换器与同步发电机的静态稳定性具有较大的

同步发电机的电压崩溃与功角失稳现象，指出影响

差异。



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 PCC 节点到变换器之间的阻

本文以光伏发电和直驱风电中的新能源并网

抗，但是没有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和推导。文献[10]

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为对象，在假定各控制器都

分析了系统远端电压严重跌落时并网变换器在典

是理想的条件下，分析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

型 LVRT 控制下所存在的稳定性问题，指出影响稳

大系统的静态稳定性。首先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定性的因素有电压跌落程度、线路感抗大小、低电

基本工作原理入手，研究弱电网条件下新能源并网

压穿越增益系数 3 个方面，同时还依据网络和并网

变换器的输出有功功率特性，推导新能源并网变换

变换器 Id-Vt 曲线在相平面图上是否有交点给出了

器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基于输出有功

系统静态稳定性判据，但文献[10]针对的是并网变

功率特性和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给出

换器 LVRT 期间的静态稳定性问题，LVRT 期间并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静态稳定判据，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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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静态极限电流、静态极限功角与电网参

参数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制

数及输出无功电流的关系，通过 Matlab/Simulink

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交流侧应等效为受控电流

仿真验证论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最后，对比新能

源而不是受控电压源。
通常，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输出电流闭环控制

源并网变换器和同步发电机特性的异同。

1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与输
出有功功率特性
1.1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图 1 给出了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制的新能源并

网变换器(电压源型变换器-VSC)与无穷大电网所
构成的单机无穷大系统示意图，图中：Pin 为新能源
并网变换器 DC 侧的输入有功功率(用来表征直驱
风机或光伏发电注入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DC 侧的
有功功率)；Pout 为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AC 侧输出有
功功率。

Fig. 1

变换器的等效电流源特性可以用 dq 轴电流来表征。
在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中，dq 旋转坐标系是通过锁相
环(phase-locked loop，PLL)对 PCC 点电压矢量 Ut
的不断跟踪而定向的。最常采用的 PLL 是基于 dq
旋转坐标系下的 SRF-PLL[17]，SRF-PLL 通过对 dq
旋转坐标系位置的不断调节，目标是使得 PCC 点电
压矢量 Ut 在 dq 旋转坐标系 q 轴上的分量 Utq 为 0，
也就是使得 d 轴定向在 PCC 点电压矢量 Ut 上。本
文所定义的 dq 旋转坐标系和 abc 静止坐标系之间的
位置关系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得到三相 abc 静止

PV 或
直驱风
机的 Pin  Udc

前端
变换器
Udc

Udcref


图1

都是在 dq 旋转坐标系中实现的，此时新能源并网

Ut0

E e Ls


PWM
IPref



I
PCC

Pout

PIdc

Lg Ug t

IP：电流 I 的有功分量

PWM
PII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示意图
Overview of single-machine infinite system of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坐标系到两相 dq 旋转坐标系变量之间的转换矩阵
(矩阵元素中的为 PLL 的输出相位，PLL 通过对
的调控以实现 d 轴与 PCC 点电压矢量 Ut0 重合)
如式(1)所示。
2
2 

cos  cos(  ) cos(  ) 
2
3
3
Tabcdq  
 (1)
2
2
3
 sin   sin(  )  sin(  ) 
3
3 


当扰动作用使得 DC 侧的输入有功功率 Pin 与

b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 Pout 不一致时，不平衡功率 Pin

q

Pout 会直接导致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DC 侧电容电压
Ut

Udc 发生变化，控制系统通过 DC 侧电容电压控制


环(PIdc 为控制器)将 Udc 稳定在给定值 Udcref 并由此

O

产生 AC 侧有功电流指令 IPref，然后再基于有功电



d
a

流控制环(PII 为控制器)实现 AC 侧输出有功电流 IP
对 IPref 的跟踪。因此，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有功功率
c

平衡控制的基本机理为：不平衡功率 PinPout 驱动
Udc 变化，Udc 的变化驱动有功电流 IP 发生变化，IP
的变化会引起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 Pout 的变化，Pout
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不平衡功率。
1.2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在弱电网下的输出有功功

图2

dq 坐标系和 abc 坐标系之间的位置关系

Fig. 2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q and abc coordinates

在所定义的 dq 旋转坐标系中，新能源并网变
换器 AC 侧输出电流的 d 轴分量 Id 代表了有功电流

率特性
当新能源并网变换器采用图 1 所示的输出电流

分量、AC 侧输出电流的 q 轴分量 Iq 则代表了无功

闭环控制时，在不考虑电流环跟踪误差时，输出电

电流分量，且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等效电流源可以

流就等于电流指令，考虑到电流指令是由 DC 侧电

用 IdjIq 来表示。

压控制环或功率控制环生成的，只要电流指令不

图 3 给出了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交流侧在 dq 旋

变，那么输出电流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新能源并

转坐标系下的基频等效电路，其中：并网 PCC 点的

网变换器的桥臂输出电压 E   e 会随着 AC 侧电路

电压矢量为 Ut0(定向在 d 上)；Xg(Xg 1Lg，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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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

Pout


IdjIq

Pin

Ug t

Ut0

a''

b

b'

Id
0

Equivalent AC circuit of single-machine infinite

Id_a U g /( 2 X g ) Id_b

中 1 为无穷大电网的基波角频率)为并网 PCC 点与

Pout

无穷大电网之间等效电感 Lg 的基波等效阻抗；无穷

Pin



a''

Pout_cr

a a'

大电网电压矢量为 Ug t。

b''b

b'

 t



由图 3 可得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

 t_a

0

并网 PCC 点电压幅值 Ut 的表达式：

 t_b

 /4

 /2  t /rad

(b) Pout- t 曲线

Ut  U  I X  Iq X g
2
d

50 Id /A

(a) Pout-Id 曲线

system of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2
g

b''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 AC 侧等效电路

Fig. 3

Pout_cr

a a'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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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2)

由图 2 和式(1)可知，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AC 侧
输出有功功率 Pout 可以表示为

Iq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图4

Pout-Id 曲线和曲线 Pout- t


Fig. 4

Curves of Pout-Id and Pout- t under Iq0 for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Pout  1.5(U td I d  U tq I q )

(3)

网变换器的输出有功功率是受限的，且其最大值(在

式中 Utd、Utq 分别表征并网 PCC 点电压矢量 Ut0

Iq0 时)如式(8)所示。由式(8)可见，随着电网基频

的 d 轴和 q 轴分量，当忽略 PLL 动态时，d 轴直接

阻抗 Xg 的增大，最大可传输的有功功率会减小。

定向在电压矢量 Ut0 上，此时 Utq0，式(3)可以

Pout_cr 

简化为

Pout  1.5U td I d  1.5U t I d

3U g2

(8)

4Xg

(4)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静态稳定性不仅取决于

由式(2)和(4)，可以求得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与无

输入有功功率与 Pout-Id 曲线(或 Pout- t 曲线)是否存


在交点，同时也取决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数学模

穷大电网交换的有功功率：

3
3
3
Pout  U t I d 
U g2  I d2 X g2  I d  I q I d X g
2
2
2

(5)

同时，由图 3 还可以求得 d 轴电流 Id 与相角 t


( t 为 PCC 点电压矢量 Ut0 与无穷大电网电压矢


量 Ug t 之间的夹角)之间的关系式：

型(以微分方程形式表征的)。

2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
的数学模型
在采用图 2 所示的 dq 旋转坐标系后，新能源
并网变换器的典型控制策略如图 5 所示，图 5 是将



I d X g  U g sin  t

(6)

图 1 中的有功电流指令 IPref 和有功电流反馈 IP 分别

将式(6)代入到式(5)中，可以得到 Pout 与 t 之间

用 d 轴电流指令 Idref 和 d 轴电流 Id 代替；同时在此



的关系式(7)，本文将相角 t 定义为新能源并网变换


器功角。
2
g

3U
3
3
Pout  U t I d 
sin(2 t )  U g I q sin  t
2
4Xg
2

(7)

由式 (5) 和 (7) 所表示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AC

iin idc
PV 或
直驱风 Pin
Pdc
机的 C 

前端
Udc
变换器
Udc

Udcref




的函数关系，可以画出对应的 Pout-Id 曲线和 Pout- t
曲线，图 4 给出的是 Iq0 时所对应的曲线。


在弱电网条件下 AC 侧呈现电流源特性的新能源并

I
PCC

Pout
PWM
PIdc

Idref

PII



PII



图5
Fig. 5

Lg Ug t


Ut
PLL

Id


Iq



由图 4 所给出的 Pout-Id 曲线、Pout- t 曲线可见，



Iqref

侧输出有功功率 Pout 分别与 d 轴电流 Id 以及功角 t

Ut0

E e Ls



PWM PWM
生成
环节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典型控制策略

The typical control strategy for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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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cref

基础上，增加 q 轴电流(无功电流)控制环路。图中，

Pin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桥臂输出电压矢量为 E  e，




源并网变换器输出电流为 I ，并网 PCC 点的电

图6



kp 

ki
s

Id

1.5Ut

Pout

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Fig. 6

间的等效电感，无穷大电网电压矢量为 Ug t。


The active-power control diagram of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under

由图 5 可见，当 DC 侧输入功率 Pin 和 DC 侧输

dU dc
P  Pdc
C
 iin  idc  in
dt
U dc



有功功率控制框图

压矢量为 Ut0，Lg 为并网 PCC 点与无穷大电网之

Udc 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如式(9)所示。

1
Udc

sCU dc



Ls 为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AC 侧 L-型滤波电感，新能

出功率 Pdc 不相等时，必然会导致 DC 侧电容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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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link voltage time scale

的前提条件为：当 Id 增大时 Pout 也增大，即满足

dPout /dId0。
因为当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 Pin 增大时，


(9)

会使得 Udc 增大，Udc 增大会使得 DC 侧直流电压控
制器 PIdc 的输出 Id 增大，在满足 dPout /dId0 条件下


为了得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
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作如下假设。
假设 1 忽略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损耗，即认为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等于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即满足

PdcPout。
假设 2 忽略电流环动态，即认为 d 轴和 q 轴电流
反馈能够分别跟踪上 d 和 q 轴电流指令。

Pout 也增大，从而实现了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 Pin 和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 Pout 的自动平衡，系统会稳定
运行在一个新的平衡点。相反，如果 dPout /dId0，


则意味着当 Id 增大时，Pout 会减小(或不变)，此时在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 Pin 增大时，AC 侧输出有功功
率 Pout 会减小，因此不存在稳定的平衡点，新能源
并网变换器是不稳定的。

依据假设 1，可以将式(9)变换为式(10)：

C

dU dc Pin  Pout

dt
U dc

因此，在图 4 所给出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Pout-Id

(10)









是否大于 0 来对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不同工作点(如 a

依据假设 2 ，有： IdIdref 、 IqIqref ；同时由

ki
)
s

点、b 点)的静态稳定性进行判定：当满足 dPout /dId


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是静态稳定的；当满足

图 5 中的 DC 侧电容电压控制环，可得：

I d  (U dc  U dcref )( kp 

曲线、 Pout- t 曲线中，可依据 dPout /dId 、dPout /d t

(11)

式中 kpki /s 为 DC 侧电容电压环控制器 PIdc 的传递


dPout /dId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是静态不稳定


的。典型地，曲线上的 a 点是静态稳定的，b 点是
静态不稳定的。

函数。将式(11)中的拉普拉斯算子 s 用微分算子 d/dt

如果考虑多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工况，对每

代替，并与式(10)联立，即可得到新能源并网变换

一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而言，其直流电压时间尺度

器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的数学模型，如式(12)所示。

下的数学模型仍然可以用式(12)来描述，不会发生

d(U dc  U dcref )
 dI d
 dt  ki (U dc  U dcref )  kp
dt

d
U
dc
CU dc
 Pin  Pout

dt

变化。但是，一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AC 侧输出

(12)

3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静
态稳定性
3.1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静态稳

定工作区
综合图 5 和式(12)、(4)，可得直流电压时间尺
度下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有功功率控制框图，如
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知，有功功率控制环路为负反馈控制

有功功率与其输出有功电流之间的函数关系，会受
到其它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所注入电流的影响，从而
导致其 Pout-Id 曲线会发生变化。然而，无论其 Pout-Id
曲线如何变化，本文所提出的静态稳定性判据还是
成立的，即：当满足 dPout_i /dId_i0(下标中的 i 表示


第 i 台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是
静态稳定的；当满足 dPout_i /dId_i0 时，新能源并


网变换器是静态不稳定的。
3.2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静态极

限电流和静态极限功角
无论是 Pout-Id 曲线还是 Pout- t 曲线，都存在一


个极值点，静态极限电流 Id_cr 定义为 Pout-Id 曲线上

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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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点所对应的 d 轴电流 Id，而静态极限功角 t_cr






令 dPout /dId0，即可求出静态极限电流 Id_cr，


由式(5)可得：
dPout 3 U  2 X I
3

 X g Iq  0
dI d
2 U g2  X g2 I d2 2
2
g

2 2
g d

输出有功/pu

定义为 Pout- t 曲线上极值点所对应的功角 t。

0.8

(13)

0.0
0

/8

/4
功角/rad

3/8

/2

(b) Pout- t 曲线

Iq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图7

到静态极限电流 Id_cr 与线路参数有关。结合评价电

Pout-Id 曲线和 Pout- t 曲线


网强弱的短路比(SCR)的定义：

SCR 



0.4

当 Iq0 时可求出 I d_cr  U g / ( 2 X g ) ，可以看

1.5U

 t_cr

0.3
0.2
0.1
U g 0.0
0.1
0.2
0.3

2Iq X g

1.2

Fig. 7

2
g

Curves of Pout-Id and Pout- t under Iq0 for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Xg
Ug
Ssc


Prated 1.5U g I d_rated X g I d_rated

(14)

式中：Ssc 为在 PCC 点电网短路容量；Prated 为新能

幺值的基准为 Pout_B3Ug2/(4Xg)。
以 Pout-Id 曲线为例进行分析：对于不同的 Iq 取
值，参变量 2IqXg /Ug 取值也会不同，从而对应于不


源并网变换器额定功率 ( 单位功率因数条件下 ) ；

同的 Pout-Id 曲线。当 Iq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Id_rated 为新能源并网变换器额定电流。因此，当 Iq0

向电网输出滞后无功，有助于提升 PCC 点电压水

时静态极限电流 Id_cr 与 SCR、Id_rated 的关系为

I d_cr

Ug

SCR


I d_rated
2Xg
2

平，对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向电网输送功率有利，对
应于 Pout-Id 曲线向右上方移动，静态极限有功功率

(15)

和静态极限电流都会增加；而当 Iq0 时，新能源
并网变换器从电网吸收滞后无功，不利于 PCC 点的

式(15)说明：当 SCR 越小时，静态极限电流 Id_cr

电压稳定，对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向电网输送功率不

越接近额定电流 Id_rated，或者说，在新能源并网变

利，对应于 Pout-Id 曲线向左下方移动，静态极限有

换器输出额定电流时，随着 SCR 的减小其静态稳定

功功率和静态极限电流都会减小。

裕量越来越小。典型的，当 SCR    2 时， I d_cr 
2 I d_rated ，即静态极限电流为额定电流的 2 倍；

当 SCR  2 时，Id_crId_rated，静态极限电流即为额
定电流。
针对 Pout- t 曲线，由式(6)所给出的 Id 与 t 关系，




可以求出静态极限功角 t_cr，当 Iq0 时可以得到


4 仿真验证
在 Matlab/Simulink 中搭建了新能源并网变换
器的单机无穷大系统的仿真模型，如图 8 所示。
Pin


Cdc  Udc

 t_cr45。当 Iq0 时， t_cr 与线路参数同样有关，




Pout

I

Ut  t


PCC



Xg
Ug0



而且会偏离 45角。
3.3

E e Xs

图8
Fig. 8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输出无功电流的影响
图 4 所给出的 Pout-Id 曲线和 Pout- t 曲线是在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示意图
Overview of single-machine infinite system of

renewable-energy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Iq0 时得到的，如果 Iq0，Pout-Id 曲线和 Pout- t

仿真中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开关部分采用受



曲线都会发生偏移，如图 7 所示，图中有功功率标

输出有功/pu

1.2

Id_cr

0.3
0.2
0.1
0.0
0.1
0.2
0.3

2 Iq X g

中将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按照

0.5kW/s 的速度逐渐增大，让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0.4
0.0
0

数如表 1 所示。
为了减小电流环动态和 PLL 动态的影响，仿真

Ug

0.8

控电压源替代，忽略了开关过程，仿真中的主要参

输出有功功率逐渐向静态极限有功功率靠近。按照
理论分析结果，在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小于静态极
10

20

Id/A

30

(a) Pout-Id 曲线

40

50

限有功功率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应该是静态稳定
的；而当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大于静态极限有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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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arameters for the single-machine

infinite system of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参数

数值

电网电压

3，380V/50Hz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额定功率/kW

10

无穷大电网等效电感/mH

20(对应的 SCR2.3)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滤波电感/mH

2.6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DC 侧电容/F

4700

额定直流电压/V

1000

0

此在仿真中，同时给出了 DC 侧输入有功功率小于

Iq/A

0

率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应该是静态不稳定的，因

40
80
2.5

和大于静态极限有功功率两种情况下的仿真波形。

Pin
12.0
11.6

1.6

1.8

2.0

1.6

1.8

2.0

1.6

1.8

2.0

1
0
1

1.1
1.0

1.5

0.9

0.5
0.8

考虑到不同的 q 轴电流 Iq 对应于不同的静态极限有

Pout

11.8
40

Udc/kV

Tab. 1

P/kW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系统的主要参数

第 40 卷

报

1.2

1.6
t/s

2.0

功功率和静态极限功角，因此分别针对 Iq0、Iq0

(b)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不稳定工况

和 Iq0 这 3 种情况进行了仿真。

图9

1）设定 Iqref0，不考虑电流环动态时可认为

Fig. 9

Iq0 的仿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small disturbances with Iq0

I q    0 ，由式 (8) 可得静态极限有功功率 P o u t _ c r  
11.5kW。仿真结果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见，当输

2.4

和锁相环动态所导致的。

入有功功率 Pin 缓慢增长到 11.8kW 时，新能源并网

2）设定 Iqref10A，不考虑电流环动态时可认

变换器不稳定。仿真结果与理论分析比较吻合，因

为 Iq10A，由式(13)、(5)可以求得静态极限有功功

为由图 4(a)可知，当输入有功功率 Pin 大于 Pout_cr

率 Pout_cr8.37kW。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时，Pin 与 Pout-Id 曲线没有交点并且直线 Pin 位于

可见，在 Pin8.5kW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稳定；

Pout-Id 曲线之上，这意味着直流侧输入到新能源并

当 Pin 增长到 8.6kW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不稳定。

网变换器的有功功率没有办法通过交流侧全部送

仿真结果与理论分析也比较吻合。

出去，从而导致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内部的主要储能

3）设定 Iqref10A，不考虑电流环动态可认为

元件 – 直流侧电容的电压不断上升并导失去稳定

Iq10A，由式(13)、式(5)可以求得静态极限有功

性。当然，仿真得到的静态极限有功功率为 11.8kW，

功率 Pout_cr14.95kW。仿真结果如图 11 所示，由

而理论求得的静态极限有功功率为 11.5kW，二者

图 11 可见，在 Pin15.35kW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

存在的差异是因为理论分析中忽略了电流环动态

器稳定；当 Pin 增长到 15.45kW 时，新能源并网变

11.8

8.5

Pin
Pout

P/MW

P/kW

12.0

11.6

Iq/A

Iq/A

0

2
1.1

10

8
1.1
Udc/kV

Udc/kV

8.1
7.9
12

11.4
2

1.0

0.9
0.8

8.3

Pin
Pout

1.2

1.6
t/s

2.0

(a)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稳定工况

2.4

1.0

0.9
0.8

1.2

1.6
t/s

2.0

(a)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稳定工况

2.4

第 14 期
Pin
Pout

0
40

40
8.7
8.6
8.5
8.4
2.0

P/kW

P/kW

40

2.2

8
2.0

Udc/kV

2.0

0.9
2.0

1.2

2.4

2.5

12
2.2

2.3

2.4

2.5

1.2
1.1
1.0
0.9
2.2

2.3

2.4

2.5

Iq/A

8

80
2.0

2.2

1.6
t/s

2.4

2.0

1.5
1.0
0.5
0.8

2.4

1.2

(b)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不稳定工况

图 10

2.3

10

40

2.4

1.0

1.0
0.5
0.8

2.2

1.1

1.5

15.3
2.2

0

Udc/kV

Iq/A

30

15.5

40

2.4

10

50

Pout
15.4

12

10

Pin

0

10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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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s

2.0

2.4

(b)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不稳定工况

Iq10A 的仿真结果

图 11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small disturbances with

Iq10A 的仿真结果

Fig. 11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small disturbances with

Iq10A

Iq10A

换器不稳定。仿真结果与理论分析也比较吻合。

5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与同步发电机的对比

表2
Tab. 2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与同步发电机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grid-connected converter and
synchronous generator

基于本文前面对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

对比项目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同步发电机

大系统的分析可知，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穷大

时间尺度

直流电压时间尺度

机电时间尺度

系统和同步发电机单机无穷大系统在很多方面比

输出等效特性

电流源

电压源

决定有功功率

有功电流(本文中即为

平衡的核心变量

d 轴电流 Id)

较类似，但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区别，表 2 给出了二
者的对比。
下面就对表 2 中所列举的栏目分别进行较为详

功角

细的阐述和解释。
静态极限功角

夹角，不会突变

会在 45左右变化。且 90，考虑励磁控制作用时可

DC 侧电容，输入有功功率和输出有功功率之间的

15.4
P/kW

网之间夹角，可突变

与线路阻抗参数有关 大于 90。且与线路阻抗无关

对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而言，其储能元件是
15.2

PCC 点电压与无穷大电 内电势和无穷大电网之间

Iq0 时为 45，Iq0 时 不考虑励磁控制作用时为

时间尺度的对比

Pin
Pout

差值功率由 DC 侧电容吸收或释放，因此站在功率

15.0

转换机制的角度，关注的是与 DC 侧电容充放电相

14.8

对应的直流电压时间尺度。

8

对于同步发电机而言，其储能元件是转子，输

Iq/A

入机械功率和输出电磁功率之间的差值功率由转
10

子吸收或释放，因此站在功率转换机制的角度，关
注的是与转子运动相对应的机电时间尺度。

12
1.1
Udc/kV

5.1

功角

5.2

输出等效特性的对比
基于输出电流闭环控制的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1.0

0.9
0.8

虽然采用的是 VSC 拓扑结构，但是站在闭环控制
的视角其 AC 侧输出可等效为电流源，相应的 AC
1.2

1.6
t/s

2.0

(a)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稳定工况

2.4

侧输出特性属于电流源特性。
对于同步发电机而言，其输出等效为电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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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输出特性属于电压源特性。

统，研究了直流电压时间尺度下的静态稳定性问

5.3

题，得出如下结论：

决定有功功率平衡的核心变量对比
对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而言，当 DC 侧输入有

1）在控制器和锁相环都是理想的条件下，新能

功功率和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不平衡时，二者之间

源并网变换器仍然存在稳定性问题，其静态稳定工

的差值功率会使 DC 侧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DC

作区与电网阻抗、输出有功电流及无功电流有关。

侧电容电压偏离给定值后会直接导致 AC 侧有功电

2）基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 Pout-Id 和 Pout- t

流(本文中即为 d 轴电流 Id)发生改变，而 AC 侧有

关系曲线，可以精确定义新能源并网变换器单机无

功电流的变化会使得 AC 侧输出有功功率发生改

穷大系统的静态稳定工作区、静态极限电流和静态

变，输出有功功率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输入、输

极限功角。

出之间的不平衡功率。可以看到，在新能源并网变
换器中是通过 AC 侧有功电流的改变来实现输入、
输出之间有功功率平衡的，因此 AC 侧有功电流是
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核心变量。不过考虑到 AC 侧
有功电流与功角 t 之间有固定的折算关系(式(6))，


因此在新能源并网变换器中同样可以将 AC 侧输出
有功功率用功角的函数来表示，但是功角不是最直
接的核心变量。
对于同步发电机而言，当输入机械功率和输出
电磁功率不平衡时，二者之间的差值功率会使转子
加速或减速从而改变了功角，而功角的改变直接导
致输出电磁功率发生改变，输出电磁功率的变化反
过来又会影响输入、输出之间的不平衡功率。可以
看到，在同步发电机中是通过功角的改变来实现输
入、输出之间功率平衡的，因此功角是同步发电机
的核心变量。
5.4

功角和静态极限功角的对比
对于新能源并网变换器而言，本文中将新能源

并网变换器 PCC 点电压与无穷大电网电压之间的
夹角定义为功角。当 Iq0 时，新能源并网变换器
的静态极限功角为 45；当 Iq0 时，功角特性曲线
向左下方移动，静态极限功角小于 45，相应的静
态极限有功功率会减小；当 Iq0 时，功角特性曲
线向右上方移动，静态极限功角大于 45，相应的
静态极限有功功率会增大。
对于同步发电机而言，功角通常定义为空载电
势与端口电压之间的夹角。同步发电机的输出电磁
功率与功角之间成正弦关系，在不考虑励磁控制作
用时其静态极限功角为 90，在考虑自动连续调节
励磁系统的作用时，静态极限功角会超过 90，相
应的静态极限功率也会增大。

6 结论
本文针对新能源并网变换器的单机无穷大系



3）新能源并网变换器既具有类似同步发电机
的特性，也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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