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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无功发生器的特性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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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功功率的存在，使得电力输配电系统和重工业应用领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电力输配电面临电压

波动、低功率因数以及电压失稳等问题；重工业应用，特别是快速、冲击性负荷，可能导致供电网络的电压不

平衡、电压波动和闪变等电能质量问题。本文采用Matlab/Simulink软件搭建仿真模型，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

析，得到在投入SVG调节下的电压能够处于更加平稳的状态，达到实际无功补偿的根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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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reactive power makes electric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and 

heavy industry applications face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lectric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faces problems such as voltage fluctuations, low power factors, and voltage 

instability; heavy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specially fast and impulsive loads, may cause power 

quality problems such as voltage imbalance, 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n the power supply 

network. This paper uses Matlab/Simulink software to build a simulatio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t is obtained that the voltage under the SVG adjustment can be in a more 

stable state, which can meet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actual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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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用电复杂性的提高和干扰因素的增多，配

电网中的三相不平衡问题越加凸显，同时电网对无功补

偿的需求也更加强烈。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Static Var           

Generator) 是当前电网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先进的无功

补偿装置，其性能受电压波动的影响较小，同时装置本身产

生的少量谐波对电网影响较为有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

于电流型静止无功发生器体积较大、维护成本高等问题，常

采用电压型静止无功发生器作为三相不平衡的补偿装置 [1]。

SVG 可以实现对无功电流的动态补偿，然而 SVG 的

动态性能会受到系统参数不确定以及外部干扰的影响，因

此研究增强 SVG 抗干扰能力的方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

实际应用价值。

2 SVG基本原理

将电压源型逆变器（Voltage Sourced Converter，

简称 VSC），经过电抗器或者变压器并联在电网上，通过

调节逆变器交流侧输出电压的幅值和相位，或者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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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流侧电流的幅值和相位，迅速吸收或者发出所需要的

无功功率，实现快速动态调节无功的目的。当采用直接电

流控制时，直接对交流侧电流进行控制，不仅可以跟踪补

偿冲击型负载的冲击电流，而且可以对谐波电流也进行跟

踪补偿。SVG 是电压源型的有源换流器，借助绝缘栅双极

型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IGBT）

可关断特性，控制 SVG 交流侧电压的大小、幅值和相位，

可实现无功功率灵活控制，补偿电压暂降缺额 [2]。

SVG 属于静止的无功发生器。SVG 有功功率除了满

足自身功率器件的需求，还要维持换流器直流侧电压保持

稳定。SVG 发出还是吸收无功功率，取决于电网电压幅

值和 SVG 逆变电压幅值的大小。当电网电压的幅值大于

SVG 逆变电压，无功功率流向 SVG ；当电网电压的幅值

低于 SVG 逆变电压，无功功率流向电网 ；当电网电压幅值

等于 SVG 逆变电压，电网和 SVG 设备之间无功率交换 [3]。

图 1   电压型和电流型 SVG

Fig.1 Voltage and current SVG

主电路结构主要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两种，区别在于

变流器直流侧储能元件的不同，电流型 SVG 采用并联电

容的方式并入电网，电压型 SVG 则采用串联电抗器接入

电网。电流型 SVG 直流侧储能元件为电感，工作效率低，

还存在一定的损耗，因此实际工程中电压型 SVG 在运行、

储能及安装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应用较为广泛 [4]。

Iref 为指令电流值，Ieq 为 STATCOM 交流测基波无

功电流值，二者的差值经过比例积分（PI）与限幅环节

后，对 δ（即 STATCOM 交流测输出电压与系统电压相位

差）进行微调。然后将 δ 作为指令，控制脉宽调制 PWM

波形发生器中调制波的相位，输出的 PWM 波用来触发

STATCOM中三相逆变桥各桥臂全控型器件IGBT的通断，

从而在 STATCOM 的交流测产生跟指令电流值 Iref 变化的

补偿电流 Ieq
[5]。

3 SVG数学模型

SVG 在两相旋转坐标系（d-q 坐标系）下的数学模型

如下式所示 ： 

                                                                       (1) 

其中，C 为直流侧电容的电容值 ；udc 表示 SVG 直流

侧的电压值 ；和分别为 SVG 交流侧电流在 d-q 坐标系中的

d 轴分量和 q 轴分量 ；sd 和 sq 为变换到 d-q 坐标系下的开关

函数；L 是连接电抗器的电感值；R 代表电抗器的等效阻值；

式中 ω=2πf，f 为电网频率 ；ed 和 eq 分别表示电网电压的 dq

分量。从式（1）可以看出，SVG 系统为非线性系统，其非

线性体现为控制输入与系统状态变量的乘积耦合关系。为便

于控制器的设计，采用一种准线性化的方法。当忽略三相桥

路自身损耗、采用等量坐标变换时，SVG 交流侧有功功率

与直流侧功率相等。对直轴和交轴电压进行定义，令

d dc d

q dc q

dc

u = u s
u = u s

u = u







                                                                       (2) 

式（1）改写为下式

                                                                     (3)

                                       (4)

式（3）和（4）在形式上为线性系统，但是考虑上述

图 2   SVG 系统控制原理图

Fig.2 SVG system control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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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代换，即系统（2）、（3）和（4）本质上仍为非线

性系统。因此系统（3）和（4）被称为准线性系统。变量

代换只是形式上的线性化，并没有改变系统非线性的本质，

此处使用变量代换的目的是便于控制器的设计。

从式（3）和（4）可以看出，本文将 SVG 的控制系

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直流电压控制子系统，其控制

目标为维持 SVG 直流侧电压稳定，保证 SVG 可以正常运

行 ; 另一部分是无功电流控制子系统，其控制目标是根据

负载所需的无功电流，控制 SVG 交流侧输出电流补偿负

载无功电流。因此，为使 SVG 能够补偿电力系统无功功率，

提高功率因数，需设计合适的控制器保证 SVG 的性能 [6]。

4 SVG特性仿真

为了验证所设计的无功检测和控制方法的有效性，本

文搭建了 Matlab 仿真模型，并将模型中的无功补偿装置

投入运行。对该系统进行仿真，由于负载的不平衡导致负

载电流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如图 5 所示。在 0.1s 时投入

SVG，可知三相电流迅速的实现了调整，负载电流实现了

基本平衡。SVG 输出的补偿电流如图所示，由图可知在投

入补偿装置后 SVG 能立即响应。补偿前后的平衡度计算

结果已经确保了系统的正常运行 [7]。

由图 5 可知，在 0.1s 处投入 SVG 后系统的波形在振

荡后逐渐稳定，不平衡度也明显降低。

图 3   Matlab 模型搭建

Fig.3 Matlab model building

表 1 主电路相关参数

Tab.1 Main circuit related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电网频率 50Hz
电网线电压 380V
连接电抗器 5mH
直流侧电容 1100μF

由图 4 可知前文提到的不平衡负载而导致负载电流的

较大不平衡，经仿真模拟后得到的波形图也验证了 SVG

的投入可使负载电流得到补偿，使负载电流基本平衡。

图 4   仿真振荡波形

Fig.4 Simulate oscillation waveform

图 5   0.1s 补偿前后负载电流变化曲线

Fig.5 Load current change curve before

 and after 0.1s compensation

由图 6 可知，在投入 SVG 后系统存在明显的震荡，

甚至不平衡度会恶化，但经过两次的震荡其不平衡度能快

速进入新的稳定状态。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投入 SVG

对电流的调节会影响系统整体的工作状态，但同时能修正

系统不平衡运行的问题 [8]。

图 6   SVG 补偿电流波形

Fig.6 SVG compensation current wav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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