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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系统稳定化的功率变换器控制
邓隐北，魏成勇，赵阳，查举

郑州艾科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众所周知，可再生能源（RES）正在急剧的引入，特

别是光伏（PV）发电的快速发展，2019 年引入的设备容

量就超过 55GW。PV 发电在白天正午往往输出的功率最

大，为了接近最大用电的相应时间段，应有效利用白天输

出的峰值功率，满足所需用电的要求，才能达到“削峰填谷”

的最大效果。白天尽量少用或者不用火力发电的发电机供

电，减少碳排放，力求加大由 PV 发电供给的比例，以实

现电力供需的平衡。

作为世界上 RES 的风力发电（WT,wind turbine），

也在急速引入，但与光伏比较，由于气象条件、地理位置

的局限性，尚未广泛普及。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发电潜力的

作用，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

RES 的分类，包括生物质（biomass）和地热发电，

中小型水力发电等各种各样的能源。近年引入较多的，如

上所述是 PV 和 WT。因 WT 的大半功率和 PV 发出的功率

均供给电力系统，故离不开广泛应用的功率变换器。半导

体功率变换器的输出特性，与原来所用旋转电机的输出特

性有很大差别。因此，由半导体功率变换器供电比例相当

大的场合下，电力系统的特性将要发生大的变化。在这样

的情况下，从电力系统的观点看，针对大量引入半导体功

率变换器的课题，要求对变换器进行哪种型式的研发呢？

本文对此予以概述。

2  现在功率变换器的特性与研究课题

2.1  功率变换器的特性

目前，与系统联网所用的半导体功率变换装置，多数

为电压型变换器。在电压型变换器中，作为半导体开关，

利用了其逆导通性能。在直流侧进行电压源的操作，操作

时不改变电压的极性，而改变电流的极性，由此而实现功

率的输送。因半导体开关具有逆导通特性，故通过开关的

切换来进行控制。通常直流侧的电压必须比交流侧电压的

最大值高（直流侧电压比交流侧电压的幅值小的场合下，

利用逆导通特性，不依靠半导体开关的控制栅（gate）操作，

而与整流回路一样进行充电操作）。将直流侧的电压源，通

过开关与交流侧实现通断，因而进行功率的变换。因为接通、

断开电压源，电压型变换器，本质上根据交流侧的输出可

推断并确认其为电压源。

现有的电力系统均是以电压源系统构建起来的。对

于确认的交流电压源系统，如将认为相同交流电压源的电

压型变换器直接连接，则不能以任意的幅值和频率进行操

作。因此，一般功率变换器为吸收电压差，是通过电抗器

（reactor）与系统连接的。图 1 所示为交流系统与电压型

变换器的连接模式。

图 1：交流系统与联网的电压型变换器的模型

进行功率控制时，将交流系统侧看做是电压源，检

测出系统侧的电压，计算出所期望功率输出的交流电流指

令值。然后，将计算出的交流电流指令值、流过连接电

抗器上的电流及假定场合下，计算连接电抗器上产生的电

压，与检测的交流系统侧的电压相加，算出功率变换器

的电压。实际上因有检测的误差等，故多采用反馈 (feed 

back) 控制系统，概括而言，就这样生成了输出电压指令

值。检测这一系统电压，与此相应将控制单纯输出电流

的功率变换器称之为网络跟踪变换器（Grid Following 

Converter,GFL Converter）。现在的功率变换器几乎都

为 GFL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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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故障时的保护课题

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的控制采用 PWM（脉宽调制）

控制。功率变换器输出正的电压时，必然比交流侧电压高，

故连接电抗器电流增加 ；相反，输出负的电压场合下，比

交流侧的电压低，故电抗器的电流减少。半导体开关在通、

断时刻之间，连接的电抗器电流增减，这一增减量如过大，

超过半导体开关的额定电流，施加于连接电抗器的电压即

使为最大时，相对于开关的间隔，所设计的电抗器也能对

充足的电流进行控制。图 2 所示为直流侧电压与交流系统

电压的关系模式图。

另一方面，采用旋转电机供电的情况下，若发生短路、

接地事故，系统电压降低，与此相应，故障电流流过，一般，

故障电流的大小比最大需要的电流还要大的多。事故时利用

继电器进行检测，而由功率变换器的供电比例增加，因旋转

机与主体的系统中，故障电流形式是不同的，存在由原来继

电器无法相应显示出来的危险性，故对此正在进行研讨。例

如，在欧洲的 MIGRATE 项目中，将功率变换器大量引入

系统，对关于整个系统中的保护系统进行了研讨。GFL 方

式的多台功率变换器联着网，这就等同于大量的电流源连接

着，现状是，在利用的保护继电器之中，预计距离继电器的

操作最受影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一个新的故障

检测系统，提出了几个新的方案。此外，有关过电流继电器

方面，大量光伏引入小规模独立系统结果，事故时的短路电

流与额定的最大电流相等，原来的继电器因存在不动作的可

能性，故应决定旋转机的最低运转台数，这有相应的例子。

而且，由于馈电线（feeder）的原因，难于同时确定故障点，

故引入了智能式故障电流显示器（SFCI）。

2.3  系统故障时频率变动的课题

在系统侧，因电源脱落等导致供需平衡出现突然大的

崩溃时，电压的振幅和相位产生急变，与此相应，旋转机

的输出功率产生变动。机械的输入若未能跟踪输出功率的

急剧变化，与输出功率之差将由旋转机的惯性来补偿。通

过转子的转速变化以达到能量的收支平衡。惯性足够大时，

转速的变化小，惯性小时会发生急剧的转速变化。与此相应，

系统的频率也产生较大变化。

对于同等大小的供电，应考虑发生某一大的供需变

动情况。全部依赖旋转机供给及由多台 GFL 方式的功率

变换器的供给，以及旋转机的连接台数减少时，将产生相

同程度的急剧供需平衡变动。这一仅由旋转机供给的场合

下，系统的频率变动小。每单位时间的频率变化量称作频

率变化速率（RoCoF），相对于供给能力而言，旋转机的

比例减少，因系统整体的惯性减小，对于同等程度的事故，

RoCoF 的绝对值增大。欧美国家中，发电机有必要设置

RoCoF 继电器，即使对原来不解列程度的事故，也可能因

RoCoF 继电器而发生解列。例如，由于风力发电（WT）

的引入以及由 HVDC（高压直流）进入国际联网的爱尔兰

（Ireland）等，必须采取整定值改变等对策，在日本，作

为分散型电源的 FRT 要件，有 RoCoF 的规定，而通常，

发电机上不设置 RoCoF 继电器。但是，RoCoF 的绝对值

图 2：直流侧电压与交流系统电压的关系

如图 2 所示，输出正的电压之际，联网电抗器电压最

大时，即是交流侧负的峰值电压，如交流侧电压为零时，

对电流控制来说，是不允许的最严酷的条件。因此，通过

联网电抗器的交流系统中即使发生短路、接地事故，若电

流指令值在额定值以下，从功率变换器输出的电流，也能

大致跟踪指令值。而且，紧急情况下，将功率变换器的开

关全部断开，输出的电流必然为零。图 3 所示为从图 1 的

S1 接通（ON）状态切换到断开（OFF）状态电流的换流

方式。换流后，在电流减少的方向施加电压，如持续这一

状态，最终，电压变为零而遮断。

图 3：切换开关之际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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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大时，相对于频率变动，若要抑制变动的功能 ( 发电设

备的功率上升及负荷遮断 ) 起作用，意味着变动的频率增

大，频率继电器动作的可能性提高。这样的系统惯性变小，

对系统的稳定供电形成大的威胁。

此外，短路、接地事故时，系统电压下降，发电机输

出功率也下降，这一状况下，旋转机的机械输入超过功率

的输出，转子增速，相位差加大。以非常短时间排出事故

后，电压复位，这一次是由增加的相位差使反向输出功率

增加，从而减小相位差。这是回复到本源运转状态的同步

化能力起了作用。但是，在 GFL 方式的变换器场合，即使

电压的相位差变化，输出功率也不会变化，不存在同步化

的能力。而且，事故时无论控制系统起作用，保持一定的

输出功率，但也无望提供无功电流。故保持电压的作用小。

在旋转机场合，事故时输出电流急剧增加，无功功率输出

也增加，由此，起到了某种程度保持电压的作用。事故时

电压的大小，也影响到回复本源运转状态的作用，但 GFL

变换器，不具备加强其效果的作用，预计，这样一来，对

于同步的稳定性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  有利于系统稳定运行的功率变换器控制

3.1  致力于系统稳定化的功率变换器控制

利用上述的功率变换器供电的比例在增加，针对系统

的稳定运行，不断设想，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总而言

之，由功率变换器的供电如不依赖于系统的状态，则对于输

出功率或电流的控制将成问题。因此，为相应于系统状态而

须对功率变换器的输出进行调整，针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开发。

作为技术开发，大致区分为 ：在目前状况的 GFL 方

式变换器上，增加控制系统以改善特性 ；以及仅用完整功

率变换器可构建的电力系统，对具有建立电压能力的网格

下面，对有关这些典型的控制方法予以概括的说明。

3.2  网络形成变换器（GFM）

关于 GFM 变换器，现状是没有确切的定义，例如存

在以下这样的情况 ：

（1）电压源那样的操作 ；

（2）增加指定的功率，可适应负荷变动的供电 ；

（3）主控制器的调节量为电压。

此前，一直都有振荡器（Oscillator），是一种能相应于

振荡器的输出而产生电压波形的功率变换器，大多指的是能

独立运转和中性起动（black start）的。关于实现 GFM 变

换器的控制系统，有着各种各样的提案。被称之为 Droop

方式和 VSG 方式的控制系统有关概况的例子如图 5 所示。

图 4：包含GFL、GFM、VSG、SI 的关系

形成（GFM）变换器的开发。总之，无论对 GFL 变换器

的改进或是对 GFM 变换器的开发，模拟原来同步发电机

特性的、被称之为虚拟同步发电机（VSG），对这种包含

VSG 的控制系统也进行了研讨。而且，对于每个功率变换

器而言，利用自动控制功能和通信、能远距离改变参数的

智能型逆变器 (Smart Inverter SI) 也存在，形成这些关

系是复杂的。图 4 所示为整理好的包含这些概念的关系。

图 5：GFM的控制系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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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所示的 Droop 方式中，功率指令值 ( 相当于机械

的输入 ) 与实测值的差异要加上比例系数，将该值作为角

频率偏差 , 由此可形成角频率的变动。由计算的角频率和

按电压控制系统模型得到的相位角与幅值，可决定输出电

压。在 VSG 方式中，按指令值与实测值的差分计算出虚

拟的转矩，考虑到惯性与粘性抗阻值，计算出相位。图 5

的例子中加入了励磁系统模型，以确定电压的幅值。

不论是哪种控制方式中，也都存在指令值与实际输出

之差的场合，与同步机相同，角频率产生变动。由此，具

有与同步机的惯性、同步化力一样的效果。而且，对于输

出电压的控制，基于控制系统所具振荡器的指令值正在形

成，即使没有系统侧的观测值，也能形成电压指令。

这些方式中，没有对指令值生成的输出电流进行控制

的项目，就这样，若出现短路、接地事故时将输出过大的

电流，对功率变换器本身可能会受到损坏。因此，大半都

装入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的控制系统。但是，限制事故时

的电流，如前 2.2 节所述，与同步机事故时的特性将大有

差异。有关事故时电流控制对系统稳定化产生的影响，必

须慎重研究。

3.3  虚拟同步发电机（VSG）

VSG 是将同步机的模型纳入到功率变换器，而对输出

进行控制的。将同步机的哪个部分作为模型纳入？在提案

中有各种方式。对 GFL 变换器的有功、无功功率指令，按

照同步机模型算出相位角和励磁的方法，以及进一步将过

渡特性更好的模拟，纳入 Park 方式等。又如 3.2 节所述

有关 GFM 变换器将摆动方程式纳入模型并进行实装的方

法等。下面，关于 GFL 方式有几个例子概略介绍一下。

下降 (droop) 特性基础 ：是检测系统的频率、电压，

根据与基准频率、电压的偏差比例，来增减输出的有功、

无功功率的一种方式。GFM 变换器控制，则是相反于功

率偏差与频率偏差的因果关系。

摆动方程式基础 ：是将同步机的摆动方程式模型化，

再纳入控制系统中。测量输出功率，计算模拟机械输入的

功率指令与差分，通过模拟惯性的积分器等，得到相位角等。

GFL 在变换器，是利用相位角的变分，生成有功功率输出

指令的。

同步机模型基础 ：是在摆动方程式基础的控制系统上，

进一步追加 AVR（自动电压调节器）和调速器（governor），

作为电器回路过渡的电抗项（reactance）等的模型，也

是在电气特性上更接近同步机的模型。

提出的方案中，除上述这些以外，还有其它各种各样

的方式。

3.4  智能化逆变器

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电压稳定化、频率稳定化、功率

因数调整、输出控制等），又具双向通讯功能的功率变换装

置，称之为智能逆变器。

有关自动控制功能、通讯功能等方面，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夏威夷州，按 California 章程 21、Hawaii 章程

14 等，将一部分功能作为必要的条件；在日本的 NEDO（新

能源研发机构）的电力系统功率波动对策技术研发事业 /

可再生能源联网对策高度化事业中，对具备电压—无功功

率（Volt-Var）控制功能、频率—有功功率（Frequency-

Watt）控制功能等 14 种系统支援功能的功率变换器，进

行了实验。Volt-Var 控制、Frequency-Watt 控制，等

同于 VSG 的 Droop 方式。预计，即使是智能化逆变器

单体，对有利于系统稳定化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效果。由

于对相应系统状况的参数进行调整，故可能有利于更有效

的系统稳定化。因此，正期望着与分布式能源的管理系统

（DERMS）结合起来，一起发挥出更大作用。

3.5  针对功率变换器大量联网的研究项目

在欧洲，如上所述，针对功率变换器的大量引入，建

立了 MIGRATE 项目，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该项目

由 5 个 WP 组成，对每个现状的系统中引入的界限及相应

的研讨，为实现由 100% 功率变换器构成系统的 GFM 变

换器等新的控制方法、保护系统、广泛为监视系统、电力

品质等有关问题，均进行了研讨。

在日本，面向功率变换器大量连接系统的时代也正进

行着技术开发。NEDO 的针对可再生能源大量引入的下一

代电力网络稳定化技术开发也好，作为开发项目中相应于

降低惯性力等基础技术的开发也好，有利于功率变换器系

统稳定运行的控制系统有关的开发，都正在进行着。在这

一实际的验证中，实施了系统问题的明确化，合理对策的

研讨，降低惯性力对策装置的开发、评估等，有利于面向

国内标准化要求规格的提案也进行了讨论。可确保系统稳

定运行的 GFM 变换器和 VSG 等正进行开发，利用模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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