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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

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及装置，包括：根据目标电

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

值，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目标工况为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

的工况；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差，得到发

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

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

制变桨系统。本发明通过预先控制的方式，可以

实时调整风轮桨距角，减小了发电机出现超速故

障的概率，有利于风力发电机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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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根据目标电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

机电磁转矩静态值，所述目标工况为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的工况；

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差，得到

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

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制变桨系统；

桨距角变化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β为桨距角变化量，Te为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Te＝Tp-Tc，Tc为当前工况下的发

电机电磁转矩值，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K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减速

比，k(β,λ)为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β之间的斜率，λ为叶尖速比；

k(β,λ)是通过仿真计算得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为风轮旋转力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的步骤包括：

以发电机定子磁链方向作为定子d轴方向，根据目标电压和目标频率，计算目标电压下

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以及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

定值，计算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公式

为：

其中，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

下的发电机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R为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电阻，ωm为发电机定子磁链旋

转角速度；Lm,Lse分别为发电机绕组间最大互感，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漏感，P和Q分别为目

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中的有功功率设定值和无功功率设定值；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目标工

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计算公式为：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10513248 B

2



其中，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包括有功功率设定值P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有功功率设定

值P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根据风速功率曲线结合电力系统功率变化要求预先计算出来。

4.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和存

储器，所述处理器用于处理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指令以实现如下方法：

根据目标电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

机电磁转矩静态值，所述目标工况为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的工况；

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差，得到

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

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制变桨系统；

桨距角变化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β为桨距角变化量，Te为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Te＝Tp-Tc，Tc为当前工况下的发

电机电磁转矩值，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K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减速

比，k(β,λ)为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β之间的斜率，λ为叶尖速比；

k(β,λ)是通过仿真计算得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为风轮旋转力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的步骤包括：

以发电机定子磁链方向作为定子d轴方向，根据目标电压和目标频率，计算目标电压下

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以及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

定值，计算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公式

为：

其中，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

下的发电机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R为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电阻，ωm为发电机定子磁链旋

转角速度；Lm,Lse分别为发电机绕组间最大互感，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漏感，P和Q分别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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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中的有功功率设定值和无功功率设定值；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目标工

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包括有功功率设定值P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有功功率设定

值P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根据风速功率曲线结合电力系统功率变化要求预先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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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及装置，属于风力

发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一种可再生清洁能源，风电在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大量风力发电厂呈井喷式

出现，部分省份的风力发电量在本区发电量的占比已超过40％。风电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越来越重要，面对电力系统电压与频率波动问题，风电能够主动参与电网调节，并以此来支

撑电网的功能成为电力系统新的并网需求。

[0003] 在电力系统中，用电负荷经常会发生波动，从而导致电网电压、频率出现波动，电

网电压、频率偏离正常值后，发电厂会主动调节自身功率输出来稳定电网。以前风力发电站

不参与电网调节，电网出现波动后，主要依靠电力系统中的传统电厂(水力、火力发电厂)调

节电网电压和频率。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电厂并入电网，新能源发电量在电力系统中的

占比逐渐增大，仅仅依靠传统电厂支撑电网的能力已变的有限，而让新能源电厂参与支撑

电网调节已成为新的需求。新能源主动支撑下的风机是指启动了主动参与电网频率、电压

调节功能的风机，如果风机具有电力系统主动调频、调压功能即可认为它存在新能源主动

支撑条件。

[0004] 当前，变桨控制系统的主要工作方式为：额定风速以下工况，控制桨距角保持在最

优值，以期待得到最大风能利用率；额定风速以上工况，变桨系统紧密监视发电机转速，控

制桨距角以避免发电机超速。因为变桨控制系统一般采用反馈控制技术，而反馈控制技术

是一种事后调节机制，即通过实时采集发电机的转速，当发电机转速超过设定值时，控制桨

距角，而此时发电机转速已经超速了，再加上风轮及桨叶转动惯性大，当风轮转矩突变后，

变桨控制系统有时不能快速有效控制风轮桨距角，从而出现发电机超速停机故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及装置，

用于解决现有的变桨控制系统不能快速有效控制风轮桨距角，导致发电机超速停机故障的

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

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根据目标电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工况下的

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所述目标工况为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的工况；

[0008] 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差，

得到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

[0009] 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制变桨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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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

控制装置，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处理器用于处理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指令以实现

如下方法：

[0011] 根据目标电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工况下的

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所述目标工况为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的工况；

[0012] 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差，

得到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

[0013] 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制变桨

系统。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并将其与当

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进而可以求出

桨距角变化量，这种预先控制方式可以实时调整风轮桨距角，减小了发电机出现超速故障

的概率，有利于风力发电机的稳定运行。

[0015] 作为方法和装置的进一步改进，为了得到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的步骤包括：

[0016] 以发电机定子磁链方向作为定子d轴方向，根据目标电压和目标频率，计算目标电

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

[0017]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以及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

率设定值，计算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

公式为：

[0018]

[0019] 其中，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id和iq分别为目

标电压下的发电机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R为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电阻，ωm为发电机定子

磁链旋转角速度；Lm,Lse分别为发电机绕组间最大互感，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漏感，P和Q分

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中的有功功率设定值和无功功率设定值；

[0020] 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目

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计算公式为：

[0021]

[0022] 其中，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0023] 作为方法和装置的进一步改进，为了得到桨距角变化量，桨距角变化量的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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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其中，Δβ为桨距角变化量，ΔTe为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ΔTe＝Tp-Tc，Tc为当前

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K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减速比，k(β,λ)为风轮旋转力矩与风

轮桨距角β之间的斜率，λ为叶尖速比。

[0026] 作为方法和装置的进一步改进，为了得到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之间的斜

率，k(β,λ)是通过仿真计算得到的，计算公式为：

[0027]

[0028] 其中，T为风轮旋转力矩。

[0029] 作为方法和装置的进一步改进，为了获取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目标

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包括有功功率设定值P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有功功率设定值P

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可以根据风速功率曲线结合电力系统功率变化要求预先计算出来。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

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实施例：

[0033] 凡是电网波动(频率或电压波动)都会引起发电机电磁力矩变化，当电力系统从正

常状态偏移到异常状态的过程，目标工况是不可预测的；但电力系统从异常状态恢复至正

常状态过程中，目标工况是可以预见的。对于新能源主动支撑要求下的风机，电网电压调节

速度和电网电压目标值以及电网频率目标值是可预测的，因此针对电力系统从异常状态恢

复至正常状态这个过程，可以实现“发电机力矩预测，提前变桨”，在该过程中，“当前工况”

是指发电机处于异常电网状态时的工况，也就是偏离正常电力系统指标时的工况；“目标工

况”是指发电机工作在正常电力系统状态时的工况，也就是恢复到正常电力系统指标时的

工况。在正常工况下，电力系统指标是可以预知的。

[0034] 基于上述分析，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

法，当系统预测到发电机电磁转矩会出现大幅下降时，为了防止发电机超速即修改变桨系

统指令，无须等到发电机超速信号出现时才修改变桨系统指令，提高了控制速度，有效减小

了风力发电机超速故障的概率。该方法对应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利用风力发电机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得到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之间的

对应关系，并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之间的斜率。

[0036] 具体的，可以利用GH  Blade软件进行仿真得到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之间的

对应关系，并做线性化处理，计算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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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其中，k(β,λ)为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β之间的斜率，T为风能产生的风轮旋

转力矩，λ为叶尖速比。

[0039] (2)根据目标电压、目标频率和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工况下

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0040] 具体的，计算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的步骤包括：

[0041] a.以发电机定子磁链方向作为定子d轴方向，根据目标电压和目标频率，计算目标

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计算公式为：

[0042]

[0043] 其中，θ为发电机定子磁链电角度，Vg*为目标电压Vg的相电压幅值，ω为电压角速

度，ω＝2πfg，fg为目标频率，中国电网频率指标是50Hz，取fg＝50Hz。

[0044] b.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d轴分量Ud和q轴分量Uq以及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

功率设定值，计算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

算公式为：

[0045]

[0046] 其中，Id和Iq分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id和iq分别为目

标电压下的发电机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R为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电阻，ωm为发电机定子

磁链旋转角速度；Lm,Lse分别为发电机绕组间最大互感，发电机定子每相绕组漏感；P和Q分

别为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功率设定值中的有功功率设定值和无功功率设定值。

[0047] 需要说明的是，发电机功率受风速和电网状态约束，在正常电网状态下，发电机有

功功率最大出力可以通过风速功率曲线计算出来，因为电网调节过程比较快，短期内风速

变化幅度不会太大，可以认为当前工况风速与目标工况风速一致。因此，有功功率设定值P

和无功功率设定值Q可以根据风速功率曲线结合电力系统功率变化要求预先计算出来，由

于计算过程属于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0048] c.根据目标电压下的发电机定子的d、q轴电流分量和转子的d、q轴电流分量，计算

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计算公式为：

[0049]

[0050] 其中，Tp为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

[0051] (3)将目标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静态值与当前工况下的发电机电磁转矩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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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得到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即有：

[0052] ΔTe＝Tp-Tc

[0053] 其中，ΔTe为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Tc为当前工况发电机电磁转矩，当前工况发

电机电磁转矩可以从变流器或传感器直接采集得到。

[0054] (4)根据发电机电磁转矩预变量，计算桨距角变化量，并根据桨距角变化量控制变

桨系统。

[0055] 具体的，桨距角变化量的计算公式为：

[0056]

[0057] 其中，Δβ为桨距角变化量，K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减速比，k(β,λ)为步骤(1)中

得到的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β之间的斜率，λ为叶尖速比。

[0058] 需要说明的是，步骤(1)的目的是获取风轮旋转力矩与风轮桨距角之间的斜率，属

于风机电磁转矩控制开始前的准备工作。在风机桨距角控制过程中，将该斜率代入步骤(4)

的公式中求取桨距角变化量。作为其他的实施方式，该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

角控制方法也可以不包括步骤(1)这一准备工作，而是直接将现有存在的风轮旋转力矩与

风轮桨距角之间的斜率代入桨距角变化量的计算公式中，进而求取出桨距角变化量，并根

据该桨距角变化量修改变桨系统指令，对变桨系统进行控制。

[0059] 通过采用上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可以提前预测发

电机电磁转矩变化量，然后根据电磁转矩预测量，实时调节风轮桨距角，有效减少了风力发

电机超速故障的次数。

[0060] 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实施例：

[006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包括存储器

和处理器，该处理器用于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指令，其核心是实现上述的具有主动支撑

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讲，可以根据上述的具有主动

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生成相应的计算机指令，以得到该具有主动支撑电

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装置。由于该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已经

在上述的具有主动支撑电网功能的风机桨距角控制方法实施例中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处不

再赘述。

[0062]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保护范围

的限制，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本申请后依然可对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种种变更、修改或

者等同替换，但这些变更、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均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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