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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

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的频率一致性控制方法，包含

“就地控制”层及“上层集中”控制层两部分：“上

层集中”控制层：由直流电压控制律及辅助功率

控制环构成，具体实现形式如下：1)直流电压控

制律；2)辅助功率控制环。“就地控制”层：电压端

及功率端换流站均引入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

制结构；此外，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可

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

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即使发生上层集

中控制器故障及通信故障等紧急工况时，双回路

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

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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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的频率一致性控制方法，包含“就

地控制”层及“上层集中”控制层两部分，其特征在于：

第一部分，“上层集中”控制层：由直流电压控制律及辅助功率控制环构成，具体实现形

式如下：

1)直流电压控制律：直流系统利用双回直流线路两端直流电压就地测量值，求取直流

电压平均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最终实现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

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目标，直流电压控制律表述如下：

式中，udc1和udc3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电压端换流站就地直流电压；udc2和udc4分别为双

回直流线路功率端换流站就地直流电压；ucom1和ucom2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两分支平均电压

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

2)辅助功率控制环:利用功率端换流站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信息，并通

过PI控制，为就地控制层功率端换流站提供辅助功率参考，最终实现交流电网受扰后直流

系统的快速响应功率在双回直流线路中按照其备用容量比进行合理承担，具体实现形式如

下

Padd＝[m(Pref4+Padd)‑(Pref2‑Padd)](kp,PP+ki,PP/s)

式中，m表示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Pref2，Pref4和Padd分别表示功率端换流站VSC2，

VSC4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及上层集中控制层辅助功率控制环产生的辅助功

率参考；kp,PP和ki,PP分别表示辅助功率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系数；

第二部分，“就地控制”层：电压端及功率端换流站均引入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

构；此外，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可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

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即使发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及通信故障的紧急工况时，

双回路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

支撑；

“就地控制”层电压端换流站及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策略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1)电压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电压端换流站VSC1及VSC3控制策略，做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

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具体实现形式如下

式中，kp ,UU和ki ,U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系

数；uref1和uref3分别表示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产生的直流电压辅助参考；ω1为第一交

流电网的交流频率；α表示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

②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用于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集中

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

2)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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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端换流站VSC2及VSC4控制策略，做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

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具体实现形式如下

式中，kp ,PU和ki ,P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系

数；ω2为第二交流电网的交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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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柔性直流互联系统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

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电压源换流器的高压直流输电(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based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Transmission，VSC‑HVDC)技术，作为新一代直流输电技术，可实

现有功无功快速解耦、灵活可控，且具有输出电压电流谐波含量低、功率因数高及环境友好

等特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和发展[1,2]。

[0003] 伴随电力系统输电容量增长，输电线路用地也日趋紧张，双回直流输电由于能够

有效提高单位走廊输电容量及供电可靠性及灵活性，降低建设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4]。电力系统频率质量是判断电能质量的重要标准，交流系统故障或者发生功率扰动

时，会使系统频率发生偏离，影响电力用户的正常运行，严重时将导致系统频率崩溃，造成

大范围停电，因此维持电力系统频率稳定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主要目标之一[5,6]。

[0004] 传统两区域交流电网通过交流互联，虽然可实现两区域电网紧急功率支撑和旋转

备用共享，改善受扰交流电网频率动态及静态特性，但无法对故障实现有效隔离，防止故障

扩散。而两区域交流电网若通过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实现异步互联，具有传统两区域交流电

网交流互联无法比拟的优势，可克服上述交流互联系统的缺陷，提高异步互联系统的安全

性及可靠性[7]。且当交流电网因功率扰动导致系统频率波动时，可通过灵活调节直流系统

传输功率，参与系统频率支撑，可提高全系统频率稳定性，实现区域间资源互补[8,9]。

[0005] 对于两区域交流电网柔性直流互联系统，通常采用如下常规控制策略：一端换流

站采用定电压控制，维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一端换流站采用定有功功率控制。但是，不论

哪个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采用常规控制的直流系统传输功率始终维持在给定值，无法

为受扰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实现全系统旋转备用共享，受扰电网频率波动较大。

[0006] 目前，柔性直流互联系统参与交流系统频率支撑的主要方法有附加频率控制[10‑

12]。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VSG)[13,14]等。文献[10,11]将频率‑有功功率(f‑P)斜率控制

引入电压端换流站控制中，使得电压端换流站可对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

应，使其参与系统频率支撑控制，但功率端换流站不能对系统频率做出响应，无法为系统提

供频率支撑。为使VSC‑HVDC系统两侧交流系统在发生事故时具有相互支援的能力，文献

[12]提出一种附加频率控制策略，该策略在定有功功率控制器中引入了频率—有功功率和

直流电压—有功功率斜率特性，在定直流电压控制器中引入频率—直流电压斜率特性，可

实现两端交流系统通过VSC‑HVDC参与彼此的频率调整。文献[13]将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机技

术(VSG)的调频控制策略用于柔性直流系统受端换流站，通过引入虚拟旋转惯量，使得受端

换流器具有同步发电机的动态惯性响应；通过模拟同步发电机的有功‑频率下垂的静态特

性，实现一次调频功能。本质上实现可实现送端电网对受端电网的频率支撑和旋转备用共

享，但对于如何实现送端电网频率支撑缺乏研究。文献[15]提供利用各交流电网频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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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动态调整有功参考，实现各交流电网频率一致性控制，使得由负荷引起的频率偏差得

到合理分配，但该控制对通信系统依赖性高，通信故障时将无法为系统提供频率支撑。

[0007] 上述控制策略仅适用于单回路柔性直流互联系统，对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

步互联系统如何实现直流系统紧急支撑功率分配及灵活控制缺乏研究。

[0008] 参考文献

[0009] [1]马为民，吴方劼，杨一鸣，等.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现状及应用前景分析[J].高

电压技术，2014，40(08):2429‑2439.

[0010] [2]徐政，陈海荣.电压源换流器型直流输电技术综述[J] .高电压技术，2007，33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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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动化，2010，34(17):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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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仿真[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4，38(23):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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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1(8):2407‑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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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77‑82.

[0017] [9]朱红萍，罗隆福.直流调制策略改善交直流混联系统的频率稳定性研究[J].中

国电机工程学报，2012，32(16):36‑43.

[0018] [10]Chaudhuri  N.R .,Majumder  R .,Chaudhuri  B.System  Frequency  Support 

through  Multi‑Terminal  DC(MTDC)Grids[J].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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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2014，38(10):2729‑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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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3):1153‑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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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24] 本发明提出一种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的频率一致性控制

方法。无论哪一区域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直流系统均会响应，为其提供功率支撑，改善

受扰交流电网频率动态，实现全系统紧急功率支撑及旋转备用共享，且直流系统紧急支撑

功率由双回直流线路依据其备用容量比进行合理承担。此外，本发明采用通用化控制结构，

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且对集中控制及通信依赖性较低，即使通信系统故障，系统也能利用

就地信息，对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受扰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撑。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

下：

[0025] 一种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的频率一致性控制方法，包含

“就地控制”层及“上层集中”控制层两部分，其特征在于：

[0026] 第一部分，“上层集中”控制层：由直流电压控制律及辅助功率控制环构成，具体实

现形式如下：

[0027] 1)直流电压控制律：直流系统利用双回直流线路两端直流电压就地测量值，求取

直流电压平均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最终实现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

步互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目标，直流电压控制律表述如下：

[0028]

[0029] 式中，udc1和udc3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电压端换流站就地直流电压；udc2和udc4分别

为双回直流线路功率端换流站就地直流电压；ucom1和ucom2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两分支平均

电压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

[0030] 2)辅助功率控制环:利用功率端换流站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信息，

并通过PI控制，为就地控制层功率端换流站提供辅助功率参考，最终实现交流电网受扰后

直流系统的快速响应功率在双回直流线路中按照其备用容量比进行合理承担，具体实现形

式如下

[0031] Padd＝[m(Pref4+Padd)‑(Pref2‑Padd)](kp,PP+ki,PP/s)

[0032] 式中，m表示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Pref2，Pref4和Padd分别表示功率端换流站

VSC2，VSC4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及上层集中控制层辅助功率控制环产生的

辅助功率参考；kp,PP和ki,PP分别表示辅助功率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系数。

[0033] 第二部分，“就地控制”层：电压端及功率端换流站均引入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

制结构；此外，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可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

上层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即使发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及通信故障等紧急工况

时，双回路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

频率支撑。

[0034] “就地控制”层电压端换流站及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策略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0035] 1)电压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0036] 电压端换流站VSC1及VSC3控制策略，做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

助控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0037] 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具体实现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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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式中，kp,UU和ki,U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

系数；uref1和uref3分别表示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产生的直流电压辅助参考；ω1为第一

交流电网的交流频率；α表示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

[0040] ②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引入该调整系数的目的在于可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

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

[0041] 2)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0042] 功率端换流站VSC2及VSC4控制策略，做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

助控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0043] 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具体实现形式如下

[0044]

[0045] 式中，kp,PU和ki,P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

系数；ω2为第二交流电网的交流频率。

[0046] 采用本发明提出的适用于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的频率一致性控

制方法：1)使得柔直互联的两区域交流电网形成一有机整体，共同合理承担有功率扰动引

起的频率波动，实现两区域交流电网紧急功率支撑和旋转备用共享；2)发生功率扰动时，双

回直流线路依据其备用容量比，合理承担紧急支撑功率，有效提高双回直流线路利用率；3)

无论哪一区域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直流系统均会响应，为其提供功率支撑，改善受扰交

流电网频率动态及静态特性；4)发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及通信故障等紧急工况时，双回

路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

撑；5)采用通用化控制结构，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便于现有工程控制结构改造及植入。

附图说明：

[0047] 图1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

[0048] 图2常规控制策略；

[0049] 图3频率一致性控制策略；

[0050] 图4工况1:功率端电网2功率扰动时频率、直流传输功率动态

[0051] 图5工况1:电压端电网1功率扰动时频率、直流传输功率动态

[0052] 图6工况2:功率端电网2功率扰动时频率、直流传输功率动态

[0053] 图7工况2:电压端电网1功率扰动时频率、直流传输功率动态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本发明内容考虑的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如图1所示。直流系统互

联的两交流电网均采用等值机组及负荷模拟。与交流电网1互联的换流站VSC1及VSC3为电

说　明　书 4/12 页

7

CN 110429632 B

7



压控制端，分别用于维持双回直流线路直流电压稳定；与交流电网2互联的换流站VSC2及

VSC4为功率控制端，分别用于控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两端换流站VSC均以功率流向直

流侧为正方向。

[0055] 考虑等值机组转子特性、调速器特性及汽轮机组特性的交流电网i(i＝1,2)等效

频率特性可表示为

[0056]

[0057] 式中Δωi、ΔPm,i、ΔPL,i和ΔPVSC,i分别表示等值机组频率增量、机械功率增量、负

荷增量及直流系统流向交流电网i的总传输功率增量。Hi和Di分别表示交流电网i等值机组

等效惯量系数和阻尼系数；1/Ri表示等值机组的一次调频系数；GM(s)用于模拟等值机组调

速器和涡轮机综合动态特性，其稳态值为1。特此声明，本发明中所有变量均基于标幺值系

统。

[0058] 由式(1)可知，当交流电网i(i＝1,2)发生功率扰动ΔPL,i时，若采取一定的方法控

制直流系统流向交流电网i(i＝1,2)的直流传输功率ΔPVSC,i，就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快

速功率支撑，实现直流系统参与交流电网频率控制。且稳态时，受扰交流电网频率变化量Δ

ωi为

[0059]

[0060] 式中βi为交流电网i等效刚性系数，满足βi＝Di+1/Ri。

[0061] 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换流站通常采用图2所示的基于dq坐标系的

常规控制策略。

[0062] 1)电压端换流站VSC1和VSC3采用定直流电压电压控制，维持双回直流母线电压稳

定，如图2(a)所示。useti和udci分别表示直流电压设定值以及实际值；kp,U和ki,U分别表示

直流电压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和积分系。通过直流电压PI控制环产生d轴电流参考idi ,ref，

与无功控制环路产生的q轴电流参考iqi ,ref，共同为参考电流输入，经过内环电流控制产生

换流站VSCi(i＝1,3)的控制信号，实现相应控制目标。

[0063] 2)功率端换流站VSC2及VSC4采用恒功率控制，实现直流系统传输功率在给定值，

如图2(b)所示。Pseti表示VSCi(i＝2,4)传输功率设定值，作为d轴电流参考idi,ref，与无功控

制环路产生的q轴电流参考iqi ,ref，共同作为参考电流输入，经过内环电流控制产生换流站

VSCi(i＝2,4)的控制信号，实现相应控制目标。

[0064] 由图3可知，采用常规控制策略时，直流系统传输功率为给定值，交流电网发生功

率扰动时，直流系统不会对其产生响应，即ΔPVSC,i＝0。稳态情况下，受扰交流电网i的频率

变化量为

[0065] Δωi＝‑ΔPL,i/βi        (3)

[0066] 由上可知，直流系统采用常规控制策略，当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后，直流系统无

法对功率扰动做出响应，直流系统传输功率仍然在给定值，功率扰动引起的频率波动均由

受扰交流电网内发电机组承担，导致受扰交流电网频率偏差较大。因此，采用常规控制策略

的直流系统，无法实现全系统旋转备用共享和频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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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为实现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旋转备用共享和频率支撑，本发明提

出一种频率一致性控制策略，控制策略包含“就地控制”层及“上层集中”控制层两部分，如

图3所示。

[0068] “上层集中”控制层：由直流电压控制律及辅助功率控制环构成，其主要功能是通

过对采集的就地电压及功率信息进行处理，并通过相应控制器设计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

流电压参考及辅助功率参考，最终实现两区域交流电网紧急功率相互支撑和旋转备用共享

以及双回直流线路依据其备用容量比合理承担紧急支撑功率。“上层集中”控制层具体实现

形式如下：

[0069] 1)直流电压控制律：直流系统利用双回直流线路两端直流电压就地测量值，求取

直流电压平均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最终实现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

步互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目标。直流电压控制律表述如下：

[0070]

[0071] 式中，ucom1和ucom2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两分支平均电压值，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

流电压参考。

[0072] 2)辅助功率控制环:其核心控制目标是利用功率端换流站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

助功率参考信息，并通过PI控制，为就地控制层功率端换流站提供辅助功率参考，最终实现

交流电网受扰后直流系统的快速响应功率在双回直流线路中按照其备用容量比进行合理

承担，其控制表示式如下

[0073] Padd＝[m(Pref4+Padd)‑(Pref2‑Padd)](kp,PP+ki,PP/s)       (5)

[0074] 式中，m表示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Pref2，Pref4和Padd分别表示功率端换流站

VSC2，VSC4外环功率控制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及上层集中控制层辅助功率控制环产生的

辅助功率参考；kp,PP和ki,PP分别表示辅助功率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系数。

[0075] “就地控制”层：在常规控制策略基础上，电压端及功率端换流站均引入通用化频

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可对就近接入交流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其提供紧急功率支

撑，无论哪一区域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直流系统均会响应，为其提供功率支撑，改善受

扰交流电网频率动态及静态特性；此外，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可实现控制器输入

端电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即使发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

障及通信故障等紧急工况时，双回路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息，为

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撑。

[0076] “就地控制”层电压端换流站及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策略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0077] 1)电压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0078] 电压端换流站VSC1及VSC3控制策略分别如图3(a)和3(c)所示。对比常规控制策略

可知，此时电压端换流站主控制结构相同，均采用PI控制，但进行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

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0079] ①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其核心控制目标是利用就地频率、电压信息及

上层集中控制提供的电压参考，通过PI控制，为电压控制提供辅助电压参考，使其能对电压

端接入交流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其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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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0080]

[0081] 式中，kp,UU和ki ,U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

分系数；uref1和uref3分别表示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产生的直流电压辅助参考；α表示直

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

[0082] ②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引入该调整系数的目的在于可实现控制器输入端电

压信号在就地电压和上层集中控制电压参考间灵活切换。

[0083] 当通信系统正常工作时，α取0，电压端换流站输入电压信号为上层集中控制提供

的直流电压参考ucom1和ucom2，实现本文所提频率一致性控制目标；

[0084] 当通信系统故障时，α取1，此时，电压端换流站输入电压信号为就地直流电压，就

地控制层也能利用就地信息维持系统稳定运行，并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撑。

[0085] 2)功率端换流站就地控制

[0086] 功率端换流站VSC2及VSC4控制策略分别如图3(b)和3(d)所示。对比常规控制策略

可知，此时功率端换流站主控制结构相同，均采用PI控制，但进行如下两处改进：①添加通

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②引入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

[0087] 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其核心控制目标是利用就地频率、电压信息及上

层集中控制提供的电压参考，通过PI控制，为功率控制提供辅助功率参考，使其能对功率端

接入交流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其具体表述

如下

[0088]

[0089] 式中，kp,PU和ki,PU分别表示外环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环PI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及积分

系数。

[0090] 此外，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功能及意义前文已给出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0091] 当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取0时，“上层集中”控制层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的电压

参考分别为双回直流线路两端电压平均值ucom1和ucom2，此时实现全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目

标。接下来将分别对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及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时阐述系统

频率一致性控制工作原理。

[0092] 1)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

[0093] 以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1负荷突减ΔPL,1导致交流电网1频率ω1升高为例，由电压

端VSC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控制结构可知，直流电压参考ucom1和ucom2将跟随频率ω1升高而

增大，进而使得功率端VSC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PI控制器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Pref2和Pref4
为负，从而导致直流系统注入电压端交流电网1的传输功率减小，抑制电压端交流电网因负

荷突减引起的频率过高。同理，当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1负荷陡增ΔPL,1导致交流电网1频率

ω1下降时，可得出直流系统注入送端交流电网1的传输功率将增加，从而避免送端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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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因负荷陡增引起的频率过低。

[0094] 假设负荷扰动前，两区域交流电网系统频率均稳定在额定频率(即ω1＝ω2＝1)，

由图3所示频率控制策略可知，电压端接入交流电网1发生负荷扰动ΔPL,1时，由于各自PI控

制器作用，电压端交流电网1及功率端交流电网2稳态频率相等(ω1＝ω2＝ucom1＝ucom2)，即

两区域交流电网频率变化量相等。结合式(2)可得，

[0095]

[0096] 稳态时，ΔPVSC ,1＝‑ΔPVSC ,2，结合式(8)可得，直流系统稳态频率变化量及传输功

率变化量分别为

[0097]

[0098] 由此可见，当电压端交流电网1发生ΔPL ,1功率扰动时，采用本文所提一致性控制

策略，可有效调动直流传输功率，为交流电网1提供紧急功率支撑，减小交流电网1频率偏

差。且稳态时，变化的功率增量将在两区域交流电网按照其等效刚性系数进行分配。

[0099] 此外，稳态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变化量ΔPdc1和ΔPdc2分别为

[0100]

[0101] 由于“上层集中”控制层辅助功率PI控制器作用，稳态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变

化量ΔPdc1和ΔPdc2满足

[0102]

[0103] 由上式可知，交流电网受扰后直流系统的快速响应功率在双回直流线路中按照其

备用容量比m进行合理分配。

[0104] 2)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

[0105] 以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2负荷陡增ΔPL,2导致交流电网2频率ω2降低为例，由于功

率端VSC通用化频率‑电压辅助PI控制器作用，使得控制器产生的辅助功率参考Pref2和Pref4
为负，从而使得直流系统注入功率端交流电网2的传输功率增加，抑制功率端交流电网因负

荷陡增引起的频率过低。同理，当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2负荷突减ΔPL,2导致交流电网2频率

ω2升高时，可得出直流系统注入送端交流电网2的传输功率将减小，从而抑制功率端交流

电网因负荷突减引起的频率过高。

[0106] 假设负荷扰动前，两区域交流电网系统频率均稳定在额定频率(即ω1＝ω2＝1)，

由图3所示频率控制策略可知，功率端接入交流电网2发生负荷扰动ΔPL,2时，由于各自PI控

制器作用，电压端交流电网1及功率端交流电网2稳态频率相等(ω1＝ω2＝ucom1＝ucom2)，即

两区域交流电网频率变化量相等。结合式(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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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稳态时，ΔPVSC,1＝‑ΔPVSC,2，结合式(12)可得，直流系统稳态频率变化量及稳态传

输功率变化量分别为

[0109]

[0110] 由此可见，当功率端交流电网2发生ΔPL ,2功率扰动时，采用本文所提一致性控制

策略，可有效调动直流传输功率，为功率端交流电网2提供紧急功率支撑，减小交流电网2频

率偏差。且稳态时，功率增量将在两区域交流电网按照其等效刚性系数进行分配。

[0111] 此外，稳态时，由于“上层集中”控制层辅助功率PI控制器作用，稳态时双回直流线

路传输功率变化量ΔPdc1和ΔPdc2仍满足式(11)关系，即交流电网受扰后直流系统的快速响

应功率在双回直流线路中将按照其备用容量比m进行合理分配。

[0112] 综上可知，采用本发明提出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频率一致性控制

方法：1)使得柔直互联的两区域交流电网形成一有机整体，共同合理承担有功率扰动引起

的频率波动，实现两区域交流电网紧急功率支撑和旋转备用共享；2)发生功率扰动时，双回

直流线路依据其备用容量比，合理承担紧急支撑功率，有效提高双回直流线路利用率；3)无

论哪一区域交流电网发生功率扰动，直流系统均会响应，为其提供功率支撑，改善受扰交流

电网频率动态及静态特性；4)发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及通信故障等紧急工况时，双回路

直流系统仍然可以通过就地控制及就地测量信息，为受扰交流电网提供一定的频率支撑；

5)采用通用化控制结构，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便于现有工程控制结构改造及植入。

[0113] 为验证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在仿真软件PSCAD/EMTDC中搭建如图1所示

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主要参数以及

换流站主要参数如表1和表2所示。接下来分别针对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取0.5以及集

中控制器故障两种工况进行仿真验证。

[0114] 表1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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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0116] 表2换流站基本主要参数

[0117]

[0118] 工况一: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为0.5(m＝0.5)

[0119] 此工况用于验证当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取0，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量比为0.5

(m＝0.5)时，本发明所提频率一致性控制策略的有效性。接下来分别在功率端接入电网及

电压端接入电网发生功率扰动时进行仿真验证。

[0120] (1)功率端电网功率扰动仿真验证

[0121] 为验证功率端交流电网2发生功率扰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第50s时

刻功率端电网2投入200MW(0.2pu)负荷。采用常规控制策略及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时含双

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电网频率及直流传输功率动态分别如图4(a)和(b)所示。

图中直流传输功率Pdci(i＝1，2)分别表示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且均以电压端电网1流向

功率端电网2为正方向。

[0122] 由图可知，当功率端交流电网2发生负荷扰动后，1)采用常规控制策略时，双回直

流线路直流传输功率分别维持其额定传输功率400MW，功率端端电网2频率波动变化量最大

约为0.42Hz，稳态频率变化量约为0.083Hz，电压端电网1不受功率端电网2负荷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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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仍然维持在额定值50Hz。由此可见，采用常规控制，功率端电网发生负荷波动时，直流

系统对其不做响应，直流传输功率维持在额定值，负荷波动全部由受扰功率端电网2发电机

组承担，导致功率端电网频率动态响应及稳态偏差较大。2)采用本发明所提频率一致性控

制策略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增量分别约为22.2MW和44.4MW，满足双回直流线路备用

容量比为0.5(m＝0.5)的比例关系，功率端电网频率波动最大变化量及稳态变化量分别约

为0.29Hz和0.056Hz，相比采用常规控制策略，频率波动最大变化量及稳态变化量分别减小

约0.13Hz及0.027Hz。由此可见，采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功率端电网发生负荷波动时，直

流系统可对受扰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且双回直流线路按照其备用容量比(m＝0.5)合理

承担直流系统紧急支撑功率，两区域交流电网按照其等效刚性系数共同承担负荷波动增

量，改善受扰功率端电网频率动态，减小受扰功率端电网稳态频率偏差，实现全系统旋转备

用共享。

[0123] (2)电压端电网功率扰动仿真验证

[0124] 为验证电压端交流电网1发生功率扰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第50s时

刻电压端电网1投入50MW(0.05pu)负荷。采用常规控制策略及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时含双

回柔性直流两区域异步互联系统电网频率及直流传输功率动态分别如图5(a)和(b)所示。

[0125] 由图可知，当电压端交流电网1发生负荷扰动后，1)采用常规控制策略时，双回直

流线路直流传输功率分别维持其额定传输功率400MW，电压端电网1频率波动变化量最大约

为0.22Hz，稳态频率变化量约为0.04Hz，功率端电网2不受电压端电网1负荷波动影响，频率

仍然维持在额定值50Hz。由此可见，采用常规控制，电压端电网1发生负荷波动时，直流系统

对其不做响应，直流传输功率维持在额定值，负荷波动全部由受扰电压端电网1发电机组承

担，导致电压端电网频率动态响应及稳态偏差较大。2)采用本发明所提频率一致性控制策

略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增量分别约为‑11.1MW和‑22.2MW，满足双回直流线路备用容

量比为0.5(m＝0.5)的比例关系，电压端电网频率波动最大变化量及稳态变化量分别约为

0.075Hz和0.014Hz，相比采用常规控制策略，频率波动最大变化量及稳态变化量分别减小

约0.145Hz及0.026Hz。由此可见，采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电压端电网发生负荷波动时，

直流系统可对受扰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且双回直流线路按照其备用容量比(m＝0.5)合

理承担直流系统紧急支撑功率，两区域交流电网按照其等效刚性系数共同承担负荷波动增

量，改善受扰功率端电网频率动态，减小受扰功率端电网稳态频率偏差，实现全系统旋转备

用共享。

[0126] 综上可知，无论功率端电网还是电压端电网发生功率扰动，采用本发明频率一致

性控制策略，双回路直流系统均能为受扰电网提供频率支撑，实现全系统旋转备用共享。

[0127] 工况二: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

[0128] 此工况用于验证当“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无法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

考及辅助功率参考时，本发明所提频率一致性控制策略的有效性。接下来取“集中控制”辅

助功率参考值Padd＝0，模拟“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当直流电压信号调整系数α取1，双回直

流线路备用容量比为0.5(m＝0.5)，分别在功率端电网及电压端电网发生功率扰动时进行

仿真验证。

[0129] (1)功率端电网功率扰动仿真验证

[0130] 为验证功率端交流电网2发生功率扰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第50s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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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功率端电网2投入200MW(0.2pu)负荷。采用本文所提控制策略时含双回柔性直流两区域

异步互联系统频率及直流传输功率动态分别如图6(a)和(b)所示。由图可知，当功率端交流

电网2发生负荷扰动后，尽管“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无法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

考及辅助功率参考，直流系统仍能利用就地测量信息，对功率端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

受扰功率端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一定程度上改善受扰功率端电网频率动态，减小受扰

电网稳态频率偏差，实现全系统旋转备用共享，但此时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增量不再满

足其备用容量比(m＝0.5)。

[0131] (2)电压端电网功率扰动仿真验证

[0132] 为验证电压端交流电网1发生功率扰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第50s时

刻电压端电网1投入50MW(0.05pu)负荷。采用本发明所提控制策略时双回路柔直系统电网

频率及直流传输功率动态分别如图7(a)和(b)所示。

[0133] 由图可知，当电压端交流电网1发生负荷扰动后，尽管“上层集中”控制器故障，无

法为“就地控制”层提供直流电压参考及辅助功率参考，直流系统仍能利用就地测量信息，

对电压端电网频率波动做出响应，为受扰电压端电网提供紧急功率支撑，一定程度上改善

受扰电压端电网频率动态，减小受扰电网稳态频率偏差，实现全系统旋转备用共享，但此时

双回直流线路传输功率增量不再满足其备用容量比(m＝0.5)。

说　明　书 12/12 页

15

CN 110429632 B

15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6

CN 110429632 B

16



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7

CN 110429632 B

17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8

CN 110429632 B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RA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