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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

率控制方法，其针对采用由变压器T1、变压器T2

和变流器CON为中性段供电的组合式供电装置

中，将变压器T1绕组电压u12的d轴分量和q轴分

量、变压器T2次边绕组压降以及变压器T2原边绕

组压降经过相应的处理，利用直接功率控制得到

变流器CON所需要d轴电压分量和q轴电压分量，

随后进行调制得到所需变流器输出电压，从而实

现整个供电装输出电压的调整，达到控制组合式

供电装置输出功率的目的。本发明实现了组合式

供电装置的输出功率可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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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方法，用于虚拟同相供电系统，在采用由变压器

T1、变压器T2和变流器CON为中性段供电的组合式供电装置中，根据组合式供电装置与牵引

供电臂并联供电的等效电路图，设：

us12为变压器T1次边绕组n12的感应电压，Rn12为绕组n12的等效电阻，Ln12为绕组n12的等效

电感，us22为变压器T2次边绕组n22的感应电压，Rn22为绕组n22的等效电阻，Ln22为绕组n22的等

效电感，up21为变压器T2原边绕组n21的感应电压，Rn21为绕组n21的等效电阻，Ln21为绕组n21的

等效电感，Rl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线路的等效电阻，Ll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线路的等效

电感，ucon为变流器的输出电压，us为牵引供电臂的输出电压，R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

及线路的等效电阻，L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及线路的等效电感，uref为牵引供电臂负

载端与组合式供电装置的并联端电压，R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等效电阻，LL为电力机车

或动车组负载等效电感，P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的有功功率，Q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

载的无功功率；

所述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连接结构为：所述变压器T1的次边绕组包括绕组n12和绕组n13，

绕组n12一端连接到中性段，另一端连接变压器T2的次边绕组n22，变压器T2原边绕组n21连接

到变流器的输出端，变流器的输入端连接到绕组n13；所述等效电路中变流器的输出电压ucon

加载于依次串联的绕组n21的等效电感Ln21、等效电阻Rn21和感应电压up21两端；牵引供电臂负

载端与组合式供电装置的并联端电压uref加载于依次串联的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及线

路的等效电阻Rs和等效电感Ls，及牵引供电臂的输出电压us两端，同时加载于依次串联的电

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的等效电感LL和等效电阻RL两端，还加载于依次串联的组合式供电装

置输出线路的等效电感Ll和等效电阻Rl，绕组n12的等效电感Ln12、等效电阻Rn12和感应电压

us12，以及绕组n22的等效电感Ln22、等效电阻Rn22和感应电压us22两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控制步骤：

1)对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压进行直接功率控制，则有

式中，uneud、uneuq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端电压以uref为参照坐标进行旋转变换后

得到的d轴分量、q轴分量，ωs为牵引供电臂供电角频率，umref为电压uref的幅值，Pneu、Qneu分

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2)令前馈控制量uds及uqs分别为

用PI控制器控制功率微分量，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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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Pp、KPi分别为有功PI控制器的比例和积分系数；KQp、KQi分别为无功PI控制器的比

例和积分系数；Pneu*、Qneu*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参考给定功率；

3)变压器T1的绕组n12的输出电压u12为

u12＝us12-it(Rn12+jωsLn12)           (4)

式中，it为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流；

将电压u12进行旋转变换，得其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12d、u12q，则变压器T2次边绕组

输出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22d、u22q，如式(5)所示：

变压器T2次边绕组电压us22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s22d、us22q，利用式(6)求得：

式中，itd、itq分为电流it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4)令变压器T2的变比为K，则变压器T2的原边电压up21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则变流器输出电压ucon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式中，ic为变流器输出电流的瞬时值，icd、icq分别为电流ic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5)变压器T2的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满足式(9)

将式(5)～(9)整理并化简得

利用式(10)求出变流器所需调制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进行调制产生触发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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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到所需的变流器输出，实现组合式供电装置的直接功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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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交直交电力机车(动车组)、交直电力机车地面过电分相装置、虚拟同

相供电用组合式供电装置等领域，具体是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机车(动车组)过电分相的方法有多种，早期列车速度较慢，通常采用手动过

电分相，在分相区设有分相标志指挥司机过电分相操作。到中性段前，司机先将牵引级位降

到0，断开辅助系统，再将牵引变压器原边主断路器断开，使机车不带电通过中性段。机车进

入下一相供电臂的供电区后，司机合上主断路、并启动辅助系统、逐步恢复牵引级位。手动

过电分相司机劳动强度大，在过分相时必须由司机断电，如果没断电过电分相，会在进入中

性段时牵引网与受电弓产生过电压拉弧，烧坏牵引网和受电弓，甚至两相短路等严重事故，

随着列车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这一问题将更为突出。

[0003] 目前，电力机车(动车组)通常采用自动过电分相方法，主要有二种方法：地面自动

过分相和车上自动过分相。采用地面过电分相时，电力机车(动车组)不需要任何动作，主电

路断电时间很短，适合坡度较大的和运量大的困难地段，日本将这种方法用于高速动车组。

[0004] 图1为传统地面自动过分相装置的工作原理图，其工作过程如下：当电力机车(动

车组)运行到CG1时(列车运行方向如图所示；CG1～CG4为机车位置传感器，用于产生开关切

换信号，列车运行到某一位置时，相应的开关动作)，开关K1闭合，中性段接触网由A相供电，

待机车进入中性段，到达第二位置传感器CG2时，K1断开，K2迅速合上，完成中性段供电的换

相变换。由于此时中性段已由B相供电，电力机车(动车组)可以在不用任何附加操作，负荷

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相段，待机车驶离CG4处时，K2断开，各个设备恢复原始状态。反向

行驶时，由控制系统控制两个开关以相反顺序轮流断开与闭合。地面过电分相时，电力机车

(动车组)在中性段进行电压转换，是带载断开分相开关，会生产截流过电压，对开关要求较

高；同时是满载闭合另一个分相开关，机车上有牵引变压器，因为两相相位不一样，变压器

的稳态磁通有相差，合闸时会因为动态磁通饱和导致合闸浪涌过电流。对于旋转电机并从

牵引变压器取电的机车，合闸时还会导致辅助系统过流。

[0005] 针对传统地面过电分相装置的缺点，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虚拟同相柔性过电分相装

置，其中采用变压器与变流器的组合式虚拟同相供电装置，既能实现虚拟同相柔性过电分

相的功能，又能大幅降低变流器的容量，从而降低装置的实现成本，具有明显优势。组合式

虚拟同相柔性供电装置的结构如图2所示，图中虚拟同相柔性供电装置中的变压器T1原边

n11从邻近的牵引供电臂取电，次边有两个绕组n12、n13，对应的电压分别为u12、u13；变流器

CON从变压器T1的次边绕组n13取电，经过交直交变换后形成电压u21，为变压器T2的原边绕组

n21供电并在其次边n22形成次边电压u22；变压器T1次边绕组n12的电压u12与变压器T2的次边

绕组电压u22串联后形成uneu为中性段供电，调整变流器输出电压u21即可调整uneu，从而实现

虚拟同相供电装置的输出功率调整。因此，如何动态调整交直交变流器输出电压u21，从而实

现虚拟同相柔性供电装置输出功率动态调整，是组合式虚拟同相柔性供电装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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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方法，在列

车运行于分相区、列车受电弓同时接触牵引接触网导线与中性段时，通过对组合式虚拟同

相供电装置的功率控制，实现列车所需的负载功率在牵引供电臂与中性段之间可控切换。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组合式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方法，用于虚拟同相供电系统，在采用由变压

器T1、变压器T2和变流器CON为中性段供电的组合式供电装置中，根据组合式供电装置与牵

引供电臂并联供电的等效电路图，设：

[0009] us12为变压器T1次边绕组n12的感应电压，Rn12为绕组n12的等效电阻，Ln12为绕组n12

的等效电感，us22为变压器T2次边绕组n22的感应电压，Rn22为绕组n22的等效电阻，Ln22为绕组

n22的等效电感，up21为变压器T2原边绕组n21的感应电压，Rn21为绕组n21的等效电阻，Ln21为绕

组n21的等效电感，Rl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线路的等效电阻，Ll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线

路的等效电感，ucon为变流器的输出电压，us为牵引供电臂的输出电压，R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

压器绕组及线路的等效电阻，L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及线路的等效电感，uref为牵引

供电臂负载端与组合式供电装置的并联端电压，R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等效电阻，LL为

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等效电感，P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的有功功率，QL为电力机车或

动车组负载的无功功率，包括以下控制步骤：

[0010] 1)对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压进行直接功率控制，则有

[0011]

[0012] 式中，uneud、uneuq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端电压以uref为参照坐标进行旋转变

换后得到的d轴分量、q轴分量，ωs为牵引供电臂供电角频率，umref为电压uref的幅值，Pneu、

Qneu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0013] 2)令前馈控制量uds及uqs分别为

[0014]

[0015] 用PI控制器控制功率微分量，则得到

[0016]

[0017] 式中，KPp、KPi分别为有功PI控制器的比例和积分系数；KQp、KQi分别为无功PI控制器

的比例和积分系数；Pneu*、Qneu*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参考给定功率；

[0018] 3)变压器T1的绕组n12的输出电压u1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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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u12＝us12-it(Rn12+jωsLn12)   (4)

[0020] 式中，it为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流；

[0021] 将电压u12进行旋转变换，得其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12d、u12q，则变压器T2次边

绕组输出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22d、u22q，如式(5)所示：

[0022]

[0023] 变压器T2次边绕组电压us22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s22d、us22q，利用式(6)求

得：

[0024]

[0025] 式中，itd、itq分为电流it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0026] 4)令变压器T2的变比为K，则变压器T2的原边电压up21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0027]

[0028] 则变流器输出电压ucon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0029]

[0030] 式中，ic为变流器输出电流的瞬时值，icd、icq分别为电流ic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0031] 5)变压器T2的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满足式(9)

[0032]

[0033] 将式(5)～(9)整理并化简得

[0034]

[0035] 利用式(10)求出变流器所需调制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进行调制产生触发脉

冲，从而得到所需的变流器输出，实现组合式供电装置的直接功率控制。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可以实现电力机车所需功率在牵引供电

臂与中性段的可控切换，从而实现列车带载无冲击的通过电分相，避免传统过电分相方式

存在拉弧、截流过电压等暂态过程，提高了装置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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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传统地面过电分相装置的工作原理图。

[0038] 图2是组合式(虚拟同相)供电装置的结构图。

[0039] 图3是组合式(虚拟同相)供电装置的等效电路图。

[0040] 图4是本发明的功率控制框图，图中udc为变流器的中间直流电压，主要包括负载实

时功率计算、锁相环、前馈功率控制、调制等环节构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2] 图3为组合式供电装置与牵引供电臂并联供电的等效电路图，图中us12为变压器T1

次边绕组n12的感应电压，Rn12为绕组n12的等效电阻，Ln12为绕组n12的等效电感，us22为变压器

T2次边绕组n22的感应电压，Rn22为绕组n22的等效电阻，Ln22为绕组n22的等效电感，up21为变压

器T2原边绕组n21的感应电压，Rn21为绕组n21的等效电阻，Ln21为绕组n21的等效电感，Rl为组合

式供电装置输出线路的等效电阻，Ll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线路的等效电感，ucon为变流器

的输出电压，us为牵引供电臂的输出电压，R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及线路的等效电

阻，Ls为牵引供电臂的变压器绕组及线路的等效电感，uref为牵引供电臂负载端与组合式供

电装置的并联端电压，R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等效电阻，L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等

效电感，P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的有功功率，QL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负载的无功功率。

[0043] 对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压进行直接功率控制，则有

[0044]

[0045] 式中，uneud、uneuq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端电压以uref为参照坐标进行旋转变

换后得到的d轴分量、q轴分量，ωs为牵引供电臂供电角频率，umref为电压uref的幅值，Pneu、

Qneu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输出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0046] 令前馈控制量uds及uqs分别为

[0047]

[0048] 用PI控制器控制功率微分量，则可得到

[0049]

[0050] 式中，KPp、KPi分别为有功PI控制器的比例和积分系数；KQp、KQi分别为无功PI控制器

的比例和积分系数；Pneu*、Qneu*分别为组合式供电装置参考给定功率。

说　明　书 4/5 页

8

CN 107834864 B

8



[0051] 变压器T1的绕组n12的输出电压u12为

[0052] u12＝us12-it(Rn12+jωsLn12)   (4)

[0053] 式中，it为组合式供电装置的输出电流。

[0054] 将电压u12进行旋转变换，可得其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u12d、u12q，则变压器T2次

边绕组输出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u22d、u22q如下式所示

[0055]

[0056] 变压器T2次边绕组电压us22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us22d、us22q利用下式求得

[0057]

[0058] 式中，itd、itq分别为电流it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0059] 令变压器T2的变比为K，则变压器T2的原边电压up21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0060]

[0061] 则变流器输出电压ucon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分别为

[0062]

[0063] 式中，ic为变流器输出电流的瞬时值，icd、icq分别为电流ic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

[0064] 变压器T2的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满足下式

[0065]

[0066] 将式(5)～(9)整理并化简可得

[0067]

[0068] 这样，利用式(10)求出变流器所需调制电压的d轴分量和q轴分量，进行调制产生

触发脉冲就可以得到所需的变流器输出，实现整个组合装置的直接功率控制。组合式虚拟

同相供电装置直接功率控制的框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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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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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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