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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

模方法，根据次优功率跟踪模型，求解风电机组

次优转子转速ωdel_ref的小信号增量Δωdel_ref：

根据空气动力模型，求解机械功率Pm的小信号增

量ΔPm：根据速度控制器模型，求解相关状态变

量的小信号增量：根据一次调频控制器模型，求

解附加电磁转矩Tadd的小信号增量ΔTadd；根据变

流器模型，求解电磁功率Pe的小信号增量ΔPe；

根据发电机机电暂态模型，求解风电机组转子转

速ωr的小信号增量Δωr。本发明获得一种类似

同步发电机原动机-调速器一次调频系统动态响

应描述的双馈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动态建模

方法，从而掌握电力系统频率扰动下风电机组一

次调频响应的数学描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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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根据次优功率跟踪模型，求解风电机组次优转子转速ωdel_ref的小信号增量Δ

ωdel_ref；

步骤2：根据空气动力模型，求解机械功率Pm的小信号增量ΔPm；

步骤3：根据速度控制器模型，求解相关状态变量的小信号增量；

所述步骤3中速度控制器模型为：

Tref＝KpT(ωr-ωref)+KiT∫(ωr-ωref)dt；

上式中，Tref为速度控制器输出的参考电磁转矩，风机采用次优功率控制策略时参考转

速ωref＝ωdel_ref，KpT，KiT为速度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令： 在φ

和Tref的稳态邻域内，求取其小信号增量表达式为：

步骤4：根据一次调频控制器模型，求解附加电磁转矩Tadd的小信号增量ΔTadd；

所述步骤4中转速控制一次调频控制器模型，当认为角频率信号平滑性良好时，可忽略

滤波器模型，由此得到：

Tadd＝-Kpf(ωs-ωnom)

上式中，ωs为系统同步角频率，ωnom为系统角频率标称值，稳态时ωs＝ωnom，Kpf为转速

控制增益系数，当产生频率扰动时，在Tadd初始稳态邻域内，取其小信号增量表达式为：

△Tadd＝-Kpf△ωs；

步骤5：根据变流器模型，求解电磁功率Pe的小信号增量ΔPe；

步骤6：根据发电机机电暂态模型，求解风电机组转子转速ωr的小信号增量Δωr；

步骤7：根据步骤1-步骤6，建立转速一次调频控制输入输出系统的状态方程；

步骤8：根据步骤7，构建系统状态空间模型，求解系统输入输出传递函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次优功率跟踪模型为：

上式中，Pdel为风机次优功率，d0，d1，d2为ωdel_ref与Pdel的曲线拟合系数,由此可在

ωdel_ref初始稳态邻域内，求取其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ωdel_ref＝2d2Pdel0△Pdel+d1△Pde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空气动力模型中Pm的标幺值Pm-pu表示为：

上式中，ρ，R，λ，λN，β，βN，Vw，VwN，Cp(λ,β)，CpN(λN,βN)分别为空气密度，风电机组叶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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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叶尖速比，额定叶尖速比，桨距角，额定桨距角，风速，额定风速，风能利用系数，额定风

能利用系数；Cp(λ,β)与λ，β的简化关系为：

在上式中，根据ωrR＝Vwλ，将λ替换为ωr，并以ωr，β为自变量，在二者初始稳态邻域内，

求取Cp(λ,β)的小信号增量表达式为：

采用转速控制时，桨距角不动作，有β＝0，可得到：

由此可得到机械功率标幺值Pm-pu小信号增量为：

△Pm-pu＝Cω△ωr

上式中，Cω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机械功率增量系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5中变流器模型为：

上式中，Pcmd为参考电磁功率，Tcmd为参考电磁转矩，Tcon为变流器时间常数，在Pe的初始

稳态邻域，求取其小信号增量表达式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6中发电机机电暂态模型为：

上式中，Ta为风机加速转矩，在ωr的初始稳态邻域，求取其小信号增量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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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7中转速一次调频控制输入输出系统的状态方程描述为：

根据建立的各控制模块小信号增量模型，以(Δφ,ΔPe,Δωr)T为状态变量，以Δωs为

系统输入，得到系统的三阶状态方程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8中系统状态空间模型描述为：

根据建立的状态方程，得到状态变量，输入向量，输出向量和参数矩阵为：

x＝[△φ  △Pe  △ωr]T  u＝△ωs  y＝△Pm

由此可得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间传递函数为：

上式中，n0，m0，m1，m2，m3为传递函数系数，由此得到Δωs与ΔPm的关系：

8.如权利要求1～7所述任意一种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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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含风电频率主动控制的电力系统频率响应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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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力发电的系统控制与建模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转速控制

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同步发电机的一次调频包括了动态响应过程和稳态响应过程，其中动态响应过程

通过原动机和调速器动态模型来描述，可反映其机械功率调整速度，并通过静态调差率反

映机械功率调整稳态幅值和对系统频率稳态响应作用大小。而对风电机组一次调频而言，

虽然已开展了很多关于控制策略和调节性能改善方面的工作，但至今没有作任何关于风电

一次调频动态响应的建模工作，因此缺乏系统频率扰动下风电机械功率调节的动态响应速

度和稳态响应作用的数学描述方法。通常为避免风电机组桨距系统频繁动作、降低寿命，在

额定风速以下工作状态时采用转速一次调频辅助控制策略。对此，本发明提出基于转速控

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双馈风力发电机组在额定风速以下工作状态，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转速控制

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本发明旨在获得一种类似同步发电机原动机-调速器

一次调频系统动态响应描述的双馈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动态建模方法，从而掌握电力系

统频率扰动下风电机组一次调频响应的数学描述手段。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

[0006] 步骤1：根据次优功率跟踪模型，得到ωdel_ref与Pdel的曲线拟合函数关系，并取其

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07] △ωdel_ref＝2d2Pdel0△Pdel+d1△Pdel

[0008] 上式中，d1，d2为ωdel_ref与Pdel的曲线拟合系数。

[0009] 步骤2：根据空气动力模型，求取Pm的标幺值Pm-pu：

[0010]

[0011] 上式中，ρ，R，λ，λN，β，βN，Vw，VwN，Cp(λ,β)，CpN(λN,βN)分别为空气密度，风电机组叶

片半径，叶尖速比，额定叶尖速比，桨距角，额定桨距角，风速，额定风速，风能利用系数，额

定风能利用系数。Cp(λ,β)与λ，β的简化关系为：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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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上式中，根据ωrR＝Vwλ，将λ替换为风机转子转速ωr，并以ωr，β为自变量，求取

Cp(λ,β)的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14]

[0015] 采用转速控制时，桨距角不动作，有β＝0，可得到：

[0016]

[0017] 机械功率小信号增量为：

[0018] △Pm-pu＝Cω△ωr

[0019] 上式中，Cω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机械功率增量系数。

[0020] 步骤3：根据速度控制器模型，令： 参考电磁转矩为：Tref＝KpT

(ωr-ωref)+KiTφ，在φ0的稳态邻域内，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21]

[0022] 步骤3中，KpT，KiT为速度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

[0023] 步骤4：根据转速控制一次调频控制器模型，且认为角频率信号平滑性较好，得到：

[0024] Tadd＝-Kpf(ωs-ωnom)

[0025] 上式中，Kpf为转速控制增益系数。电力系统处于稳态时，ωs＝ωnom，当产生频率扰

动时，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26] △Tadd＝-Kpf△ωs

[0027] 步骤5：根据变流器模型：

[0028]

[0029] 在Pe0的初始稳态邻域，对式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30]

[0031] 步骤6：根据发电机机电暂态模型：

[0032]

[0033] 在ωr0的初始稳态邻域，对上式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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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步骤7：根据上述建立的各控制模块小信号模型，以(Δφ,ΔPe,Δωr)T为状态变

量，以Δωs为系统输入，得到转速一次调频控制输入输出系统的三阶状态方程为：

[0036]

[0037] 步骤8：根据上式的状态方程，得到状态变量，输入向量，输出向量和参数矩阵如

下：

[0038] x＝[△φ  △Pe  △ωr]T  u＝△ωs  y＝△Pm

[0039]

[0040]

[0041] 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间传递函数为：

[0042]

[0043] 上式中，n0，m0，m1，m2，m3为传递函数系数。由此得到Δωs与ΔPm的关系：

[0044]

[0045] 本发明一种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优点在于：

[0046] (1)：在额定风速以下工作状态时，建立了双馈风电机组转速一次调频辅助控制系

统的传递函数数学模型，实现了风电机组类似同步发电机组原动机-调速器的动态响应描

述；

[0047] (2)：通过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定量表达电力系统频率扰动下双馈风电机组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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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调节过程；

[0048] (3)：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作为研究含风电机组一次调频辅助控制的电力系统频

率特性的基础。

附图说明

[0049] 图1为基于转速控制的一次调频输入输出系统框图。

[0050] 图2为仿真系统图。

[0051] 图3为采用不同的一次调频控制增益Kpf＝2倍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

应曲线图。

[0052] 图4为采用不同的一次调频控制增益Kpf＝3倍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

应曲线图。

[0053] 图5为采用不同的一次调频控制增益Kpf＝4倍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

应曲线图。

[0054] 图6为采用不同的一次调频控制增益Kpf＝5倍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

应曲线图。

[0055] 图7为风速Vw＝8m/s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应曲线图。

[0056] 图8为风速Vw＝9m/s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应曲线图。

[0057] 图9为风速Vw＝10m/s时转速控制一次调频的有功功率响应曲线图。

[0058] 图10为本发明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为了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实施示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本发明中基于转速控制的一次调频输入输出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各部分

控制模型均由该图给出。

[0060] 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建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1：根据次优功率跟踪模型，得到ωdel_ref与Pdel的曲线拟合函数关系，并取其

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62] △ωdel_ref＝2d2Pdel0△Pdel+d1△Pdel

[0063] 上式中，d1，d2为ωdel_ref与Pdel的曲线拟合系数。

[0064] 步骤2：根据空气动力模型，求取Pm的标幺值Pm-pu：

[0065]

[0066] 上式中，ρ，R，λ，λN，β，βN，Vw，VwN，Cp(λ,β)，CpN(λN,βN)分别为空气密度，风电机组叶

片半径，叶尖速比，额定叶尖速比，桨距角，额定桨距角，风速，额定风速，风能利用系数，额

定风能利用系数。Cp(λ,β)与λ，β的简化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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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在上式中，根据ωrR＝Vwλ，将λ替换为风机转子转速ωr，并以ωr，β为自变量，求取

Cp(λ,β)的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69]

[0070] 采用转速控制时，桨距角不动作，有β＝0，可得到：

[0071]

[0072] 机械功率小信号增量为：

[0073] △Pm-pu＝Cω△ωr

[0074] 上式中，Cω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机械功率增量系数。

[0075] 步骤3：根据速度控制器模型，令： 参考电磁转矩为：Tref＝KpT

(ωr-ωref)+KiTφ，在φ0的稳态邻域内，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76]

[0077] 步骤3中，KpT，KiT为速度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

[0078] 步骤4：根据转速控制一次调频控制器模型，且认为角频率信号平滑性较好，得到：

[0079] Tadd＝-Kpf(ωs-ωnom)

[0080] 上式中，Kpf为转速控制增益系数。电力系统处于稳态时，ωs＝ωnom，当产生频率扰

动时，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81] △Tadd＝-Kpf△ωs

[0082] 步骤5：根据变流器模型：

[0083]

[0084] 在Pe0的初始稳态邻域，对式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85] 步骤

6：根据发电机机电暂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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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在ωr0的初始稳态邻域，对上式取小信号增量表达式：

[0088]

[0089] 步骤7：根据上述建立的各控制模块小信号模型，以(Δφ,ΔPe,Δωr)T为状态变

量，以Δωs为系统输入，得到转速一次调频控制输入输出系统的三阶状态方程为：

[0090]

[0091] 步骤8：根据上式的状态方程，得到状态变量，输入向量，输出向量和参数矩阵如

下：

[0092] x＝[△φ  △Pe  △ωr]T  u＝△ωs  y＝△Pm

[0093]

[0094]

[0095] 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间传递函数为：

[0096]

[0097] 上式中，n0，m0，m1，m2，m3为传递函数系数。由此得到Δωs与ΔPm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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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步骤9：上述建立的基于转速控制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系统动态响应模型通过仿

真算例验证精确性和有效性。

[0100] 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下，建立了图2的仿真系统，系统中两个区域通过两条联

络线联接，区域1包含一台水电机组G2和一个风电场，区域2包含两台火电机组G3和G4，负荷

L1，L2，C1，C2分别在两个区域接口母线处接入，负荷L3作为扰动负荷，通过L3接入和切除来

模拟该仿真系统功率缺额的频率事故。对图中风电机组施加转速一次调频辅助控制策略，

验证建立的转速一次调频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模型(在此称为模型1)的精确性。具体来讲，当

发生系统频率扰动时，分别比较双馈风电机组采用转速一次调频辅助控制策略的全状态非

线性仿真模型(在此称为模型2)和模型1在系统动态频率响应和稳态频率响应上的吻合程

度。其中，模型2采用双馈风电机组详细模型，包括了非线性空气动力模型、2质量块轴系模

型、考虑伺服执行机构作用的桨距控制系统模型、发电机4阶电磁暂态模型、变流器网侧和

转子侧控制模型。

[0101] 其中仿真参数如下：

[0102] 双馈风机参数：额定电压Vn＝575V，额定功率Pn＝1.5MW，定子电阻Rs＝0.023pu，定

子电感Ls＝0.18pu，转子电阻Rr＝0.016pu，转子电感Lr＝0.16pu，励磁电感Lm＝2.9pu，固有

惯性时间常数HDFIG＝5.29s，速度控制器积分系数Ki＝0.6。额定角速度ωnom＝157.08rad/s，

额定风速VwN＝11.7m/s，变流器时间常数τ＝0.02s。

[0103] 发电机参数(G2、G3、G4)：Sn＝900MVA，Un＝20kV，Xd＝1.8，Xq＝1.7，Xa＝0.2，Xd′＝

0.3，Xq′＝0.55，Xd″＝0.25，Xq″＝0.25，Ra＝0.0025，Td0′＝8.0，Tq0′＝0.4，Td0″＝0.03，Tq0″

＝0.05，H＝6.5(G2)，H＝6.175(G3、G4)

[0104] 变压器参数(T1、T2、T3、T4)：Sn＝900MVA，Un1/Un2＝20Kv/230kV，Rt+jXt＝0+

j0.15pu

[0105] 输电线路参数(100MVA，230kV为基准)：RL＝0.0001pu/km，XL＝0.001pu/km，BC＝

0.00175pu/km

[0106] 负荷数据：PL1＝800MW，QL＝100MVAR，QC1＝-187MVAR，QC2＝-200MVAR，PL2＝800MW，

QL＝100MVAR，QC1＝-187MVAR，QC2＝-350MVAR附加负荷PL3＝160MW

[0107] 转子转速初始稳态值ωr0＝1 .1876pu，电磁/机械功率稳态值Pe0/Pm0＝0.34/

0.34pu，稳态转矩参考值Tcmd0＝0.2852pu，转速增量系数Cω＝0.39，初始桨距角β0＝0°，次优

功率跟踪曲线拟合系数d2＝0.827，d1＝1.578，d0＝0.51。

[0108] 仿真项目包括：1)在相同电网条件及风机初始风速Vw0(小于额定风速)条件下，不

同转速下垂控制增益Kpf的风电机组一次调频响应，该项目通过图3-图6验证；2)在相同电网

条件及转速下垂控制增益Kpf条件下，不同初始风速Vw0(小于额定风速)的风电机组一次调

频响应，该项目通过图7-图9验证。

[0109] 需要说明的是，同步发电机调差系数通常设置为R＝0.05，在此设Kpf＝1/R时表示1

倍转速控制系数，可依次类推。图3-图6分别比较Kpf为2倍，3倍，4倍，5倍时模型1和模型2之

间吻合精度，4种情况下均设置风速Vw＝10m/s。

[0110] 从图3-图6对比情况看，在初始ΔPm增加阶段，模型1与模型2存在一定的误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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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稳态误差却很小。ΔPm从50s-65s时间段持续增加，之后逐渐过渡到一个稳态值，Kpf＝2

倍时最先达到稳态过程，而Kpf＝5倍时最后进入稳态过程。虽然Cω更大，具有相对更强的调

节能力，但转速一次调频控制器的KpfΔf更大，目标调节量也就越大，这使得Kpf＝5倍时进

入稳态时间更长。

[0111] 图7-图9分别比较Vw＝8m/s，Vw＝9m/s，Vw＝10m/s时模型1和模型2之间吻合精度，3

种情况下均设置Kpf为1倍下垂控制系数。

[0112] 从图7-图9对比情况看，同样地，在初始ΔPm增加阶段，模型1与模型2也存在更大

误差，但二者稳态误差很小。ΔPm从50s-65s时间段持续增加，之后逐渐过渡到稳态值。Vw＝

10m/s时最先达到稳态过程，而Vw＝8m/s时最后进入稳态过程。这是因为对三种情况下，转

速一次调频控制器的目标调节量KpfΔf相同，而高风速下具有更大的初始转速和Cω，ΔPm具

有更大值和更强的调节能力，高风速下将会首先调节到目标量，即达到稳态过程。图9也说

明了风速为10m/s时转速最快达到稳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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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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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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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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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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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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