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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

块化建模方法，所述方法包括(1)将不同拓扑结

构的VSC统一为同一个等效换流电路；(2)将UPFC

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

块；(3)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

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并依次计算；(4)将UPFC部

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本发明将UPFC分为

了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块，各

个模块可以自由组合，所以具有非常高的灵活

性，可以适应各种UPFC的接入电网方式及使用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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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模方法包括：

(1)将不同拓扑结构的VSC统一为同一个等效换流电路；

(2)将UPFC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块；

(3)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并依次计算；

(4)UPFC部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

所述步骤(2)中，所述串联模块所在支路首端的等效注入功率Sins如下式所示：

所述串联模块所在支路末端的等效注入功率Sinr如下式所示：

式中， 分别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支路首末段电压相量， 分别为等效电路

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 分别为等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共轭，bc为UPFC串联模

块所在线路的对地电纳值， 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线路导纳的共轭， 为UPFC串联模块注

入的电压相量的共轭，j为虚数符号；

按下式计算所述串联模块与直流侧之间的功率交换：

式中，PSSSC为UPFC串联模块注入交流系统的有功功率， 为UPFC串联模块注入的电压

相量， 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相量共轭，Is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RtS为串联模

块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流电阻之和，PtoDC为UPFC串联模块送入直流模块的功率；

所述步骤(3)中，单串联模块对单并联模块时串联模块和并联模块的计算顺序随意，然

后计算直流模块；单串联模块对多并联模块时先计算并联模块，然后计算串联模块，最后计

算直流模块；多串联模块对单并联模块时先计算串联模块，然后计算并联模块，最后计算直

流模块；

所述步骤(4)中，所述交替求解包括：

(7‑1)将UPFC部分作为等效注入电流源，求解网络方程得到各节点电压；

(7‑2)以各节点电压作为输入，求解UPFC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块；

(7‑3)更新UPFC的等效注入电流，重复跳入(7‑1)直至系统收敛或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7‑4)修改当前仿真时间为下一仿真时刻，跳入(7‑1)，进行下一个大步长仿真，直至仿

真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并联模块接入系统

的等效注入功率Sini如下式所示：

所述并联模块送入直流模块的功率PtoDC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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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UPFC并联模块所在节点电压相量， 为UPFC并联模块接入系统的电流相量，

Ii为 的幅值，real(Sini)为Sini的有功分量，RtP为并联部分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流电

阻之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直流模块i个换流

器注入直流侧的功率Pdci之和如下式所示：

其中，Udc为直流侧电压，Cdc为直流侧等效充电电容，[dc]为与直流侧相连的所有换流器

的集合，t表示时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控制模块采用有

功/无功解耦控制，分为有功控制回路和无功控制回路两个部分，均采用PI控制；

其中：有功控制回路与UPFC的串联模块对应，输入为有功功率和直流电压幅值，输出为

串联模块的注入电压；

无功控制回路与并联模块对应，输入为无功功率和交流电压幅值，输出为并联部分的

注入电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7‑2)中，所述求解采用小步长仿

真，即在一次大步长仿真中进行n次小步长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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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模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UPFC(Unified  Power  Flow  Controller，统一潮流控制器)是迄今为止通用性最

好的FACTS装置，通过控制规律的改变，就能分别或同时实现并联补偿、串联补偿以及移相

等不同功能。UPFC可以看作是一台静止同步补偿器装置(STATCOM)与一台静止同步串联补

偿器装置(SSSC)在直流侧并联构成，它可以同时并快速、独立控制输电线路中的有功功率

和无功功率，从而使得UPFC拥有STATCOM(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静止同步补

偿器装置)、SSSC(Static  Series  Synchronous  Compensator，静止串联补偿器装置)、移相

器等装置都不具备的四象限运行功能。

[0003] UPFC的动态特性模拟，通常采用电磁暂态仿真的方法进行。具体方法包括如下几

种：1)使用简化的模型，忽略装置内部的动态过程和装置内部控制系统的影响，如用于系统

的暂态分析。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将比较粗糙，无法准确研究对电力系统暂态的影响；2)根

据换流器输入与输出的时间响应特性，用一阶惯性环节来表示它的动态过程，同时考虑直

流电容的充放电能量变化过程，用三阶微分方程来表示的动态过程，这种模型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可用于电力系统动态过程分析；3)将开关函数引入到反映UPFC串、并联侧换流器内

部特性的动态模型中，并结合开关动作时序和控制参数，描述了UPFC及其控制系统的动态

过程的模型；4)将串并联侧的换流器等效为两个电压源，同时考虑了直流电容电压的动态

过程，这种简化的模型在分析对电力系统的影响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同时也可用来制定

UPFC系统控制策略。

[0004] 以上建模方法大都用在EMTDC/EMTP或Matlab上建模，对应UPFC的电磁暂态模型，

其并不适用于机电暂态的建模。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

模方法，本方法从基于VSC的UPFC基本原理出发，首先将两电平、三电平、MMC等不同拓扑结

构的VSC统一为同一个等效换流电路；其次将UPFC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

控制模块四个部分；然后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依

次求解各个模块；最后将UPFC部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并考虑了内部包含多个相同

模块的情形，且实现其相同模块之间的协调控制。

[0006] 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解决方案为：

[0007] 一种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模方法，所述建模方法包括：

[0008] (1)将不同拓扑结构的VSC统一为同一个等效换流电路；

[0009] (2)将UPFC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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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3)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并依次计算；

[0011] (4)UPFC部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串联模块所在支路首端的等效注入功率Sins如下式

所示：

[0013]

[0014] 所述串联模块所在支路末端的等效注入功率Sinr如下式所示：

[0015]

[0016] 式中， 分别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支路首末段电压相量， 分别为等

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 分别为等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共轭，bc为UPFC

串联模块所在线路的对地电纳值， 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线路导纳的共轭， 为UPFC串联

模块注入的电压相量的共轭，j为虚数符号；

[0017] 按下式计算所述串联模块与直流侧之间的功率交换：

[0018]

[0019]

[0020] 式中，PSSSC为UPFC串联模块注入交流系统的有功功率， 为UPFC串联模块注入的

电压相量， 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相量共轭，Is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RtS为

串联模块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流电阻之和，PtoDC为UPFC串联模块送入直流模块的功

率。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并联模块接入系统的等效注入功率Sini如下式所示：

[0022]

[0023] 所述并联模块送入直流模块的功率PtoDC如下式所示：

[0024]

[0025] 式中， 为UPFC并联模块所在节点电压相量， 为UPFC并联模块接入系统的电流

相量，Ii为 的幅值，real(Sini)为Sini的有功分量，RtP为并联部分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

流电阻之和。

[0026]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直流模块i个换流器注入直流侧的功率Pdci之和如下

式所示：

[0027]

[0028] 其中，Udc为直流侧电压，Cdc为直流侧等效充电电容，[dc]为与直流侧相连的所有

换流器的集合，t表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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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控制模块采用有功/无功解耦控制，分为有功控制回

路和无功控制回路两个部分，均采用PI控制；

[0030] 其中：有功控制回路与UPFC的串联模块对应，输入为有功功率和直流电压幅值，输

出为串联模块的注入电压；

[0031] 无功控制回路与并联模块对应，输入为无功功率和交流电压幅值，输出为并联部

分的注入电流。

[0032]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单串联模块对单并联模块时串联模块和并联模块的计算

顺序随意，然后计算直流模块；单串联模块对多并联模块时先计算并联模块，然后计算串联

模块，最后计算直流模块；多串联模块对单并联模块时先计算串联模块，然后计算并联模

块，最后计算直流模块。

[0033]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所述交替求解包括：

[0034] (7‑1)将UPFC部分作为等效注入电流源，求解网络方程得到各节点电压；

[0035] (7‑2)以各节点电压作为输入，求解UPFC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

块；

[0036] (7‑3)更新UPFC的等效注入电流，重复跳入(7‑1)直至系统收敛或达到最大迭代次

数；

[0037] (7‑4)修改当前仿真时间为下一仿真时刻，跳入(7‑1)，进行下一个大步长仿真，直

至仿真完成。

[0038] 进一步的，所述(7‑2)中，所述求解采用小步长仿真，即在一次大步长仿真中进行n

次小步长仿真。

[003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0] (1)基于VSC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模方法由于其合理的模块化设计，将UPFC分

为了串联模块、并联模块和直流模块，各个模块可以自由组合，所以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

可以适应各种UPFC的接入电网方式及使用场景；

[0041] (2)充分考虑了UPFC内部包含多个相同模块的情形，实现了其相同模块之间的关

联和协调控制。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本发明的MMC结构的VSC电路图。

[0043] 图2是本发明的2电平结构的VSC电路图。

[0044] 图3是本发明的VSC统一等效电路图。

[0045] 图4是本发明的UPFC串联模块原始等效电路图。

[0046] 图5是本发明的UPFC串联模块等效功率注入电路图。

[0047] 图6是本发明的UPFC并联模块原始等效电路图。

[0048] 图7是本发明的UPFC并联模块等效功率注入电路图。

[0049] 图8是本发明的UPFC直流模块等效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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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基于VSC(Voltage  Source  Converter，电压源换流器)的UPFC机电暂态模块化建

模方法的技术方案总体思路为：从基于VSC的UPFC基本原理出发，将两电平、三电平、MMC等

不同拓扑结构的VSC统一为一个等效换流电路，并将UPFC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

模块和控制模块四个部分，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

依次求解各个模块，最后将UPFC部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方案的实现步骤如下：

[0052] 步骤一：从基于VSC的UPFC基本原理出发，首先将两电平、三电平、MMC等不同拓扑

结构的VSC统一为同一个等效换流电路。其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

[0053] 其中id为VSC的直流侧等效电流，uc为直流侧电压，Cd为直流侧等效充电电容。

[0054] 步骤二：将UPFC划分为串联模块、并联模块、直流模块和控制模块四个部分。其详

细过程如下：

[0055] (1)UPFC串联模块，其原始等效电路和等效功率注入电路分别如图4、图5所示：

[0056] 对于原始等效电路，有如下公式：

[0057]

[0058]

[0059]

[0060]

[0061] 其中： 分别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段电压相量， 分别为

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两端电流相量， 分别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两

端电流相量共轭， 为UPFC串联部分注入的电压相量，Y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线路的导纳，

bc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线路的对地电纳值，Ss、Sr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两端的视在

功率。

[0062] 对于等效功率注入电路，有如下公式：

[0063]

[0064]

[0065]

[0066]

[0067] 其中： 分别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段电压相量， 分别为等

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 分别为等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共轭，Y为UPFC

串联部分所在线路的导纳，bc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线路的对地电纳值，Ss、Sr为UPFC串联部

分所在支路首末两端的视在功率，Sins、Sinr分别为UPFC串联部分所在支路首末两端的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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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功率。

[0068] 联立上面的公式，可求出：

[0069]

[0070]

[0071] 式中， 分别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支路首末段电压相量， 分别为等

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 分别为等效电路中线路两端电流相量共轭，bc为UPFC

串联模块所在线路的对地电纳值， 为UPFC串联模块所在线路导纳的共轭， 为UPFC串联

模块注入的电压相量的共轭，j为虚数符号；

[0072] 计算其与直流侧之间的功率交换，有：

[0073]

[0074]

[0075] 其中：PSSSC为UPFC串联部分注入交流系统的有功功率， 为UPFC串联模块注入的

电压相量， 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相量共轭，Is为等效电路中线路送端电流，RtS为串

联部分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流电阻之和，PtoDC为UPFC串联部分送入直流模块的功率，

公式中的正负号由串联部分是从交流系统吸收有功还是注入有功来决定，吸收有功时为

正，注入有功时为负。 表示取相量 的实部。

[0076] (2)UPFC并联部分，其等效电路如图6、图7所示：

[0077] 对于并联部分，有：

[0078]

[0079]

[0080] 其中： 为UPFC并联部分所在节点电压相量， 为UPFC并联部分接入系统的电流

相量，Ii为 的幅值，Sini为UPFC并联部分接入系统的等效注入功率，real(Sini)为Sini的有

功分量，RtP为并联部分涉及到的变压器电阻与换流电阻之和，PtoDC为UPFC并联部分送入直

流模块的功率，公式中的正负号由并联部分是从交流系统吸收有功还是注入有功来决定，

吸收有功时为正，注入有功时为负。

[0081] (3)UPFC直流模块，其等效电路如图8所示：

[0082] 对于直流部分，有：

[0083]

[0084] 其中，Udc为直流侧电压，Cdc为直流侧等效充电电容，Pdci为第i个换流器注入直流

侧的功率，[dc]为与直流侧相连的所有换流器的集合，t表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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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4)UPFC控制模块，采用有功/无功解耦控制，分为有功控制回路和无功控制回路

两个部分，均采用PI(比例‑积分)控制。

[0086] 其中：有功控制回路与UPFC的串联部分对应，输入为有功功率和直流电压幅值，输

出为串联部分的注入电压；无功控制回路与并联部分对应，输入为无功功率和交流电压幅

值，输出为并联部分的注入电流；当一个UPFC内包含多个相同模块时，可以设置其关联控

制，即当其中一个模块停运时，与其关联控制的模块通过改变控制参考值和参数来实现协

调控制，保持整个UPFC的控制效果不变。

[0087] 步骤三：根据不同的串并联组合方式，确定UPFC的各个模块的计算顺序，并依次求

解各个模块。常规的计算顺序为依次计算各个串并联模块，最后计算直流模块。各模块的计

算顺序可以根据实际的串并联结构不同而调整：单串联部分对单并联部分时串联模块和并

联模块的计算顺序可以随意，然后计算直流模块；单串联部分对多并联部分时先计算并联

模块，然后计算串联模块，最后计算直流模块；多串联部分对单并联部分时先计算串联模

块，然后计算并联模块，最后计算直流模块。

[0088] 步骤四：将UPFC部分与网络方程采用交替求解，并考虑了内部包含多个相同模块

的情形，且实现其相同模块之间的协调控制。其详细包括：

[0089] (1)将UPFC部分作为等效注入电流源，求解网络方程得到各节点电压；

[0090] (2)以(1)中求解的电压作为输入，求解UPFC串联、并联及直流模块，并求解UPFC的

控制模块；

[0091] (3)更新UPFC的等效注入电流，重复跳入(1)直至系统收敛或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0092] (4)修改当前仿真时间为下一仿真时刻，跳入(1)，进行下一个大步长仿真，直至仿

真完成。

[0093] 其中：(2)中求解UPFC部分可以采用小步长仿真，即在一次大步长仿真中进行n次

小步长仿真。具体做法是：首先，将上一大步长时刻电压 与(1)中求解的电压 作线性

分段 然后，依次取每段对应的电压值

作为输入，求解UPFC串联、并联、直流模块及控制模块；最后，经过n次小步长计算则得到本

次大步长计算的结果。

[009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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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申请待批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5896558 B

9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105896558 B

10



图4

图5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105896558 B

11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2

CN 105896558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