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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及仿真

方法，属于柔性输电、电力电子领域。为了提高模

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模型的准确性

并加快动态响应。所述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

均值模型包括交流侧等效模型、直流侧等效模型

和电容等效模型；本发明通过将子模块的等效电

容单独提取出来，并利用受控电压源来控制直流

侧的方法来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同时控制

交流侧等效模型和直流侧等效模型的开关和子

模块等效电容电压来控制仿真模型实现MMC稳态

运行、故障运行以及启动预充电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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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模型，包括交流侧等效模型(1)、直流侧等效

模型(2)和电容等效模型(3)；

交流侧等效模型(1)包括三相电路，每一相电路由桥臂等效电感、桥臂等效电阻、开关S1

和受控电压源ux依次串联连接而成；三相交流通过三相电路的桥臂等效电感输入，受控电

压源ux的负极与地相连；x分别代表a、b和c三相；

直流侧等效模型(2)包括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电感L4、电阻R4、开关S2、受控电压源ud、电

感L5和电阻R5；

交流侧等效模型(1)的桥臂等效电阻和开关S1之间输出的三相交流输入至三相桥式整

流电路的输入端，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正极与电感L4的一端连接，电感L4的另一端与

电阻R4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同时与电感L5的一端和开关S2的一端连接，开关S2的另

一端与受控电压源ud的正极连接，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与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端的负极

连接；电感L5的另一端与电阻R5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分别为

直流侧正、负输出端；

电容等效模型(3)包括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受

控电流源icon_dc；

所述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受控电流源icon_dc并

联连接；

其特征在于，桥臂等效电感的电感值等于L/2；

桥臂等效电阻的阻抗等于R/2；

电感L4的电感值等于L/3，电阻R4的阻抗等于R/3，电感L5的电感值等于2L/3，电阻R5的阻

抗等于2R/3；

L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桥臂电感取值；R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桥臂阻抗取值。

2.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  模型的仿真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

控制开关S1与开关S2同时闭合，模拟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稳态运行。

3.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模型的仿真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

控制开关S1与开关S2同时断开，模拟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故障运行时的闭锁情况。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模型的仿真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

控制开关S1断开，开关S2闭合，同时控制直流侧等效模型(2)中的受控电压源ud的电压

等于电容等效模型(3)中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的电压，模拟模块化多

电平换流器启动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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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及仿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及仿真方法，属于柔性输电、

电力电子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Modular  Multilevel  Converter,MMC)作为新兴的

高压大功率交直流变换技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拓扑结构是由多个结构相同的子模块

堆叠而成，每个子模块由一个半桥拓扑和一组电容器构成，相比传统的两电平、三电平变换

器，MMC通过增加子模块数可灵活地扩展到高电压大功率，能工作在较低的开关频率，具备

很高的转换效率、很小的电压电流尖峰，以及非常低的输出电压谐波含量等优点，使其十分

适用于柔性直流输电等高压大功率电能变换的场合，是构建多端直流输电系统以及未来直

流电网的基础。

[0003] 在进行直流电网的研究中，由于系统中包含的MMC端数众多，且MMC换流器通常需

要上百个子模块进行级联，而传统的基于IGBT开关模型的细节仿真模型仿真速度极慢。并

且由于MMC不同于传统的两电平换流器结构，其桥臂电压的直流偏移可以直接进行改变而

非固定不变，能够通过改变桥臂电压的直流偏移来改变其直流侧动态响应。因此需要建立

更快速、准确的仿真模型以对直流电网的稳态、故障及预充电特性进行等效研究。

[0004] 针对MMC的仿真模型，目前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基于受控源的MMC加速仿真模

型、许建中等人在《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戴维南等效整体建模方法》中提到的MMC的

戴维南等效电路模型、MMC的桥臂平均值模型以及许建中等人在《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

的平均值模型》中提到的MMC的换流器平均值模型。前两种模型保留了MMC的所有内部电路

特性，但不适用于大规模、高功率基于MMC的多端直流输电系统。第三种模型将单个桥臂等

效为一个受控电压源，假设同一桥臂上的子模块电容电压相互平衡，忽略子模块的内部结

构，保留了换流器内部特性，极大地加快了仿真速度，适用于大规模直流输电系统。最后一

种则只保留了换流器的外部特性，仿真速度进一步加快，适用于系统级的基于MMC的大规模

直流输电网络的研究，但这种模型是建立在传统两电平换流器控制方法的基础上，没有体

现出MMC中子模块电容的储能特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提高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仿真模型的准确性并加快动态响应，本发

明提供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及仿真方法。

[0006] 本发明的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包括交流侧等效模型1、直流侧

等效模型2和电容等效模型3；

[0007] 交流侧等效模型1包括三相电路，每一相电路由桥臂等效电感、桥臂等效电阻、开

关S1和受控电压源ux依次串联连接而成；三相交流通过三相电路的桥臂等效电感输入，受控

电压源ux的负极与地相连；x分别代表a、b和c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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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直流侧等效模型2包括三相整流电路、电感L4、电阻R4、开关S2、受控电压源ud、电感

L5和电阻R5；

[0009] 交流侧等效模型1的桥臂等效电阻和开关S1之间输出的三相交流输入至三相整流

电路的输入端，三相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正极与电感L4的一端连接，电感L4的另一端与电阻R4

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同时与电感L5的一端和开关S2的一端连接，开关S2的另一端与

受控电压源ud的正极连接，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与三相整流电路输出端的负极连接；电感L5

的另一端与电阻R5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分别为直流侧正、负

输出端；

[0010] 电容等效模型3包括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

受控电流源icon_dc；

[0011] 所述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受控电流源

icon_dc并联连接。

[0012] 优选的是，桥臂等效电感的电感值等于L/2；

[0013] 桥臂等效电阻的阻抗等于R/2；

[0014] 电感L4的电感值等于L/3，电阻R4的阻抗等于R/3，电感L5的电感值等于2L/3，电阻

R5的阻抗等于2R/3；

[0015] L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桥臂电感取值；R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桥臂阻抗取

值。本发明还提供三种所述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的仿真方法，第一种仿真方

法为：

[0016] 控制开关S1与开关S2同时闭合，模拟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稳态运行。

[0017] 第二种仿真方法为：

[0018] 控制开关S1与开关S2同时断开，模拟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故障运行时的闭锁情况。

[0019] 第三种仿真方法为：

[0020] 控制开关S1断开，开关S2闭合，同时控制直流侧等效模型2中的受控电压源ud的电

压等于电容等效模型3中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的电压，模拟模块化多

电平换流器启动预充电。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将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提取出

来，并利用受控电压源直接控制直流侧，从而提高了模型的动态响应。本发明与其他现有仿

真方法相比，其动态响应更快，仿真的精度更高，更符合MMC的特点，适用性更强。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三相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的拓扑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中子模块SMn的电气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的电气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不受所述具体

实施例限制。

[0026] 现有三相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每一相由上下桥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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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每个桥臂由一个电阻、一个电感和N个结构相同的子模块级联而成，每个子模块为半

桥结构或其他类似的功率子模块。子模块的结构如图2所示。

[0027] 如图3所示，本实施方式是图1所述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平均值模型，包括交

流侧等效模型1、直流侧等效模型2和电容等效模型3；

[0028] 交流侧等效模型1包括三相电路，每一相电路由桥臂等效电感、桥臂等效阻抗、开

关S1和受控电压源ux依次串联连接而成；

[0029] 如图3所示，三相电路的桥臂等效电感L1、L2和L3；三相电路的桥臂等效阻抗R1、R2和

R3；桥臂等效电感的电感值等于L/2；桥臂等效电阻的阻抗等于R/2；L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

器的桥臂电感取值；R为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桥臂阻抗取值

[0030] 三相交流通过三相电路的桥臂等效电感输入，受控电压源ux的负极与地相连；x分

别代表a、b和c三相；

[0031] 直流侧等效模型2包括三相整流电路、电感L4、电阻R4、开关S2、受控电压源ud、电感

L5和电阻R5；

[0032] 交流侧等效模型1的桥臂等效电阻和开关S1之间输出的三相交流输入至三相整流

电路的输入端，三相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正极与电感L4的一端连接，电感L4的另一端与电阻R4

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同时与电感L5的一端和开关S2的一端连接，开关S2的另一端与

受控电压源ud的正极连接，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与三相整流电路输出端的负极连接；电感L5

的另一端与电阻R5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受控电压源ud的负极分别为直流侧正、负

输出端；

[0033] 电感L4的电感值等于L/3，电阻R4的阻抗等于R/3，电感L5的电感值等于2L/3，电阻

R5的阻抗等于2R/3；

[0034] 电容等效模型3包括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

受控电流源icon_dc；

[0035] 所述受控电流源icon_ac、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等效电容Ceq和受控电流源

icon_dc并联连接。子模块等效电容Ceq＝6*C/N，C为图2中子模块的电容，N表示子模块的数量；

受控电流源icon_ac＝PAC/uce，其中PAC为受控电压源ux的有功功率，uce为等效电容Ceq的电压；

受控电流源icon_dc＝ud*id/uce，ud为受控电压源ud的电压，id为受控电压源ud输出的电流。

[0036] 本实施方式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平均值模型的仿真方法，包括：

[0037] (1)当利用本实施方式的模型模拟MMC稳态运行时，开关S1与开关S2同时闭合；

[0038] (2)当利用本实施方式的模型模拟MMC故障运行时的闭锁情况，开关S1与开关S2同

时断开；

[0039] (3)当利用本实施方式的模型模拟MMC启动预充电时，开关S1断开，开关S2闭合，同

时控制直流侧等效模型2中的受控电压源ud的电压等于电容等效模型3中的MMC子模块等效

电容Ceq的电压。

[0040] 本发明通过将子模块等效电容单独提取出来，并利用受控电压源来控制直流侧的

方法来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同时控制开关和子模块等效电容电压来控制仿真模型实

现MMC稳态运行、故障运行以及启动预充电的模拟。本发明提出的建模方法可以通过直接改

变直流侧受控电压源来改变直流侧的动态响应，提高了仿真模型的动态响应以及准确性。

[0041] 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本发明不限于以上实施例，还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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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变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接导出或联想到的所有变形，

均应认为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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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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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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