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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mechanical part of doubly fed

平下可以对系统频率提供有效支撑，提高系统频率稳定性，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 is decoupled from electrical part,

同时调频过程中保证机组运行稳定。

total equivalent rotary inertia of power system decreases with

关键词：双馈风机；状态评估；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continuous growth of wind power penetration, bringing
pressure to frequency regulation of power system. Firstly,
frequency response control method of DFIG based on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 control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Secondly, energy change evaluation method of DFIG in
process of frequency regulation was given. Then an adaptive

频率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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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能源需求持续增加，及环境保护呼声不断提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 control of DFIG based on

高，开发可持续发展能源模式是当今世界发展大趋

operation state evaluation was proposed. At last, time domain

势。风力发电的快速发展逐渐占据系统中的重要位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basis of theoretical study.

置，也使机网交互作用更加复杂[1-2]。而变速风机对

Simulation

virtual

外弱惯量特性及普遍不具备调频能力，大规模风电

synchronous generator control of DFIG could provide

并网给电网频率稳定性带来压力，各国风电并网导

frequency support to power grid at 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则[3]对并网系统频率提出相关要求，因此在风电机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aptive

frequency stability of power system was improved, and
operation stability of DFIG was guaranteed in process of
frequency regul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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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馈风机机械与电气解耦，使得接入电网总有效转动
惯量降低，增加电网频率调节压力。分析了双馈风机通过虚
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实现对系统频率响应技术，研究了双馈风
机在调频过程中在不同运行工况下能量变化评估方法，提出

组或风电场中需要通过附加惯量控制及一次调频
能力来提高其并网性能，国内外学术界及相关技术
应用方面对此开展大量工作[4]。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双馈风电对频率稳定支
撑研究[5-14]开始增多。文献[5]比较研究了风电参与
频率控制的多种方法，如虚拟惯量、下垂、转子转
速、桨距角及协调控制等。文献[6-10]研究了机组
留取备用参与频率控制的方法，如变速法、调桨法

基于机组状态评估的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或二者之间的协调法。文献[11-14]研究如何利用机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时域仿真，结果表明，基于运行状态

组旋转设备的动能参与系统频率控制方法，主要通

评估的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在不同出力水

过在机组原有控制中引入附加频率响应功能实现。
而近些年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的发展，由于其在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7174)。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577174).

频调压方面的优势开始应用于新能源并网系统中，
提高了并网系统的稳定性[15-19]。在技术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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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GE 风机厂商在 2003 年提供支持频率控制技

机无功-电压控制器原理为

果[21-22]。但是由于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受机组初始

ki1
1
)
s 1 + Ta s
(4)
式中：Evsg 为参考虚拟电压；Eset 为机端电压参考值；

运行工作点及控制特点影响大，采用虚拟同步发电

Qout 为风电机组输出无功功率；Qref 为风机无功参考

机控制技术的风电机组参与调频动态过程复杂，目

值；Ta 为延迟环节时间常数；kp1 与 ki1 分别为比例

前相关研究缺乏对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与机组运

与积分系数。

[20]

术的风电机组

，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通过风电场

配置的 PMU 实测数据，验证了虚拟惯性控制和一
次调频辅助控制在风电场和电网运行中的应用效

Evsg = Eset - Dq Qout + (Qref - Qout )(k p1 +

根据式(1)—(4)，可得基于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行状态耦合关系及相适应控制策略研究。
为此，本文首先分析双馈风机虚拟同步发电机

原理的双馈风机系统如图 1。图中：PLL(phase-

控制原理及运行特点；其次给出双馈风机运行状态

locked loop)为锁相环；PE 为机组有功功率测量值；

的评估方法，并对某基于最大功率跟踪控制的机组

QE 为机组无功功率测量值；MPT(maximum power

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再次基于对双馈风机运行状态

tracking)为最大功率跟踪控制。

评估提出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策
略；最后在仿真软件中建立含高比例风电电力系统
仿真模型，仿真分析验证本文所提控制合理性与有
效性。

1

双馈风机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原理分析
双馈风机与传统同步发电机组不同，其采用变

流器控制使得机械与电气完全解耦，对系统表现为
无惯量和无一次调频能力。由于双馈风机控制灵
+

活、适应性强，可适应各类运行环境，可通过改进
+

双馈风机的控制技术模拟同步发电机组的特性，实
现双馈风机对频率的响应。基于同步发电机组转子

-

-

-

+

+

(1)

+

+

-

+

外，増加系统频差响应功能，即有功-频率下垂控

+

中[16]，可得双馈风机有功频率控制方程如式(1)。另

+

+

+

运动方程把虚拟惯性控制引入双馈风机控制算法

制环节，构成调频控制器，其原理如式(2)。
dwvsg
2 H vsg
= Pin - Pout - K d (wvsg - wg )
dt
1
Pin - Pref =
(wref - wg )
Dp

-

-

(2)

式中：Hvsg 为虚拟惯性时间常数；Pin 与 Pout 分别为
风电机组输入与输出功率；Pref 为有功功率参考值；
ωvsg 与 ωg 分别为虚拟角频率与系统角频率；ωref 为
角频率参考值；Kd 为阻尼系数；Dp 为有功功率下垂

图 1 基于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原理的双馈风机系统
Fig. 1 Overall DFIG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 control

双馈风机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时，能通过
建立功率变化和内电势之间简单直接的数学联系，

系数。
联立式(1)与式(2)得双馈风机有功-频率控制器

使风机对电网表现出固有惯量属性，在电网动态过
程中提供动态支撑，减小频率变化率，提高系统频

传递函数为
1
1
[ (wref - wg ) +
2 H vsg s Dp
Pref - Pout - K d (wvsg - wg )]

率稳定性。但是双馈风机在不同工作点具有差异性

wvsg =

的转子转速且动态特性多变，在响应系统频率变化
(3)

同理，模拟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可得双馈风

的动态过程中，机组自身运动特性不容忽视。双馈
风机吸收机械功率可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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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3
ï Pw = 2 r ACp ( b , l )Veq
ï
116
ïïCp ( b , l ) = 0.22(
- 0.4 b - 5.0)e -12.5/ li
l
i
í
1
ï
ïli = 1 / (l + 0.08b ) - 0.035 / ( b 3 + 1)
ï
îïl = wr R / V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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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 = DED + DEM + DEP

式中：ΔEk 为机组总能量变化；ΔED 为机组动能变
(5)

化量；ΔEM 为机组机械功率捕获量变化；ΔEP 为调
频过程中额外能量损耗量。
假设调频过程中机组额外能量损耗量不变为
常数，则有：

DEP = m

式中：Pw 为风机吸收机械功率(W)；ρ 为空气密度
3

(kg/m )；A 为扫风面积；Veq 为风速；Cp(β, λ)为风
能转换效率系数；R 为叶片半径。

2

(6)

因机组动能变化量与机组初始运行状态强相
关，则有：

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2.1 双馈风机运行状态评估
以某型号双馈风机为例，转子转速范围 0.7 pu≤
ωr≤1.2 pu，最大功率跟踪控制运行曲线如图 2，运
行曲线[11]由式(5)确定，划分以下运行区间如图中所
示：1）低出力区，曲线 AB，转子转速最小，输出
功率满足 0 pu≤PE≤0.21 pu。2）中出力区，曲线 BC，

DED =

大，输出功率满足 0.83 pu<PE≤1 pu。双馈风机通过
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实现惯量响应时，由于机组不
同运行工况转子转速不同，导致储存动能也不同，
而调频过程中转子转速变化将恶化风功率捕获效
率，在进行机组惯量特性分析及对外表现虚拟惯量

1
2
J D (w02 - wmin
)
2 PD2

(8)

式中：PD 为极对数；JD 为转动惯量；ω0 为转子转
速初值。
机组调频过程中的转子转速变化引起风能捕
获效率变化，进而改变机组机械功率捕获量，其可
由下式给出：
DEM = ò

风能转换效率系数 Cp 最优，输出功率满足 0.21 pu<
PE≤0.83 pu。3）高出力区，曲线 CD，转子转速最

(7)

toff

ton

( Pw (t ) - P0 )dt

(9)

式中：ton 为调频过程初时刻；toff 为调频过程结束时
刻；P0 为初始机械功率；Pw(t)为调频过程的机械功
率，由式(5)给出。
机组参与调频过程的能量变化与等效虚拟转
动惯量关系表示为
J vir =

特性时首先需要评估机组的运行状态。

2PD2
DEk
we2

(10)

进而，联立式(6)—(10)得：
J vir =

JD 2
2PD2 toff
2
(
w
w
)
+
[ ( Pw (t ) - P0 )dt + m] (11)
0
min
we2
we2 òton

由式(11)知，双馈风机等效虚拟转动惯量一方
面受自身转动惯量影响，另一方面受机组初始状
态、能量损耗和调频过程约束。联立式(5)与式(11)，
得双馈风机在不同出力水平下的等效虚拟转动惯
量如下：
图 2 双馈风机最大功率跟踪控制曲线
Fig. 2 Maximum power tracking curve of DFIG

双馈风机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实现的惯
量响应可以用双馈风机等效虚拟转动惯量 Jvir 表示。
同时由于双馈风机与传统同步机不同，不同状态转
子转速是变化的，双馈风机等效虚拟转动惯量也是
变化的。基于机组自身运行过程的物理特性，机组参
与调频过程中能量的变化将包含以下几部分：一是机
组动能变化；二是风功率捕获量变化；三是额外能量
损耗。则机组调频过程中的能量变化为

ì J virL = 0
ï J virM = (1 / we2 )( J D (w02 - 0.7 2 ) + 2 PD2 m ï
toff 1
ï
2 PD2 ò ( r πR 2CpmaxVeq3 - 0.11r πR 2Veq3 ´
ton 2
ï
Veq
-12.5(
- 0.035)
ï
Veq
wr R
(116(
0.035)
5.0)e
)dt )
ï
wr R
ïï
(12)
í J virH = (1 / we2 )( J D (1.22 - 0.72 ) + 2 PD2 m ï
V
toff
2 PD2 ò 0.11r πR 2Veq3 ((116( eq - 0.035) ï
ton
1.2 R
ï
Veq
-12.5(
- 0.035)
V
ï
1.2 R
5.0)e
- (116( eq - 0.035) ï
wr R
ï
Veq
-12.5(
- 0.035)
ï
wr R
5.0)e
)dt )
ï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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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virL 为机组低初始出力水平下的等效虚拟转

据系统同步角频率变化判断机组是否参与系统调

动惯量；JvirM 为机组中初始出力水平下的等效虚拟

频过程，通过检测机组有功出力水平实时跟踪机组

转动惯量；JvirH 为机组高初始出力水平下等效虚拟

运行状态，根据自身调节能力确定机组参与系统调

转动惯量。

频的程度。

由式(12)知，双馈风机等效虚拟转动惯量由初

图 3 所示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始转子角速度 ω0、调速时间 t 和风速 Veq 决定。如

中机组状态评估函数的输出由式(14)给定，定义m

果机组参与系统调频过程中动能可以实现均匀释

为双馈风机虚拟转动惯量响应状态约束因子。该控

放，另外考虑到机组应用最大功率跟踪控制时的机

制策略参与系统频率调整的过程如下：1）机组通

组出力、转子转速与风速是单调的，则双馈风机等

过锁相环检测系统同步角频率变化，判断机组是否

效虚拟转动惯量可分别表示成与风速、转子转速或

参与系统频率调整。2）当系统频差小于等于死区

机组出力的单调函数，联立式(5)与式(12)可以用状

时，机组不参与调频，有功-频率下垂控制不起作

态评估函数 f(P0)表示式(12)机组等效虚拟转动惯量

用，机组状态评估函数输出为 1，机组按照基于最

与机组初始出力的函数关系如式(13)。式(13)反映了

大功率跟踪控制的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状态运行。

机组在不同运行状态时可参与系统调频的特性。

3）当系统频差大于死区时机组参与调频，有功-频

ì J virL (P0 ), P0 £ 0.21 pu
ï
f ( P0 ) = í J virM (P0 ), 0.21 pu < P0 £ 0.83 pu (13)
ïî J virH (P0 ), P0 > 0.83 pu
2.2 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策略

率下垂控制与机组评估函数被激活，机组参与系统
频率控制的程度由频率变化值和虚拟转动惯量响
应状态约束因子决定，其中频差首次大于死区到频
率恢复至频差小于死区为该次调频周期，状态评估

基于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原理与机组参与调

函数 f(P0)为频差首次大于死区时的取值，并作为本

频过程运行特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运行状态评估

次频率调节过程的状态约束值，其值由下式给定：

的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基本原理

ìï f ( P0 ),
m=í
ïî1,

如图 3。该控制策略实现最大功率控制的同时可以
参与系统频率调节，主要特点为参与系统频率调节
过程中可同时根据系统状态(系统频率变化)和机组

3

|Dwg | > 死区
|Dwg | £ 死区

(14)

算例分析

状态(机组参与调频能力)对控制行为作出实时调

为验证本文所提控制策略，建立如图 4 算例系

整。其主要控制功能实现过程为：1）动态识别系

统，该系统风电渗透率约 17%。装机及负荷情况详

统状态变化，通过锁相环检测系统同步角频率变

见表 1，双馈风机相关参数详见表 2。

化，跟踪系统运行状态，识别系统频率变化情况。
2）动态识别机组运行状态，机组状态评估函数根

+

+-

+-

+

-

+

+

+

+ -+

+

+
+

-

图 4 仿真系统示意图
Fig. 4 Structure of simulation system

+

+

+

图 3 基于运行状态评估的双馈风机自适应虚拟
同步发电机控制
Fig. 3 Adaptive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 control of
DFIG based on operation state evaluation

表 1 系统装机及负荷
Tab. 1 Installed capacity and load of simulation system
元件

容量/MW

元件

L_a

120

DFIG

容量/MW
90

L_b

90

G1

240

L_c

100

G2

190

L_d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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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双馈风电机组相关参数
Tab. 2 Related parameters of DFIG
参数

Pn /MW Un /V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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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系统频率下降时的支撑，且保证了机组运行稳
定。双馈风机采用常规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时，风

Rs/pu

Ls/pu

Rr/pu

Lr /pu

Lm /pu

电高出力时，频率下降最低值 48.9 Hz，出力最大

取值

2

690

0.01

0.1

0.01

0.1

3.5

参数

Dp

Kd

Hvsg

Kp1

Ki1

Dq

Ta

变化量 7.4 MW；风电场低出力时，系统频率与机

取值

0.05

10

0.5

0.1

0.4

0.05

0.2

组出力均发生振荡性失稳。

3.1 系统突增负荷时稳定性

3.2 系统突甩负荷时稳定性

仿真事件设置为：图 4 中冲击负荷突然投入，

仿真事件设置为：图 4 中系统突然甩负荷(冲击

导致功率不平衡频率下降。考虑双馈风机分别采用

负荷)，导致功率不平衡频率升高。考虑双馈风机分

常规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与基于状态评估的自适

别采用常规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与基于状态评估

应控制，分析双馈风电场在不同出力下调频特性。

的自适应控制，分析双馈风电场不同出力下调频特

图 5 给出风电场高出力(0.9 pu)时双馈风机采用不
同控制策略系统频率、机组出力的对比曲线。图 6
给出风电场低出力(0.2 pu)时双馈风机采用不同控
制策略系统频率、机组出力的对比曲线。
由图 5 与图 6 可知：系统负荷突增时，双馈风
机采用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时，风电高出力
时，频率最低值 49.0 Hz，出力最大变化量 9.4 MW；
风电场低出力时，频率下降最低值 48.6 Hz，出力
基本不变；该控制方法在机组不同运行工况下实现

Fig. 5

图 5 系统突增负荷时风电高出力下响应特性
Comparison curve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high output active power

Fig. 6

图 6 系统突增负荷时风电低出力下响应特性
Comparison curve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low output active power

性。图 7 给出风电场高出力(0.9 pu)时双馈风机采用
不同控制策略系统频率、机组出力的对比曲线。图
8 给出风电场低出力(0.2 pu)时双馈风机采用不同控
制策略系统频率、机组出力的对比曲线。
由图 7 与图 8 可知：系统甩负荷时，双馈风机
采用自适应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时，风电高出力
时，频率最大值 51.0 Hz，出力最大变化量 7.7 MW；
风电场低出力时，频率最大值 51.3 Hz，出力基本
不变；该控制方法在机组不同运行工况下实现了对

Fig. 7

图 7 系统突甩负荷时风电高出力下响应特性
Comparison curve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high output active power

Fig. 8

图 8 系统突甩负荷时风电低出力下响应特性
Comparison curve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low output ac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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