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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电压源型换流器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三阶分段

仿射系统模型。针对传统的模型预测控制需要滚动优化的

缺点，应用显式模型预测控制的方法，通过多参数二次规

划来对状态空间进行凸划分，将原本大量的在线控制计算

过程转移到离线阶段进行预计算。为降低其离线计算的复

杂度，引入分离函数和误判点的概念，通过严格分离饱和

分区的方法，减少需要预计算和划分的分区数量，也间接

加快了在线计算时状态量搜索对应分区的速度。通过仿真

分析验证了嵌入分离函数后，在负载突增和系统参数变化

等环境下显式模型预测控制的控制性能。

关键词：高压直流输电；显式模型预测控制；分离函数；

低复杂度；误判点

Abstract：The third-order  PWA affine model  of  VSC-HVDC
system is established. Aiming at the dis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MPC  which  needs  rolling  optimization,  an  EMPC  method  is
proposed. The state space is convexly partitioned by multi-para-
meter  quadratic  programm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on-line
control calculation processe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off-line stage
for pre-calcul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lexity of off-line
calculation,  the  concept  of  separation  function  and  offending
point  is  introduced.  By  strictly  separating  saturated  partitions,
the number  of  partitions  that  need  to  be  predicted  and   parti-
tioned  is  reduced,  and  the  speed  of  searching  corresponding
partitions  for  state  variables  in  on-line  calculation is  indirectly
accelerated.  The  control  performance  of  EMPC  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analysi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sudden  load   in-
crease and system parameter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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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能源互联的大背景下，要积极开发利

用清洁能源，也要在保证电力系统运行可靠性的

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线路的输送能力。将全控

型电力电子器件应用于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中的柔

性 直 流 输 电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based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transmission,  VSC-HVDC)系
统，是一种可以极大地提高线路输电效率的系统

形式 [1]。与常规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相比，VSC-
HVDC系统可以对有功和无功功率进行独立控

制；无需改变电压极性，只需调整直流电流的方

向即可实现潮流的快速翻转。其中由 IGBT构成

的换流器具有四象限运行的能力，即在外特性上

等价于一个发电机。因此，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在

孤岛供电，可再生能源并网以及远距离负荷送电

等领域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对 电 压 源 换 流 器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VSC) 的控制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因此，对于换

流站的控制策略和控制方法的研究成为了当前研

究的热点。文献 [3]提出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

传统控制策略，实现了有功和无功功率的解耦控

制，但是因为解耦的需要也加入了受电路参数影

响的前馈补偿。文献 [4]在电压外环上添加一个

到电流内环的预测控制输入，弥补了反馈信号的

滞后。但是传统双环控制结构复杂、PI参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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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整定困难和难以实现多目标优化控制等缺点并

未得到有效解决。文献 [5]中选用整流侧直接功

率控制和逆变侧直接交流电压控制的控制策略，

并用模型预测控制代替了电流内环控制，提高了

控制响应速度，同时还实现了多目标优化的目

的。但模型预测控制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
所使用的滚动时域优化方法依旧没有解决实时控

制较难的问题。文献 [6]构建了整流侧定直流电

压和无功功率以及逆变侧定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的控制策略，并在 MPC的基础上提出了显式模

型预测控制 (explicit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EMPC)
来弥补 MPC在动态性能上的不足，实现了 EMPC
与 VSC-HVDC系统的有效结合。EMPC通过将大

部分的在线计算过程都转移到离线部分进行计算

的方法有效缩短了在线计算时间，但离线部分的

计算量，在增加了离线计算时间的同时也对硬件

的存储容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k̃ (x)

为降低 EMPC运算的复杂度，文献 [7]采用

可达分区法减少了在线计算时判断状态量所属多

面体分区的时间，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但并没

解决离线计算复杂和硬件要求高的问题。文献 [8]
构建一个次优化功能函数 ，令其功能上近似

等效于原函数 k(x)的同时，在状态空间中尽可能

减少分区数量，从而降低离线计算的复杂度，但

无法避免在近似等效时所产生的误差。

本文基于 EMPC方法对 VSC-HVDC进行控

制，采用分离函数法，降低离线计算的复杂度，

并在 MATLAB/Simuink环境下进行仿真分析验证

EMPC在嵌入分离函数后的控制性能。

1    VSC-HVDC 分段仿射数学模型

假设交流网络足够强大，可以直接被建模为

交流电压源，并提供平衡的正弦电压和恒定的幅

值与频率，同时忽略桥臂电阻和电感，则根据图 1
所示可推导出整流侧与逆变侧的数学模型 [9]。

不计及换流器开关损耗，d-q轴坐标系下整

流侧交流系统的电压降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LL1

dIL1d

dt
+RL1IL1d −ω1LL1IL1q = UL1d −U1d

LL1
dIL1q

dt
+RL1IL1q+ω1LL1IL1d = UL1q−U1q

(1)

整流器吸收的有功功率 P1 和无功功率 Q1，

可表示为 
P1 =

3
2

(U1dIL1d +U1qIL1q)

Q1 =
3
2

(U1qIL1d −U1dIL1q)
(2)

当忽略换流器的的开关损耗时，可认为换流

器从交流系统吸收的有功功率 P1 与换流器输出

的有功功率 PC1 相等，即

P1 = PC1 = IC1UC1 (3)

式中：IC1 为直流线路电流。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可得到如下关系式：

ICC =
UC1−UC2

RC
(4)

C
dUC1

dt
= IC1− ICC (5)

将公式 (2)~(4)代入公式 (5)中可得：{
C1

dUC1

dt
=

3UL1dIL1d

2UC1
+

3UL1dIL1d

2UC1
− UC1−UC2

RC
(6)

因此，联立公式 (1)与公式 (6)，整理后可得

VSC-HVDC系统整流侧的三阶数学模型为

diL1d

dt
= −RL1IL1d

LL1
+ω1IL1q+

UL1d −U1d

LL1
diL1q

dt
= −ω1IL1d −

RL1IL1q

LL1
+

UL1q−U1q

LL1

dUC1

dt
=

3UL1qIL1q

2C1UC1
+

3U1dIL1d

2C1UC1
− UC1−UC2

C1R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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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SC-HVDC系统模型

Fig. 1    VSC-HVDC 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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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VSC-HVDC系统逆变侧的三阶数学

模型为

dIL2d

dt
= −RL2

LL2
IL2d +ω2IL2q+

U2d −UL2d

LL2
dIL2q

dt
= −RL2

LL2
IL2q−ω2IL2d +

U2q−UL2q

LL2

dUC2

dt
= −

3UL2qIL2q

2C2UC2
− 3UL2dIL2d

2C2UC2
+

UC1−UC2

C2RC

(8)

根据式 (7)和式 (8)中的数学模型，本文选定

两端交流系统的母线电流的 d-q轴分量和 VSC1

侧的直流电压做为状态变量 x，即整流侧 x1 =
[IL1d, IL1q, UC1]T，逆变侧 x2 = [IL2d, IL2q, UC2]T。令

直流线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和整流器侧的有功功率

以及逆变侧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作为输出变量

y，即整流侧 y1 = [UC1, P1, Q1]T，逆变侧 y2 = [UC2,
P2, Q2]T。最后使两端交流系统对换流器的输入电

压的 d-q轴分量作为输入变量 u，即整流侧 u1 =
[U1d, U1q]T，逆变侧 u2 = [U2d, U2q]T。

分段仿射 (piece-wise affine, PWA)系统是一种

能够将增广的状态空间划分为多面体分区，并能

对每个分区的状态更新方程进行联结的建模构

架。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解决非线性模型难以计算

和控制的问题。

对于连续时间的 VSC-HVDC系统来说，其直

流电压与直流电流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关系，本文

将原有的非线性模型划分为 4段，线性化后的

PWA系统模型为

ẋ(t) =


A4x(t)+B4u(t)+ f4 70 ⩽ x3(t) <max
A3x(t)+B3u(t)+ f3 67.3 ⩽ x3(t) < 70
A2x(t)+B2u(t)+ f2 65.4 ⩽ x3(t) < 67.3
A1x(t)+B1u(t)+ f1 63.6 ⩽ x3(t) < 65.4

y =Cr x (t)+Dr (t)+dr (9)

式中：

Ar =
∂ f
∂x
|(x,u) Br =

∂ f
∂u
|(x,u)

Cr =
∂g
∂x
|(x,u) Dr =

∂g
∂u
|(x,u)

fr =
∂ f
∂x
|(x,u) (−x)+

∂ f
∂u
|(x,u) (−u)+ x

dr =
∂g
∂x
|(x,u) (−x)+

∂g
∂u
|(x,u) (−u)+ y

式中：x3 代表着状态变量 x中的第 3个决策变量

UC1，也就是直流电压；r=1,2,3,4分别对应着 4段

仿射模型。

将式 (9)离散化处理后的 PWA系统如下所示：

x (k+1) = fPWA (x (k) ,u (k)) =
Ar x (k)+Bru (k)+ fr

y (k) =Cr x (k)+Dru (k)+gr

[x(k)T u(k)T]T ∈ P (10)

式中：P代表包含整个状态空间的多面体集；r =
{1, 2,···,ρ}，其中 ρ代表 PWA模型中动态系统的

分段数量。

2    EMPC 控制器的设计

为了弥补传统 MPC在动态性能上的不足，

扩展应用领域，优化控制性能，本文选用 EMPC
控制器来解决上述问题。本章从离线和在线两部

分对该控制器计算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1    离线计算

2.1.1    价值函数建立

定义 MPC有限时间优化控制问题的价值函

数如下 [10]：

JN(x(0)) = min
u0,··· ,uN−1

N−1∑
k=0

(∥Pxk∥1+

∥Quk∥1
)
+
∥∥∥Q f xN

∥∥∥
1 (11)

∥·∥1

式中：xk，uk 分别代表系统在有限预测时域 N下

的状态变量和输入变量；P, Q则为本文设定的权

重矩阵，分别对应于上述的状态和输入两种变

量；而 Qf 是对终端域 Tset 的约束矩阵； 代表

着矢量的 1范数。由于系统是线性的，因而

x (k) = Aix (0)+
i−1∑
j=0

A jBu (k− j−1) (12)

将式 (12)代入式 (11)中得到 mp-QP问题的标

准形式：

V (x (k)) =
1
2

xT (k)Y x (k)+min
u

[
1
2

uTHu+ xT (k) Fu
]

s.t. Gu ⩽W +S x (13)

式中：H是 Hessian矩阵，且 H>0；G、W和 S均

为参数约束矩阵。求解 mp-QP问题可得到相应的

最优解 u。由于 H>0，则该解是唯一的，同时也

能够唯一地确定一个有效约束集 A0:G0u0≤W0+S0x0。
2.1.2    临界域的划分

令 CRA 为 x的一个邻域，并且邻域内的所有

x与其对应的最优解均满足该有效约束，则称

CRA 为临界分区。利用一阶karush-kuhn-tucker(KKT)[11]

来求解上述 mp-QP问题得到最优变量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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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H−1GTλ (14)

以及互补的松弛条件：

λ(−GH−1GTλ−W−Sx) = 0 (15)

(
−GAH−1GT

A

)
λA−WA−SAx = 0

当 u=u时，能得到有效约束集 A并建立矩阵

GA、WA、SA。记 λA 为有效约束对应的拉格朗日

乘子， λ的值满足 。

因此，

λA = −
(
GAH−1GT

A

)−1
(WA+SAx) (16)

(
GA0 H−1GT

A0

)−1
由于矩阵 GA 的各行都是线性独立的，因此

存在。λ为 x的一个仿射函数，将

式 (16)代入到式 (14)中得：

u = H−1GT
A

(
GAH−1GT

A

)−1
(WA+SAx) (17)

A ⊆ J

令 J={1,···,m}为约束下标索引的集合。对任意

，令 GA 和 SA 分别为约束矩阵 G和 S的子矩

阵，Gj、Sj、Wj 分别表示矩阵 G、S和 W的第

j行。同时通过式 (16)~(17)可得到 λA(x)和 u(x)并
定义如下的最优划分：

A (x) =
{
j ∈ J|G ju (x)−S jx =W j

}
(18)

式中：A(x)是最优有效集，也可以称为有效约束

集。对给定的 x∈F，定义临界分区为

CRA = {x ∈ F : A (x) = A} (19)

临界域 CRA 中的任意一个临界分区 CR0 代表

着使有效约束 Ai 保持不变的 x的最大集合，也就

是说在临界分区 CRi 中始终保持公式 (19)成立。

2.1.3    显式控制律建立

当状态空间中的临界分区分割完毕，需要再

对各个分区所对应的显式控制律进行求解。计算

出显式 PWA反馈控制律 [12] 为

u =


K1x+L1 if x ∈CR1

...
Kix+Li if x ∈CRi

(20)

式中：Ki 和 Li 分别表示开环最优控制序列中局部

仿射函数的参数。

2.2    在线计算

在线计算部分本质上就是一个点定位问题，

首先需要将参数变量 x中的值逐个代入 CRi 中，

如果 A(x) = A不成立则证明变量值不属于该分区

的范围之内，需再对剩余分区进行逐个判断。反

之若等式成立，接下来需调用式 (20)中对应该分

区的最优反馈控制律来完成控制运算。这样的计

算方法与传统的滚动时域更新计算相比，无需再

实时地计算最优反馈控制律，也避免了每取一个

x都需要重新更新控制律的繁琐过程，大大拓展

了 EMPC的应用领域。

3    EMPC 低复杂度算法

3.1    分离函数法

令 lmax 和 lmin 分别代表着 u(x)中，在最大值

边界和最小值边界处饱和的临界区域的索引集，

饱和集 lsat=lmax∪lmin。由饱和集 lsat 构成的多面体

分区 Rsat 则被称为饱和分区。对包含饱和分区最

优控制律的 u(x)，令

ū =max{u(x)|x ∈ F}
u =min{u(x)|x ∈ F} (21)

Li = ū

Li = u

U = {Ri}i∈lunsat

R̄ = {Ri}i∈lmax R̄ = {Ri}i∈lmin

如果 Ki=0， ，则临界区域 Ri 在最大值

边界处饱和。如果 Ki=0， ，则临界区域

Ri 在最小值边界处饱和。除上述两者外剩下的区

域 则 被 称 为 非 饱 和 区 域 。 令 ，

和 ，则可将公式 (21)中对

应每个临界分区的 u(x)都重新书写为如下形式：

u(x) =


Kix+Li if x ∈ U, i ∈ lunsat
ū if x ∈ R̄
u if x ∈ R

(22)

为了简化式 (22)的计算复杂度，建立了一个

分离函数 ξ，通过将不饱和分区分离的方式来降

低运算过程的计算量。

基于 Pólya[13] 的基础理论通过预先设定的最

小 Pólya角度 δ和系数矩阵 αi 来求解多项式形式

的分离函数 ξ(x)，定义分离函数为

ξ (x) :=
i1+···+in⩽δ∑
i1=···=in=0

αi1,··· ,in xi1 · · · xin (23)

令变量 x满足

ξ (x) > 0,∀x ∈ R̄
ξ (x) < 0,∀x ∈ R (24)

定义与式 (23)等价的替换函数为

ũ(x) =


Kix+Li if x ∈ U, i ∈ lunsat
ū if x < U, ξ(x) > 0
u if x < U, ξ(x) < 0

(25)

式 (24)~(25)通过每个 x所对应的分离函数

ξ(x)的符号，即可判断其所对应分区是否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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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误判点的确定

根据式 (23)和 (25)所示便可严格分离不饱和

分区，此方法是基于 Pólya理论的基本结果来求

解的。

x̃1 x̃2

当 δ<1时，对于给定的 Pólya角度 δ不存在

公式 (23)所示的分离函数 ξ(x)，此时该饱和分区

无法分离。而当 δ≥1时，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理想情况下，仅考虑分离顶点集 Vlmin 和
Vlmax 也可从式 (23)中得到如图 2(a)所示能完全分

离 Rlmax 和 Rlmin 的 ξ(x)。然而在更普遍的情况下，

严格分离顶点不足以使 ξ(x)将所有点与相关集合

分开，因为可能存在如图 2(b)中 和 这样的误

判点。

x̃i,k

所以此时需要对多项式 ξ(x)进行重新判断。

考虑分区 Ri 的第 k个面，并定义该多项式的解

为

x̃i,k =
{
x|ξ (x)−Ki,k x+ Li,k = 0, x ∈ Ri

}
(26)

x̃i,k = ϕ ∀i ∈ lmax∪ lmin

x̃i,k , ϕ

x̃i,k

其中 Ki,k 和 Li,k 分别为矩阵 Ki 和 Li 的第 k行，如

果 ， 。则满足式 (26)的多项式

ξ(x)依旧能如图 2(a)所示严格分离 Rlmax 和 Rlmin。
但当 时，则会存在图 2(b)中所反应的情

况，即有一些点 会横穿第 i个分区的第 k个
面。此时 ξ(x)不能严格分离 Rlmax 和 Rlmin。

x̃i,k

x̃i,k , ϕ

Vlmax = Vlmax ∪ x̃i,k x̃i,k , ϕ

Vlmin = Vlmin ∪ x̃i,k

当存在误判点 时，可以将此点加入到顶点

集 中 。 即 对 于 一 些 i∈lmax， 如 果 ， 则

。同理 i∈lmin 时，如果 则

。如图 2(c)所示，用更新后的顶

点列表来重新求解式 (23)的线性规划，可以得到

一个新的分离函数用于严格分离 Rlmax 和 Rlmin。如

果发现更多误判点，则将它们都添加到顶点列表

中，并重复该过程。EMPC在线和离线的控制过

程如图 3所示。

4    系统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在MATLAB
中搭建如图 1所示的数学仿真模型，选用整流侧

定直流电压与定无功功率控制，逆变侧定有功功

率与定无功功率控制的控制策略。主要的仿真参

数为：wL1=wL2=3.14 Ω，R1=R2=0.1 Ω，Rdc=0.3 Ω，

L1=L2=10 mH，C1=C2=450 μF。令相应的加权矩阵

为 P=diag(1,1,10)，R=diag(1,1)。
根据给出的系统参数，应用 EMPC对文中

VSC-HVDC模型进行控制，得到图 4所示的状态

分区图。图中共有 30个不同的子控制律，分布

在 59个状态分区上，其中相同颜色的分区代表

它们共用了同一个子控制律。

分离函数法对离线复杂度的降低效率，主要

通过不饱和区占临界分区总数的比例来体现。应

用分离函数法从图 4中移除这些饱和分区后，剩

余的非饱和分区如图 5所示，分区数量由 59分区

减少到 42分区仅为原有分区的 71.2%，离线计算

部分的复杂度明显降低。

4.1    VSC1 侧控制器性能测试

整流侧采用直流电压控制，直流侧电压响应

曲线如图 6(a)所示，并且由于分离了饱和分区，

降低了离线计算的复杂度，所以在线的查表搜索

速度也相应加快了。图 6(b)为无功功率的响应曲

线，图 6(c)为整流侧三相交流电压曲线图，趋势

均完全符合本节所提的整流侧控制策略。

为了验证系统元件参数变化时控制器的控制

性能，在直流电容参数增大和减小 50%与整流侧

电感误差增大和减小 50%等 4种情况下进行仿真

研究，结果如图 7所示。图 7(a)中可见在电容增

大 50%时经过约 0.05 s的调整，曲线波形质量较

 

 

Rl max

Rl min Rl min Rl min

Rl max Rl max

ξ(x) ξ(x) ξ(x)

x1

x2

~

~

(a) (b) (c)

图 2    分离函数与误判点示意图

Fig. 2    Separation Function and Offending Poin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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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额定曲线接近。电容减小 50%时的曲线也

在几乎同一时刻达到了新的稳态值。而图 7(b)中
的电感波形在电感突增后经 0.15 s的暂态过程，

3条曲线也均展现了良好的稳态性能。

4.2    VSC2 侧控制器性能测试

逆变侧采用定有功功率与定无功功率的控制

策略，为了测试控制器的动态性能，进行负载突

增实验。令有功功率负载为 65 MW，0.3 s时再投

入 25 MW的线性阻感负载。因为负载的突增所

 

查表

提取换流站
两侧状态量

各分区反馈控制律

在线计算部分

电力通信

状态分区及对应控制律
(离线计算部分完成)

离线计算部分

   

分区

最优反馈控制律

划分临界分区

针对误判点进行
二次判定

调用

VSC-HVDC系统

（PWA形式）

建立分离饱和

图 3    EMPC算法流程图

Fig. 3    Flow chart of EMP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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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MPC status parti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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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tate Partition Diagram Embedded
with Separ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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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 8(a)所示的三相交流电流产生了阶跃性的变

化，但迅速达到了新的平衡状态。从图 8(b)所示

的三相交流电压曲线图可看出，这种负载的突增

并没有对三相交流电压产生明显影响，EMPC的

控制效果依然良好。图 8(c)中的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在 0.3 s时经过 0.04 s的功率突增后很快便达

到了稳态。图 8(d)的直流电压在经过了 0.02 s的
调整以后也达到了期望值。

4.3    EMPC 复杂度分析

分离函数与 Pólya角度对控制器在离线计算

的复杂度影响如表 1所示。

从表 1所示的 4组数据可知，当 δ<1时如

3.2节所述，找不到合适的 ξ(x)来分离不饱和分

区，所以仿真时间并无变化，依旧是等于不加入

分离函数之前的 1.3  s。而在 δ的值为 1， 3，
5时，分区数减少到 42个，可见分离函数已将饱

和分区全部分离。但随着 δ值的增大，离线计算

时间也越来越长，由此判定，在此计算过程中出

现了误判点，是对误判点的甄别和计算增加了仿

真时间。比对表中几组数据后可发现，δ值越

小，仿真计算时间越短。这也间接表明，δ值越

小，此时各分区的 ξ(x)越容易完全分离所对应的

饱和分区，直到 δ=1时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5    结论

1）  EMPC在线运算过程简单的优势，能保

证其对 VSC-HVDC系统的实时控制性能。

2） 应用分离函数，只需判断各状态变量所

对应的分离函数的符号，便可相应判断出状态变

量所属分区是否为饱和分区，即简化了离线计算

过程。同时由于分区数量的减少，也相应提升了

在线查表的速度。

3） 与传统点定位方法相比，降低离线计算

的分区数量，更能从根本上整体提升控制器的控

制性能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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