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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柔性直流配电系统运行方式多样且源荷功率波动具

有高频随机性。为解决传统下垂控制下电能质量较低、功

率分配不合理和电压动态调节不理想等问题，提出一种将

自适应控制、预测控制与下垂控制相结合的控制策略。首

先设计直流电压偏差补偿器实时追踪系统的稳定工作电压，

并对传统下垂系数设置动态影响因子，自适应调整下垂系

数，按各换流站功率裕度合理分配出力；然后在内环电流

控制中引入模型预测控制方法，避免因 PI参数整定不当弱

化控制效果，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在

PSCAD上搭建双端柔性直流配电系统仿真模型，对不同运

行工况进行仿真，验证了该策略的有效性。

关键词：柔性直流配电系统；控制策略；下垂控制；自适

应调整；预测控制

Abstract：The  flexible  D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could
operate in various ways and the source-load power fluctuations
have high-frequency  randomnes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
lems of low power quality, unreasonable power distribution and
unsatisfactory  voltage  dynamic  regulation  under  traditional
droop  control,  a  control  strategy  combining  adaptive  control,
predictive control and droop control was proposed. Firstly,  the
DC  voltage  deviation  compensator  was  designed  to  track  the
stable working  voltage  of  the  system in  real  time,  and  the  dy-
namic influence factor was set for the traditional droop coeffi-
cient.  The  droop  coefficient  was  adaptively  adjusted,  and  the
power was reasonably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power mar-
gin of each converter station. Then the predictive control meth-
od was introduced in the inner current control loop to avoid the
weakening control effect due to improper PI parameter tuning,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dynamic response capability of the sys-

tem. The simulation model of double-ended flexible D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was built on PSCAD, and th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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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柔性直流配电系统具有传输容量大、控制灵

活等优势，在减少换流环节的同时提升了能量转

换效率 [1-2]。作为新一代综合能源配电系统的关键

技术，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大量机构和学者对其系

统架构、应用场景、电压等级、关键设备、控制

策略以及保护体系等技术展开了理论研究和应用

示范 [3-7]。其中，合理的控制策略是提高电能质量，

保证系统可靠性的关键环节。

由于柔性直流配电系统惯性时间常数小、运

行方式多样、功率流向复杂，并且分布式电源出

力具有非线性、多目标性和间歇性。传统下垂控

制中下垂系数固定不变，未计及源荷变化的动态

裕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电能质量下降，甚至电

压越限及换流站过载等问题，易对敏感负荷和系

统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无法适应系统的控制要求。

文献 [8]为提升潮流控制精度，利用通信设备采

集主站直流电压偏差补偿到其余各换流器；文献

[9]将下垂控制和实时功率控制相结合，提出了新

型 源 -荷 电 压 控 制 策 略 (Novel  Load-Generation
Voltage Control,NLGVC)；文献 [10]结合虚拟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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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下垂控制，根据储能单元的惯性裕度自适

应调整换流器的下垂系数摆动范围，为系统提供

了惯性支持。但是需要综合电压动态支撑和电压

恢复速率，合理提升虚拟惯性。文献 [11]针对有

无通信分别采用基于潮流优化比例系数和随机功

率因子的改进下垂控制，实现了系统不同工况的

稳定平衡。另有基于虚拟阻抗法和带通滤波的前

馈补偿下垂控制法 [12]，改善了直流电网因低阻尼

导致的高频振荡失稳问题；对于高渗透率的分布

式电源出力波动造成的电压闪变现象，文献 [13]
通过虚拟电压差控制储能单元响应频率波动及电

压波动，充分利用储能单元的功率调节裕量，消

除了电压越限的同时减小了功率波动对主网电能

质量的影响，提升了系统鲁棒性与故障穿越能力。

本文对基于下垂特性的柔性直流配电系统展

开研究。在系统功率波动和运行方式改变时，为

实现直流电压无差调节，充分利用各换流站的功

率调节裕度，尽量避免换流器参数越限，提高电

压质量及系统稳定性，一方面通过设计直流电压

偏差补偿器，实时更新换流站电压参考值；另一

方面考虑各换流站实际出力情况定义动态影响因

子，对传统下垂系数进行自适应调整。进一步提

出 采 用 模 型 预 测 电 流 控 制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MPC)代替传统基于 PI调节的内环电流解

耦控制，无需进行复杂的参数整定，提升系统的

动态响应能力，为所提控制策略提供了保障。最

后基于 PSCAD/EMTDC搭建了含分布式电源的双

端柔性直流配电系统模型，对不同工况进行仿真，

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1    柔性直流配电系统结构及控制方式

1.1    系统结构

按源、荷连接及供电形式，柔性直流配电系

统的拓扑结构可分为辐射式、双端供电式及环网

式 [3]。本文所采用的双端柔性直流配电系统见图 1。
图 1中主要包括：

1）并网换流器 VSC1、VSC2：稳态运行时

连接至交流系统，采用电压下垂控制的方式共同

维持直流电压稳定。

2）分布式电源：永磁式直流驱动风力发电

机和光伏分别经逆变器 VSC3和单向直流变压器

UDCT并入直流配网。为提高分布式电源利用率，

采用最大光伏功率追踪 (Maximum  Photovoltaic
Power Tracking,MPPT)控制。

3）负荷单元：直流负载经双向直流变压器

BDCT、交流负载经逆变器 VSC4连接至直流母

线。VSC4通过定交流电压控制以实现交流负载

侧电压稳定。

1.2    电压下垂控制

本文采用基于 U-P 特性的直流电压下垂控制，

在系统稳态运行期间，利用 VSC1、VSC2有功功

率与直流电压的斜率关系，快速响应功率波动，

共同维持电压稳定和功率平衡。

控制规律如下所示：

Ui,dc = Udcref +Ki(Pi,ref −Pi) (1)

式中：Ui,dc 为换流站 i(i=1,2)直流侧电压；Udcref

为直流电压参考值；Pi 为 i 站实际发出或吸收有

功功率 (设 Pi>0发出有功，Pi<0吸收有功)；Pi,ref

为两换流站在 Udcref 下的有功功率；Ki 为 i 站下垂

系数，按各自额定容量、运行工况等预先设定。

设最大允许电压偏移为±5%Udcref，则 VSC1、
VSC2的下垂系数为

K1 =
0.05Udcref

P1,max−P1,ref

K2 =
0.05Udcref

P2,max−P2,ref

(2)

式中：β 为调节常数，保证直流电压在允许偏移

范围内具有更好的可调性，0≤β≤1，本文取 0.75；
Pi,max 为 i 站允许发出或吸收的最大功率。当|Pi|>|
Pi,max|时，换流站自动切换至定有功功率控制。

2    改进下垂控制策略

2.1    直流电压偏差补偿

下垂控制其本质是以电压静差为代价参与调

 

DC

AC

DC
ACDC

DC

DC

DC

直流负载 交流
负载

永磁直
驱风机

DC

AC

光伏

T2T1

T3 T4 T5 T6

BDCT
UDCT

l1

DC

AC

交流系统1

VSC3 VSC4

l2
l3

20 kV

① ②

VSC2③ ④ 交流系统2

l7l6l5l4

VSC1

T1～T6：端口编号①～④：直流母线编号 l1～l7：直流线路

图 1    双端柔性直流配电系统

Fig. 1    Double-ended flexible D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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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有功功率。当功率波动较大时，因下垂系数产

生的直流电压偏差 Udcref-Ui,dc 可能超过最大允许

电压偏移范围，对敏感负荷造成不利影响，严重

时将会导致系统失稳。

为实现电压无差调节，在保证两换流器各自

承担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将直流电压偏差经过积

分器调节后补偿至直流电压参考值，平移下垂曲

线，实时追踪直流电压参考值 [8]。经直流电压偏

差补偿后的下垂控制规律为Ui,dc = U∗i,dcref +Ki(Pi,ref −Pi)

U∗i,dcref = Udcref + ∫ Ki,I(Udcref −Ui,dc)dt
(3)

式中：Ui,dcref
*为补偿后直流电压参考值；Ki,I 为 i 站

补偿控制的积分时间常数。补偿原理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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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流电压偏差补偿原理
Fig. 2    DC voltage deviation compensation principle

 

 

图 2中，纵轴表示直流母线电压，横轴表示

换流站实际有功功率值。为简化分析，假定两换

流站初始情况下分别运行于 A、A′点，在直流电

压参考值处发出有功功率 P1,ref、P2,ref；V1、V2 分

别表示换流站 VSC1、VSC2以 K1、K2 为下垂系

数的控制曲线。当系统功率波动，直流电压下降

至 Udc1 时，两换流站的运行点沿各自下垂曲线分

别转移至 C、B点，对应的有功功率为 PC、PB。

此时系统直流电压偏差为 Udcref-Udc1，将该偏差积

分后补偿至 Udcref 得到新的电压参考值 Udcref
*，两

站下垂曲线由 V1、V2 平移至 V′1、V′2，运行点转

移至 C′、B′，直流电压调整至参考值，对应有功

功率仍为 PC、PB。

2.2    下垂系数自适应调整

2.1节讨论了实现下垂控制电压无差调节的

方法。但分布式电源和柔性负荷的高频随机性使

得柔性直流配电系统的功率波动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在调节过程中忽略各站功率的动态裕量，采

用预设下垂系数，则换流站可能因功率裕度不足

而影响系统功率分配，失去对潮流变化的快速响

应能力，降低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当系统出现功率波动时，提出为传统下垂系

数设置动态影响因子，自动修正 Ki，尽可能避免

换流站参数越限，合理分配不平衡功率。定义影

响因子 ai 为各换流站实时最大功率裕度与初始功

率裕度之比。

αi =


Pi,max−Pi

Pi,max−Pi,ref
Udcref −Ui,dc > δ

Pi,max+Pi

Pi,max−Pi,ref
Udcref −Ui,dc < −δ

(4)

式中 δ 是为防止下垂系数频繁波动引入的滞环环

宽，取值为 0.02。
考虑动态影响因子后，自适应调整的下垂系

数可表示为

K′i =


Ki

ai

∣∣∣Udcref −Ui,dc
∣∣∣ > δ

保持不变
∣∣∣Udcref −Ui,dc

∣∣∣ < δ (5)

当系统出现功率缺额，直流电压降落幅度大

于环宽时，换流站以 Pi,max-Pi 为最大功率裕度调

节下垂系数增发功率；当系统存在剩余功率，直

流电压上升幅度大于环宽，各站以 Pi,max+Pi 为最

大功率裕度调节下垂系数减发功率。从而实现不

平衡功率的合理分配，减小换流站切换为定有功

功率控制的几率。

基于直流电压偏差补偿和下垂系数自适应调

整的改进 U-P 下垂控制的控制规律为

Ui,dc = Udcref +K′i (Pi,ref −Pi)+
w

Ki,I(Udcref −Ui,dc)dt
(6)

以系统功率波动引起直流电压下降为例，给

出两站下垂系数自适应调整的原理，见图 3。其

中两换流站分别以 K1、K2 为下垂系数运行在曲

线 V′1、V′2 的 C′、B′点。当系统出现功率波动，

直流电压降落至 Udc2 时，Udcref-Udc2>δ，直流电压

偏差大于滞环环宽，两换流站实际最大功率裕度

分别为 P1,max-PC、P2,max-PB，考虑动态影响因子

后，各站下垂系数自动调整为式 (7)，并有 K′1>K1，

K′2>K2；两换流站下垂曲线由 V′1、V′2 变为 V′1、
V′2；运行点转移到曲线 V′1、V′2 与 Udc2 相交的 E、
D点，实际发出有功功率为 PE、PD。再结合直流

电压偏差补偿，更新电压参考值，下垂曲线平移

至 V′′′1、V′′′2，最终运行于 E′、D′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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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 =

K1

α1
α1 =

P1,max−PC

P1,max−P1,ref

K′2 =
K2

α2
α2 =

P2,max−PB

P2,max−P2,ref

(7)

本文所提控制策略既实现了直流电压的无差

调节，又能自动优化下垂系数，使各换流站下垂

曲线按动态功率裕度原则自适应偏移，合理分配

不平衡功率。其控制结构见附录图 A1。

3    模型预测电流控制

改进下垂控制策略实际上是通过修正系统功

率波动时换流站的外环输出，即内环电流参考值，

以抑制直流电压变化，这要求内环电流具有快速

的调节响应能力。在传统双闭环矢量控制中，内

环电流控制采用基于被控量偏差的 PI调节。该方

法对电流测量值进行 PI滞后调节，其动态响应速

度、实时跟踪能力受系统控制参数和内环带宽影

响较大。参数整定不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下垂

控制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将有限集模型预测

控制 (Finite Control Set MPC,FCS-MPC)引入柔性

直流配电系统。FCS-MPC包括预测模型、滚动优

化和反馈校正 3个环节 [14-15]。能够兼容系统的非

线性和多约束，避免电流的被动反馈调节，无需

PWM调制和复杂的参数整定，具有较强的动态

响应能力，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为改进下垂控

制策略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3.1    预测电流模型

本文选用状态方程作为内环电流预测模型。

电压源型换流器拓扑结构见附录图 A2。
图中，usx, isx(x=a,b,c)为交流电网三相电压、

电流；ucx(x=a,b,c)为换流器三相输出电压；Lg，

Rg 为交流侧滤波阻抗；Udc 为直流电压；PG，QG

为交流电网输入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在三相静止坐标系下的数学模型为

usa = Rgisa+Lg
disa

dt
+uca

usb = Rgisb+Lg
disb

dt
+ucb

usc = Rgisc+Lg
disc

dt
+ucc

(8)

uc =
2
3

(
S a+aS b+a2S c

)
Udc;a = e j 2

3 π (9)

式中 Sx(x=a,b,c)为第 x 相桥臂开关管状态。

S x(x = a, b, c) =
{

0 上管导通,下管关断;
1 下管导通,上管关断; (10)

式 (8)经 Park变换后，得到 dq 旋转坐标系下

的数学模型如下：
usd = Rgisd −ωsLgisq+Lg

disd

dt
+ucd

usq = Rgisq+ωsLgisd +Lg
disq

dt
+ucq

(11)

式中：usz、isz、ucz(z=d,q)分别为旋转坐标系下交

流侧电网电压、电流、换流器输出电压；ws 为交

流侧采样频率。

由于换流器开关状态组合 Sn(n=0,1,···,7)有限，

通过遍历能够改变控制变量 ucz 的 8种开关状态

组合，并结合当前电流分量 isz
(k) 和采样频率 ws

(k)，

即可预测下一时刻电流值 isz
(k+1)。

i(k+1)
sd = i(k)

sd +
Ts

Lg

[
usd −Rgi(k)

sd +ω
(k)
s Lgi(k)

sq −u(k)
cd

]
i(k+1)
sq = i(k)

sq +
Ts

Lg

[
usq−Rgi(k)

sq −ω(k)
s Lgi(k)

sd −u(k)
cq

] (12)

3.2    滚动优化

从快速准确跟踪电流参考值的角度考虑系统

控制性能，定义价值评估函数为

g = (isd,ref − i(k+1)
sd )2+ (isq,ref − i(k+1)

sq )2 (13)

式中 isz,ref(z=d,q)为旋转坐标系下交流侧电网电流

参考值。将电流预测值代入系统预定义的价值函

数 g 进行性能评估，选取函数最小值对应的开关

状态作为最优输出在下一时刻作用于换流器。

3.3    反馈校正

e = i(k)
sz − i(k−1)

sz

考虑到柔性直流配电系统中分布式电源出力、

柔性负荷需求和环境干扰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在

控制过程中，保持预测模型不变，通过反馈环节

对预测误差 加以补偿，构成系统闭环

优化，提升电流预测精度及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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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下垂系数自适应调整原理

Fig. 3    Droop coefficient adaptive adjustment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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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的算法流程见附录图

A3。图中 Sn 为换流器开关状态；m，v 为中间变

量，分别表示价值评估函数最小值以及 8种换流

器开关状态组合；g(v)为第 v 种开关状态下价值

评估函数值。

换流器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结构见附录图 A4。

4    仿真验证

为验证所提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基于 PSCAD/
EMTDC搭建了如图 1所示的 20 kV双端柔性直

流配电系统仿真模型。直流线路长度：l1=l3=10 km，

l2=l4=l5=l6=l7=5 km。系统主要参数如表 1所示 [8]。

仿真初始设置：等效直流负荷消耗功率 10 MW；

交流负荷消耗功率 3 MV；风机出力 4 MW；光伏

出力 2 MW。为结果表示方便，对直流电压进行

了标幺化处理。
 
 

表 1    柔性直流配电系统主要仿真参数

Table 1    Main simulation parameters of flexible D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参数名称 参考值

VSC1额定容量Pref1/MVA 15

VSC2额定容量Pref2/MVA 10

VSC3额定容量Pref3/MVA 10

风机额定容量Pf/MVA 20

光伏额定出力Ppv/MVA 2

直流母线额定电压Udc/kV 20

交流系统额定电压Us/kV 10

换流器直流侧电容C/μF 2 000

直流线路电阻r0/Ω/km 0.013 9

直流线路电感L0/mH/km 0.159

4.1    改进下垂控制策略验证

本文分别对传统下垂控制 (I)、带直流电压偏

差补偿下垂控制 (II)和直流电压偏差补偿+下垂系

数随影响因子自适应调整下垂控制 (III)在稳态和

暂态两种工况下进行仿真。

4.1.1    稳态工况

系统初始阶段稳态运行，设定 6 s时，风机

增发功率 16 MW；8 s时，光伏出力增大 6 MW；

10 s时，风机出力减小 20 MW；12 s时，直流负

载由 10  MW变为 17  MW。仿真结果如图 4—6
所示。

图 4给出了在传统下垂控制下系统直流电压

和两换流站功率变化波形。由 4(a)可知，当系统

出现功率波动时，直流电压将偏离参考值。6 s
和 8 s时，系统电压随分布式电源出力增加而上

升；10 s和 12 s时，电压随风机出力减小、直流

负载增大而下降。并且在 8~10 s段由于分布式电

源波动较大，系统直流电压已超过允许偏移范围，

对电压要求较高的敏感负荷以及系统稳定性造成

了不利影响。12 s时系统带直流重载运行，由于

换流站采用预定下垂系数，未考虑实际负载情况

和换流站承担功率的动态裕量，从图 4(b)可知此

时 VSC1出力 8.5 MW，VSC2出力 6.5 MW。若系

统功率再次波动，VSC2因容量较小，极易发生

功率越限，切换为定功率控制，失去对系统电压

的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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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控制方式 II下稳态仿真图

Fig. 5    Steady-state simulation diagram under contro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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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附加直流电压偏差补偿的下垂控制仿

真结果。由 5(a)可以看出，系统发生功率波动后，

电压经偏差补偿后，能够恢复到参考值，实现了

电压无差调节，提高了电能质量。如图 5(b)，
控制 II在预设下垂系数和电压补偿控制的积分时

间常数的双重影响下，仍难以实现功率分配和电

压波动之间的权衡。图 6为采用所提直流电压偏

差补偿和下垂系数自适应调节的下垂控制。6 s
时，系统出现功率剩余，直流电压偏差大于设定

阈值 0.02，两换流站应减小出力实现系统功率平

衡，分别以 Pi,max+Pi 为最大功率裕度修正 Ki，此

时 VSC1的功率裕度较大，承担较多的有功，而

VSC2承担有功较少。8 s时，由于检测到的直流

电压偏差在阈值范围内，两站下垂系数保持不变。

10 s和 12 s时，系统出现功率缺额，换流站增发

功率，并且电压偏差大于阈值，考虑影响因子后

两换流站分别以 Pi,max-Pi 为最大功率裕度修正 Ki，

其中 VSC1裕度较大承担较多功率，减少了

VSC2功率越限的几率。

4.1.2    暂态工况

为验证系本文所提控制策略在统在不同运行

方式下的有效性，设定 6 s时，直流线路 l2 断开；

8 s时，切除交流负载；10 s时， l2 恢复；12 s

时，VSC1退出运行。仿真结果如图 7—9所示。

6 s时发生 l2 断线，系统运行状态由双端供电

变为两端隔离运行。VSC1与风机承担直流负载，

VSC2与光伏承担交流负载，分别实现功率平衡。

8 s时切除交流负载，不平衡功率由 VSC2单独承

担，VSC2侧直流电压 U2 发生波动，光伏出力通

过 VSC2馈入主网，因此 VSC2吸收有功接近

4 MW。10 s时线路 l2 恢复，系统重新进入双端

运行模式，两换流站共同承担系统功率。12 s
时 VSC1退出运行，P1=0，系统运行方式为单端

运行，由 VSC2维持系统电压和功率平衡。

由图 7(a)、8(a)、9(a)可知，改进下垂控制在

所设暂态工况下能够实现直流电压无静差。图 9(b)、
(c)为控制 III下系统功率分配和两站下垂系数变

化情况。由于暂态工况中系统发生断线和换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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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teady-state simulation diagram under contro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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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只有在 0~6 s、10~12 s时两换流站按功率

裕度共同实现系统功率平衡。从上述仿真结果得

出，所提策略将自适应控制和下垂控制相结合，

使得系统在不同运行方式切换过程中能够实现电

压无差调节和功率按各站裕度合理分配，满足了

柔性直流配电系统运行方式多样化对电能质量和

系统灵活性的要求。

4.2    模型预测电流控制

对控制方式 III下的两换流站内环电流分别采

用传统 PI调节控制和模型预测控制，按 4.1节设

定的暂态工况为例进行仿真。设变量下标 p、m
分别表示采用 PI控制和模型预测控制的电压和电

流，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10、11所示。

相比较于 PI调节，模型预测控制通过在线滚

动优化预测下一时刻电流值，无需进行复杂的参

数整定。由图 10、11可知，在系统功率波动或

运行方式改变时，内环电流能够快速准确跟踪经

过外环改进下垂控制实时调整的电流参考值。两

换流站侧的直流电压能够快速恢复至参考值，并

且超调量和调节时间均小于传统 PI控制，提高了

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和鲁棒性，较好地解决了分

布式能源和柔性负荷随机波动对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带来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针对双端柔性直流配电系统提出的多源

协调控制策略，结合了自适应控制、预测控制与

下垂控制。减小了换流站参数越限概率，实现了

不平衡功率的优化配置和直流电压无静差调节，

提高了系统稳定性和电能质量。通过引入模型电

流预测控制策略，避免了电流内环控制复杂 PI参
数整定，进一步提升了系统动态响应速度，在柔

性直流配电系统中有较好适用性。后续将对系统

运行方式变化时快速平滑切换各可控端控制模式，

稳定系统直流电压并平衡功率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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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改进下垂控制策略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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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电压源型换流器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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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3    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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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4    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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