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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规模风电接入交直流互联电网，对自动发电控制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的控制性能及调频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风电参与电力系统调频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功率调制控制器 (supplementary power modulation
controller，SPMC)的区域间功率补偿策略。首先，考虑到

高压直流输电（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环节过

载率变化的弹性特征，提出一种同时考虑功率与频率变化

的自适应动态 SPMC策略，使其在参与系统调频时，能有

效提升 HVDC中功率调整的快速性；其次，在 HVDC链路

主动参与系统调频的基础上，考虑风电的不确定性，利用综

合惯性控制改变风电输出功率，以进一步提升系统调频性

能指标。仿真结果表明，所提策略的动态功率调制特性可以

有效提升区域间功率传输的针对性，并提高电网调频效果。

关键词：交直流互联电网；功率调制控制器；高压直流输

电；风电

Abstract：Connecting large-scale wind power into AC/DC in-
terconnected gri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con-
trol  performance and frequency regulation ability of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bbr.  AGC).  On  the  basis  of  wind  power
participating power system frequency regulation, a supplement-
ary  power  modulation  controller  (abbr.  SPMC)  based  inter-re-
gional power compensa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Firstly, con-
sidering the  elastic  characteristics  of  overload rate  variation in
HVDC link, an adaptive dynamic SPMC strategy, in which the
variation of  power  and  frequency  was  considered   simultan-
eously, was  put  forward.  This  strategy  could  effectively   pro-
mote  the  rapidity  of  power  regulation  in  HVDC  when  SMPC
participated  in  the  system  frequency  regul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HVDC link  in  the  system
frequency  regulation,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wind

power,  the  integrated  inertia  control  was  utilized  to  change
wind power output to further improve system frequency regula-
tion performance  index.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
namic  power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t  forward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ertinence of inter-region-
al power transmiss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power grid fre-
quency regulation.

Keywords：AC/DC  interconnected  power  grid； supplement-
ary power modulation controller；HVDC transmission；wi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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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使得电

网惯性及相对备用容量降低，给电网系统的安全

稳定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1-2]。同时，由于我国电

能资源分布不均，使区域间输电效能的提高变得

重要。基于电压源换流器（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VSC）的柔性直流输电具有无需电网换向电压、

有功无功功率灵活可控以及过载率调整范围大等

优点，被广泛运用于区域间电能传输 [3-7]。这些特

性也使得 VSC-高压直流输电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具有平衡区域间负荷、调整系统

频率的能力。因此，充分挖掘 HVDC环节自身功

率的调节能力，对于提升交直流互联自动发电控

制（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系统的频

率控制性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于 HVDC主动参与系统调频，文献 [8]通
过在 HVDC中添加功率调制控制器 (supplementary
power modulation controller，SPMC)环节，调整直

流联络线中的功率传输值，辅助抑制多区域互联

电力系统中的频率振荡；文献 [9]考虑到 H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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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与系统调频所需功率的变化，使用增量法

估计区域所需有功缺额，通过直流链路对区域间

负荷平衡提供支持，同时辅以自适应低频减载算

法，以更有效地维持系统频率稳定；文献 [10]通
过引入虚拟旋转惯量，模拟电力系统惯性响应以

及同步发电机的有功-频率下垂特性，使得换流器

具有可控的输出功率调节能力，并将其应用于

HVDC系统的一次调频。随着风电渗透率的提高，

在为传统负荷频率控制带来困难的同时，也为传

统 SPMC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新的途径 [11-12]。
当考虑风电介入AGC系统调频时[13]。文献 [14]

通过在风机动能提取的惯性控制过程中引入系统
频率的二阶微分，提高了惯性响应的快速性。并
通过风机边界运行分析，调整桨距角优化触发机
制，有效地减少其调整的频次和幅度；文献 [15]
针对风电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区域调度独立性要求，
将鲁棒优化与动态规划理论相结合，形成一种新
的分散鲁棒优化方法，给多区域电力系统分散鲁
棒调度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文献 [16]在含
风电的交直流互联电网中，使用基于两级分层模
型预测的 AGC策略，在上层、下层分别使用动
态协调控制与分散式模型预测控制，具有较好的
频率控制效果。上述分析表明，风电输出的主动
调整能够有效地支持系统负荷频率控制的实施。
而考虑风电与 SPMC共同参与多区域交直流互联
电网调频时，风电表现出的更高的不确定性又会
导致系统模型的动态变化，因此如何使 SPMC环
节自适应地跟随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以有效提
升 AGC系统控制性能，还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含风电的交直流互联

电网自适应 SPMC调频策略，旨在有效提高区域

间功率传输能效，提升区域间功率传输的针对性；

同时，考虑风电机组参与 AGC调频，探究自适

应 SPMC在含风电的交直流互联系统中的适用性。 

1    基于HVDC 的传统SPMC 控制模型

传统 SPMC环节是一种通过区域间频率变化

以及区域间交流功率的变化对直流链路功率值进

行调制的控制器，可在负载变化期间辅助改善电

力系统的性能。

由于目前广泛采用的一阶惯性环节无法精确

反映直流链路运行特性，因此参考文献 [17]以精

确模型来进行直流链路的等效。图 1给出了含

SPMC的两区域交直流互联 AGC模型 [18-19]。 

区域 i

区域 j

SPMC

∆fi

∆fj
−∆Pij

∆fi

∆fj

HVDC

∆Ptie, AC

1

1

sTPLL+

1

1

sTPLL+

Tji, DCTij, DC

Tij, DCTji, DC

+

∆Pij
Kfi

Kfj

Kac
s

2π
s

Tij⋅π2

图 1    含 SPMC 的两区域交直流混联 AGC 系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region AC/DC hybrid
AGC system with SPMC

 

 

图中：Δfi，Δfj 分别是区域 i，j 频率；ΔPij 是

两区域间净功率变化（ΔPij=−ΔPji）；Kfi，Kfj 和

Kac 是控制增益系数。区域间 DC链路的传递函数

如式 (1)所示。

∆PDC = Teqv
2π
s
∆xDC (1)

式中：Teqv=Tij,DCTji,DC/(Tij,DC+Tji,DC)，表示直流链

路等效时间常数；ΔPDC 是交直流系统中的 DC功

率；ΔxDC 是直流母线的控制信号，即所需的直流

功率参考值。

区域间 AC的传递函数如式 (2)所示。

∆Ptie,AC = 2π
Ti j

s
(∆ fi−∆ f j) (2)

式中：ΔPtie,AC 为交直流系统中的 AC功率；Tij 为

交流联络线同步系数。

SPMC环节的频率输入端使用了锁相环，其

传递函数如式 (3)所示。

∆ fPLL =
1

1+ sTPLL
∆ f (3)

式中：TPLL 为锁相环时间常数。

SPMC控制信号调制方式如式 (4)所示。

∆xDC = K f i∆ fi+KAC∆Ptie,AC+K f j∆ f j (4)

考虑到 SPMC中的 HVDC参考信号 ΔxDC 由

互联区域的频率偏差和 AC链路功率偏差产生，

而其控制增益系数通常是一个由经验获取的定值，

导致其控制信号 ΔxDC 对两区域间相互流动的功

率 ΔPDC 的调节能力有局限性。当系统频率越过

最低点，开始回稳的过程中，SPMC的控制信号

ΔxDC 持续存在，致使区域 2的功率输送不断进行，

冗余的功率流动会使区域 1的功率补偿频过量，

从而使频率出现较高的超调量。

同时，由于输出的功率增多，区域 2的负担

也会随之增加，造成不必要的频率跌落。即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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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SPMC策略控制增益系数固定的情况下，功率

补给量 ΔPDC 无法快速适应功率补偿的实际需要。

为解决该问题，需要提升区域间功率流动的动态

性能，使功率的补给量与需求量精准匹配。 

2    控制增益动态变化的自适应 SPMC
方法设计

考虑到由频率触发的传统 SPMC环节具有延

时性，无法满足功率的快速补偿，在 SPMC环节

执行过程中，首先引入负荷扰动进行 SPMC环节

的触发，直至频率变化越过最大值。此环节的设

计目的，是希望当区域电网受到负荷扰动的冲击

时，在造成的频率跌落传导至调频系统前，即开始

执行调频操作时，此阶段中使用负荷变化信号来

控制直流链路中的传输功率变化量，如式 (5)所示。

∆PDC = Teqv
2π
s

Kd∆Pd (5)

式中：Kd 为恒信号传输的功率比例因子；ΔPd 为

负荷功率扰动。
系统调频初期，快而强的 SPMC调频信号可

以充分挖掘 HVDC功率传输能力，为有功缺额区
域提供及时的功率补充。而当区域电网频率变化
越过最大值后，需进行电网频率的准确调整，此
时自适应 SPMC基于逻辑回归函数曲线（sigmoid
function curve，SFC）设定，对其参数进行自适应
调整，控制直流链路功率逐渐减小并退出有功传
输。通过 SFC调节函数将频率控制增益系数 ΔKfi

与电网频率变化率进行耦合，将 AC控制增益系
数 ΔKAC 与两区域频率偏差的变化率进行耦合，
使其具有随着区域电网频率渐进稳定而逐步减小
控制增益系数的能力。据此，有 SPMC总体控制
框图如图 2所示。

图中：ΔxAC，Δxi 和 Δxj 为自适应 SPMC各区

域环节产生的控制信号；S 为不同阶段中判断机

制产生的取值。自适应 SPMC控制策略的控制信

号表达式为

∆K f i =
1
βi

1

1 + exp
−kmap

[(
d f
dt

)
−kpan

]∆ fi (6)

∆KAC =
1
βAC

1

1 + exp
−kmap

 d( fi− f j)
dt −kpan

∆ fAC (7)

式中：β 为自适应 SPMC的基础控制增益系数；

kmap 和 kpan 为 SFC的映射因子和平移因子。β 值

与区域电网容量相关，为保证严谨性，各区域 β
的取值需保证 SFC函数整体不大于传统 SPMC控

制增益系数；kmap 和 kpan 则会影响 SFC函数的平

滑程度与函数中心点位置，影响 SPMC调频效果，

通过 SFC函数期望状态的表现，其取值控制在

1700与 0.0025左右，可以达到频率变化降低时控

制增益系数快速平滑减小的效果。其辅助增益系

数调节特性如图 3所示。
 
 

随频率渐进稳定
减小增益系数

辅
助

控
制

增
益

系
数
K

频率变化率绝对值/ (Hz/s)

图 3    增益系数变化特性图

Fig. 3    Gain coefficient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 diagram
 

 

当负荷突增，频率产生较大波动时，直流链路

充分挖掘直流链路功率传输能力，缓解区域电网

有功缺额；当频率回稳后，切入 SFC有功控制模

式，控制增益系数则会平滑降低，削弱其控制信号。

例如，在两区域AC/DC互联电网中，当区域 1
受到扰动时，自适应 SPMC受负荷扰动的驱动，

产生控制信号，控制区域 2通过直流链路对区域 1
进行功率快速补充，抑制频率跌落；当区域 1频

率越过极值点后，自适应 SPMC根据 SFC函数设

定，随着区域间频率趋于稳定，动态减小增益系

数，降低区域间的功率传输量，直至系统恢复稳定。

动态响应负荷与频率变化率的自适应 SPMC
改良了传统 SPMC对于区域间功率流的控制，一

方面，所提策略充分利用直流联络线功率传输过

载率的弹性，将 2区域间的功率流与有功缺额进

 

∆fi

低通滤波器df/dt
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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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适应 SPMC 控制策略

Fig. 2    Control strategy of adaptive S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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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精准匹配，提升功率转移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实际功率传输值动态调整，

直接降低了有功输出区域的频率振荡，电网整体

的稳定性得以提高。 

3    含风电交直流电网中自适应 SPMC
的设计

当考虑风电机组参与 AGC系统调频时，风

电渗透率提高，AGC系统整体复杂度提升，此时

的电网系统会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当风电机

组以虚拟惯性参与系统调频时，其控制框图如

图 4所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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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馈风机惯性控制模型
Fig. 4    Inertial control model of doubly-fed wind turbine 

 

图中，风机调频功率信号为 ΔPf。同时，基

于风速，风机控制器提供一个功率调节信号 ΔPω，

使发电机的转速控制在最佳转速，以产生最大功

率。调频功率控制信号 ΔPf 和功率参考点 ΔPω 可

以表示为

∆Pω = Kwp
(
ω∗−ω)+Kwi

w (
ω∗−ω)dt (8)

∆P f =
∆X2

R
(9)

式中：Kwp 和 Kwi 为比例积分 (proportional integral，
PI)控制器参数；ΔX1 为双馈感应发电机组（double
fed induction generator，DFIG）经传感器后的频率

增量变化；ΔX2 为 DFIG经滤波器后的频率增量

变化；R 为下降速率系数。图 4中：Tr 为频率传

感器时间常数；Tw 为 DFIGwashout滤波器的时间

常数；He 为风机等价惯性时间常数；Ta 为风机时

间常数。

当两区域交直流互联电网采用自适应 SPMC
策略，并考虑风电机组参与 AGC系统调频时，

系统结构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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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风电参与的自适应 SPMC 交直流混联
AGC 系统框图

Fig. 5    Block diagram of wind power-participated AC/DC
hybrid AGC system including adaptive SPMC 

 

当 ΔPd 作为功率扰动进入电力系统时，自适

应 SPMC立即开启控制环节。两区域 AGC系统

的频率偏差 Δf 作为输入信号进入风电机组的惯性

控制环节和火电机组频率控制环节；Δf1 和 Δf2 注
入交流联络线形成两区域间交流联络线功率偏差；

频率变化越过极值点后，Δf1 和 Δf2 以及 ΔPtie,AC

则作为自适应 SPMC的输入信号，共同控制 VSC-
HVDC中的功率流动。 

4    仿真分析

在 Matlab/Simulink环境下对所提方法进行仿

真验证。搭建含风机虚拟惯性控制以及自适应

SPMC的两区域再热互联电力系统的 AGC模型。

在给定的随机扰动下对其进行验证仿真，仿真时

间 T=100 s。区域 1装机容量为 2000 MW，区域

2装机容量为 1500 MW。模型其他参数详见表 1。
1)自适应 SPMC动态调频效果探究。

为验证自适应 SPMC的可行性，将风电机组

暂时退出 AGC调频。在 10 s时刻对两区域交直

流混联系统中的区域 1施加 0.1 pu负荷扰动，如

图 6。两区域 AGC系统仿真结果如图 7—9所示。
从图 7、图 8中可以看出，调频初期负荷变

化的输入使得自适应 SPMC信号更快地达到极值，
导致自适应 SPMC系统中 HVDC更早地开始区域
间功率的传输，进入调频状态。快速的功率补偿
可以将区域 1频率最低点向上拔升。而区域 1频
率越过最低点后，由于自适应 SPMC将功率流与
频率变化率耦合，其功率输出会随着频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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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降低。
同时，从图 9（a）中可以明显看出，由于自

适应 SPMC系统及时地退出区域间功率传输，区

域 1频率回稳后的超调量大大降低。最后，从
图 9（b）中可以发现，由于区域 2减小向外的功
率输送，其本身的频率波动也得到了一定的抑制，
整体两区域 AGC系统的稳定性得到明显改善。
其具体仿真数值如表 2所示。

为探究随机扰动下自适应 SPMC的适用性，
在区域 1中施加如图 10的随机扰动，仿真时间
100 s，其仿真结果如图 11—13所示。

从图 11、图 12和图 13中可以看出，自适应
SPMC相较于传统的 SPMC可以更好地抑制随机
扰动对整个两区域 AGC系统造成的频率波动，
其频率调整值与阶跃扰动类似。由此可以得出，
自适应 SPMC在 AGC系统受到随机扰动的情况

 

表 1    两区域 AGC 系统参数取值
Table 1    Take value for parameters of two-regional

AGC system
 

参数 区域1数值 区域2数值

频率转换系数Kpi/(rad/pu) 0.36 0.37
区域时间常数Tpi/s 3.81 4.36

直流链路时间常数TDC/s 0.2598 0.5196
调速器时间常数Tgi/s 0.1 0.08
发电机再热系数Kri/s 0.25 0.375

发电机再热时间常数Tri/s 10 8
气容时间常数Tti/s 0.2 0.3

SPMC控制增益系数βi/ pu 3.8 −3.6
SPMC交流控制增益系数βAC / pu 0.9

交流链路时间常数T12/s 0.087
锁相环时间常数TPLL/s 0.02
功率比例因子Kd/ pu 0.09

 

表 2    系统仿真结果
Table 2    System simulation results

 

控制方式
区域1 区域2

Δf1,max /pu Δf1,min /pu Δf2,max /pu Δf2,min /pu

传统SPMC 0.003148 −0.005815 0.0005575 −0.001984

自适应SPMC 0.002344 −0.005469 0.0005534 −0.00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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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Comparison of two-regional load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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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Comparison of of inter-regional HVDC power
signal under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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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Comparison of inter-regional HVDC power flow
between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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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Comparison of two-regional frequency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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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Comparison of two-regional load disturbances
under stochastic disturbance 

418 现　代　电　力 2022 年 8 月

现代电力，2022，39（4）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下仍然具有优秀的阻尼效果。

2)风电参与 AGC调频效果探究。

风电的加入会提升 AGC系统的复杂性，影

响 AGC调频效果。在 SPMC正常工作的基础上，

为验证风电机组参与系统调频后自适应 SPMC的

系统适应性，现将风电机组加入 AGC系统调频，

区域 1共有 320台 1.5  MW风机，渗透率 24%，

区域 2共有 200台 1.5  MW风机，渗透率 20%。

为使风机运行工况更接近于实际状态，风速和负

荷均采用随机信号，其波动图如图 14、图 15所示。

当风电机组运行于如图 14、图 15所示工况，

其输出以及 AGC系统运行仿真结果如图 16—19
所示。

如上所示，风速变化可以等效为区域电网产

生了负荷扰动。从图 17、图 18可以看出，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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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Comparison of inter-regional HVDC power signals
in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under stochastic disturbance 

 

传统SPMC
自适应SPMC

0 20 40 60 80 100

t/s

0.015

0.010

0.005

0

−0.005
−0.010
−0.015

ΔP
t/p
u

图 12    随机扰动下不同控制方式区域间
HVDC 功率流对比

Fig. 12    Comparison of inter-regional HVDC power flow in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under stochastic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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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区域电网受到负荷扰动均会触发 SPMC，
控制直流链路会更早地进行区域间功率传输，且

自适应 SPMC信号更为精准。从图 19可以看出，

精准的功率传输会提升区域电网的频率抑制效果。

总体来看，自适应 SPMC可以更好地抑制由于风

速变化引起的区域电网频率跌落，同时配合风电

机组产生更优系统频率调节效果，提升了 AGC系

统稳定性。使 AGC系统具有高复杂度的情况下

也可以提供优良的阻尼控制效果。 

5    结论

1）所提自适应动态 SPMC策略通过在调频

初期使用负荷触发，而后耦合控制增益系数与频

率变化率，对区域间功率的流动进行了精准把控，

对于两区域互联电网而言，能降低区域 1超调量

的同时抑制区域 2的频率波动。

2）考虑风电参与的交直流混联 AGC系统一

次调频时，自适应 SPMC可在风速产生变化与区

域电网产生负荷扰动时，为 AGC系统提供优良

的调频效果，具有良好的系统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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