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During grid-connected operation, various effects 
on the power grid, such as shock off-grid accidents and high-
frequency harmonic pollution will be taken place due to the 
instability of new ener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igh-power, 
high-frequency power electronic devi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energy system has many components and complex 
structures, and vulnerable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seasons, day and night etc. It brings various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The offline simulation and 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 (HIL) are 
difficult to provide simul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entire system 
as closer as the physical facts. In this paper,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grid connection of PV power plants is researched by power 
hardware in loop (PHIL) simulation metho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is constructed in StarSim-
RT and deployed to a real-time simulator. The high-performance 
four-quadrant power is adopted to source and sink active or 
reactive power to realize power exchange. The power signals 
are accurately collected and feedback through sensors and 
conditioning circuit to form a power closed loop. The process of 
new energy grid connection is studied by simulating grid-side 
faults. In this paper, experimental data is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an actua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the model is 
verified and optimized. Finally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design guidance and program verification for th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key stations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Keywords:new energy; energy interconnection grid; power 
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 model; four-quadrant amplifier

摘  要：由于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以及大功率高频电力电子

器件的运用在并网运行时会对电网产生各种影响，如震荡

脱网事故，高频谐波污染等。同时新能源系统组成部件多，

结构复杂，而且由于新能源受地理分布、季节变化、昼夜

交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能源互联网的构建和稳定运行

带来各种挑战。通常的离线仿真（Offline Simulation）和硬

件在环仿真（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都难以对能源

互联网整个系统提供更接近物理事实仿真和研究。本文通

过功率硬件在环仿真（Power 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
方法研究了光伏电站的并网适应性，将StarSim中构建的能

源互联网数学模型运行在实时仿真器中，并通过高性能四

象限功率接口发出或吸收有功、无功功率，实现功率交换，

驱动实际功率器件。通过传感器和调理电路精确回采功率

信号，形成功率闭环，通过模拟电网侧故障对新能源并网

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实验数据与实际运维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研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与优化，最终达到对能源

互联网关键站投建起到设计指导与方案验证的要求。

关键词：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功率硬件在环仿真；模型；

四象限功率接口

0	 引言

风力，光伏，核能，潮汐等新型能源被公认为下

一代能源，被人们广泛关注，即便是在今年爆发了新

冠疫情，传统能源消费骤降，WTI5月原油交割期货

一度跌至-40美元每桶[1]的情况下，在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2]以及国际权威协会IEEE电气与能源分会给出

的评估报告中[3]新能源发电仍然保持着增长。相比与

传统能源开采，运输，储存成本，新能源具有清洁环

保，循环利用，一次安装，无人职守等优点，尤其是

在防止人们密集聚集的疫情下更凸显优势。在国家金

太阳，张北柔直等大型国家重点示范工程[4]的支持下，

新能源的应用也逐渐走入人们日常生活，文献[5]介绍

了将太阳能用于公交站亭，文献[6]介绍了使用新能源

供电的大型LED显示屏等。

虽然新能源发电具有很多优势，也被广泛应用，

但是在具体使用的时候仍然遇到许多复杂问题，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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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并网运行时，由于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以及受到

地理分布、季节变化、昼夜交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

高频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应用，给电网安全、稳

定、高效运行带来挑战[7-9]。为了解决新能源电站建

设并投运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在设计之初必须

结合网侧，端侧以及整个设计系统给与足够的论证

和反复的实验[10-12]。仿真是目前论证和研究的主要手

段，目前主要采用离线仿真（Offline Simulation），和

硬件在环仿真（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两种方

式，文献[13]介绍了采用PSCAD仿真建模的方法来研究

大型光伏电站，并分析其运行特性；文献[14] 介绍了在

Matlab/Simulink环境下建立了光伏电池的仿真模型，

并对最大功率点追踪（MPPT）控制策略进行研究；

文献[15]介绍了通过电磁暂态仿真软件StarSim建模通

过PXI和FPGA对双馈感应发电机的控制策略进行仿真

研究。但是通常的离线仿真（Offline Simulation）和

硬件在环仿真（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都难以

对能源互联网整个系统提供更接近物理事实仿真和研

究。采用功率硬件在环仿真（PHIL）方法来系统性的

研究新能源并网的案例仍然很少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通过PHIL仿真的方法来

研究光伏电站并网发电问题，在第一节我们将简要的

介绍并光伏网适应性以及双闭环控制策略，第二节主

要介绍了PHIL仿真方法和模型的建立，在第三节我们

展示仿真的结果，并对各种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对模型进行优化，在第四节我们通过总结分析提出对

能源互联网关键站建设起到设计指导和方案验证的关

键技术，并对未来工作提出思路。

1	 光伏电站及送端换流站基本控制策略

1.1  光伏并网系统拓扑

参看图1，以单极式光伏并网系统[16-18]为例，并网

系统由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压经过DC/AC(逆变器)，转

成三相交流电再通过滤波和升压电路与电网进行并网。

图 1 光伏并网系统拓扑图
Fig. 1 Topology of PV integrated system

1.2  光伏并网系统基本控制策略

1.2.1	 MPPT控制策略

光伏电池特性曲线是一条非线性曲线，光伏电池

对外输出功率与温度和光照强度都有关系，为了提高

光伏利用率，必须利用MPPT算法使得光伏电池运行

在最大功率点处。目前MPPT算法主要有，恒压法，

扰动法，增量电导法[18]等。

1.2.2	 逆变器控制策略

逆变器控制主要采用双闭环控制策略，如图2所
示，外环控制通过获取光伏阵列输出电压，电流来追

踪最大功率点，输出电流参考值，内环将网侧电流经

过Park变换进行d-q解耦：

         (1)

d-q坐标系在空间中以角速度ω逆时针旋转，其中

θ＝ωt＝2πft，f是电网频率。

得到d轴的电流与MPPT算法运算的参考电流I ref

之差经过PI控制得到的I d_ref用于控制最大功率追踪，

q轴电流用于控制逆变器有功、无功的输出，然后生

成控制电力电子器件的PWM控制信号来控制逆变器

输出。

图 2 逆变器控制策略示意图
Fig 2 Inverter control strategy

2	 功率硬件在环仿真方法

2.1  功率硬件在环仿真

参看图3，功率硬件在环仿真是将能源互联网数

学模型运行在实时仿真器中，并通过高性能四象限功

率接口发出或吸收有功、无功功率，实现功率交换，

驱动被测功率设备。通过传感器电路精确回采功率信

号，形成功率闭环，在PHIL中，外部设备是电力系统

网络的一部分，因此，设备和仿真器之间交换的信号

的传输时间和质量在接口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中起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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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功率硬件在环仿真框图
Fig. 3 The block of PHIL

DA转换、功率接口、传感器、AD转换以及滤波

等各个环节都会引入延迟和噪声，影响PHIL仿真的稳

定性和准确性。由于用于功率接口可能需要向模拟系

统注入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或者从模拟系统中提取

有功和无功功率，因此放大器必须是四象限型放大器。

2.2  功率接口方法

功率接口方法主要用来确定在仿真器和外部设备

之间交换哪些信号以及在仿真时间步长内何时交换这

些信号。主要的功率接口算法包括4种：理想变压器

模型法(ITM); 传输线模型法(TLM); 部分电路复制法

(PCD); 阻尼阻抗法(DIM)，以ITM为例。

图 4 ITM电压接口方法
Fig. 4 The voltage type interface of ITM

电压型传递函数：

        ITM
DUT

amp filtervoltage  (2)

其中ΔTd是PHIL接口的总时间延迟；Zs是模型中

网络的等效阻抗；Z DUT是被测设备的阻抗；Tamp(S)是放

大器的传递函数；Tfilter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由此可

见，若要仿真稳定精确运行，延时时间ΔTd应该尽量

小，否则会造成模型发散，仿真结果错误等后果：

                       calculate Amplifier (3)

其中ΔTCalculate是仿真器的总延时，ΔTAmplifier是功

率接口总延时，仿真器总延时ΔTCalculate≤仿真步长，

一般基于CPU仿真器的仿真步长为50us，基于FPGA
仿真器的仿真步长一般可以达到1us，因此功率接口

这边的延时是决定仿真是否稳定和精确的一个重要指

标，本文仿真器采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PXI仿真器，

仿真步长10us，采用的功率接口是北京博电公司的PI
系列四象限功率放大器，该功率接口延时时间6us，
响应速度为50V/us，可工作在4个象限实现对有功、

无功功率的发出和吸收。

2.3  模型建立

参见表1，对一个50KW光伏并网系统进行系统建

模，其中光伏阵列，并网逆变器都是实物，其参数指

标如表所示：

表 1 光伏电站与功率硬件在环仿真平台参数
Table 1 Documentation types and codes

系统
最大
功率

最大功率
直流电压

最大功率
直流电流

直流
电容

滤波
电感

真实光伏
电站

50Kw 850V 62.3A 100uF 6.1mH

功率硬件
在环仿真

平台
300w 36V 8.33A 100uF 6.1mH

参见图5，电网通过在远宽能源开发的实时仿真

软件StarSim-RT中建模，由功率模型接口方法可知网

侧戴维宁等效模型是一个三相电压源VS，功放接口

输出电流通过回采得到的IA、IB、IC通过IABC_Solar输入

接口回馈到模型，负载电压电流通过三相表采集，输

出Load_Voltage_Uabc与Load_Current_Iabc用于计算

负载功率，网侧可以通过控制FA，FB,FC,FG来模拟

单相接地故障、相间故障、三相接地故障等，网侧若

发生故障则网侧保护启动，通过Break_Cmd接口控制

Breaker动作来切除故障。

图 5 在StarSim-RT中构建的电网侧模型
Fig. 5 The grid side model build in StarSim-RT software

通过投切不同规格的负载、一天当中太阳能光伏

出力变化来研究逆变器控制策略，通过模拟电网侧短

路故障来研究光伏系统电网适应性能力。

3	 仿真分析

正常状态下，电网相电压220V，频率50Hz。天

气晴朗，温度T=28℃，在电网侧投入阻性、感性、容

性等不同类型的负载下，对逆变器输出无功功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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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即功率因素为1。

图 6 输入输出延时与上升时间特性
Fig. 6 Delay and slew time characteristic

如上图所示，第三通道为仿真器输出的8.13VRMS的

电网电源信号，第一通道为通过功率接口放大输出的

297VRMS的真实功率信号，延时时间为4.182us，波形相似

度高，同时功率接口输出功率信号从0V升到297V所用

时间为6.45us，延时时间小于仿真最小步长10us，因此

满足功率硬件在环仿真接口要求，可以展开仿真实验。 
图7显示了光伏开机以后，当投入阻性负载，光

伏对外输出有功功率持续增长，电网输出有功功率减

小，负载消耗能量逐渐由电网主供转为新能源主供；

同时无功功率一直维持在0附近，此时逆变器应该是

通过双闭环控制，对Q轴电流分量Iq进行负反馈控制

来维持无功输出为0。当投入感性或容性负载以后，

无功输出增加，但随后又通过反馈闭环控制慢慢降为

0。图8显示了当显示了网侧总谐波畸变率得到有效抑

制，最低处仅1.25%。

图 7 光伏开机以后各部分有功功率变化曲线
Fig. 7 Active power curve after PV power on

图 8 光伏电站MPPT控制策略验证
Fig. 8 MPPT control strategy verification

当电网发生A相接地故障，此时电压跌落深度为

20%，故障持续时间为400ms；图9给出了故障发生

时，A相故障的电压电流波形，以及外部真实功率器

件所接收的实际波形，可以看到实际波形与仿真的故

障波形高度相似，完好的保存了毛刺和尖峰等高频分

量的细节。

图 9 低电压穿越策略验证
Fig. 9 LRT control strategy verification

图 10 PHIL仿真平台实物图
Fig. 10 The photo of the PHIL simul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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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相发生接地故障时，导致A相电网电压跌落，

电网电流因为电感不能突变，因此模拟电网的四象限

功率接口吸收有功功率P瞬间减小，这种突然的功率

失衡会造成直流侧的电压升高。在跌落故障期间，由

于变流器电流受限幅作用，网侧电流的峰值不会超过

限幅值，如果不及时切除故障导致网侧电流达到限幅

值，并网逆变器电压外环将失去控制作用，MPPT控

制策略失效，当Udc超过光伏阵列的开路电压Uoc时，

光伏电站将会退出运行。

因此，为了在网侧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光伏电站能

够实现低电压穿越，直流侧增加卸荷电路的方法成为

一种成本较低，实现容易，效果理想的解决方案。网

侧电压跌落发生时，流过的电流达到限幅值，此时并

网逆变器电压外环控制失效，当直流侧母线上的电压

Udc超过设定阈值时投入卸荷电路，将累积的多余能

量释放，这样直流母线电压被维持在合理的范围，确

保不会超过光伏整列的开路电压Uoc，这样保证了即

便在电网故障期间，光伏电站仍然可以安全、稳定运

行。图10，展示了PHIL仿真平台实物图片。

4	 结论

使用功率硬件在环仿真的方法来研究新能源并网

适应性性问题以及控制测量的验证是一种非常高效的

方法。其兼具离线仿真以及硬件在环仿真的灵活性，

同时极大的还原了真实的物理情况，能够为在建的新

能源电站的建设起到指导以及方案验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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