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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流微电网以其可靠性高、便于控制、损耗低等优点成为未来家庭的主要供电结构。本研究

针对目前已有直流微电网控制策略的不足，研究了基于直流母线信号（ＤＣＢｕ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ＤＢＳ）的
控制策略，该控制策略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新能源的利用率，采用直流母线信号实现直流微电网的

最优控制；通过研究直流微电网的下垂控制实现了同一个电压等级下多个微源的功率分配及电压

控制；通过研究各微源变换器的输出特性，实现了储能单元及并网变换器的下垂控制与恒功率平滑

切换的控制方法；最后在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搭建了基于平均模型的直流微电网的仿真模型，对
孤岛运行时的控制策略进行了验证，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控制算法能够实现直流微电网的协调

控制。

关键词：直流微电网；协调控制；直流母线信号；特性曲线

中图分类号：ＴＭ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ＨＩＮａ，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ＸＩ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ｏｎ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ａｓｙ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ｌｏｗｌｏｓ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ｓｔｈｅＤＢＳ（ＤＣＢ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ｏｕｒ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ＤＢ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
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ｂｙｕｓｅＤＣｂｕｓｖｏｌｔａｇｅ．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ａｎ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ｓｉｍｐｌｅｓｍｏｏｔｈｓｗｉｔ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ｂｅ
ｔｗｅｅｎＤＣ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ｂｕｉ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ＭＡＴ
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Ｂ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ｕｒｖｅ

　　在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直流微
电网以其可靠性高、便于控制、损耗低等优点成为未

来家庭和楼宇的主要供电结构［１２］，其研究主要集

中在分布式发电与储能、负载之间的协调控制上，因

此稳定性研究是直流微电网研究的重点。传统的方

法给系统中增加一个中央控制器（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来协

调各个微源之间的出力［３］，该方法依据通讯总线实

现对微源的控制，传输线路的可靠性决定了系统运

行的可靠性。分级控制方法［４］从系统级的角度出

发，分层实现了微网的控制，但是该方法不能实现新

能源优先出力的最优控制模式。ＤＢＳ的控制策略
采用直流母线电压作为控制信号［５６］，弥补了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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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控制策略的不足，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没有实现

同一个电压等级下多个微源的功率分配。

本研究采用基于ＤＢＳ的直流微电网控制策略，
将直流母线电压作为控制信号，通过合理设置各个

微源的阈值电压，控制分布式发电单元的优先级，使

其运行在最大功率状态或者下垂控制状态，对于同

一个电压等级下的两个发电单元通过下垂控制实现

功率分配和电压控制。与交流微电网变换器并联运

行策略相似，分析直流系统中基于下垂控制的变换

器控制策略，设计了并网变换器及储能接口变换器

关闭、下垂和恒功率三种工作模式的平滑切块控制

策略，实现了最大输入输出功率控制。

１　原理与设计

１．１　直流微电网的架构
图１是一个直流微电网的结构，双向ＤＣ／ＡＣ构

成电压源接口变换器与交流大电网相连。在直流微

电网内部，一个包含光伏系统和风电系统的分布式

发电系统作为系统的发电单元。储能单元作为新能

源发电功率不足时负载功率的补充。Ｂｕｃｋ变换器
将母线电压降到 ５０Ｖ后与负载连接，为了简化分
析，忽略线路阻抗，并且不考虑发电功率不足时的切

负荷策略。

图１　直流微电网构架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１．２　系统ＤＢＳ控制策略
本研究对直流微电网采用 ＤＢＳ控制策略，旨在

设计每个变换器的控制阈值及下垂率，实现各微源

的优先级及功率分配。针对图１中各个微源的接口
变换器，本研究设计了图２所示的静态 ＶＩ特性曲
线，从图２可以看出，该系统的额定电压为４００Ｖ，
具有±５％的电压波动，因此设定的最高阈值为４２０
Ｖ，最低为３８０Ｖ，光伏和风电系统属于可再生能源
系统，拥有最高等级的优先权，储能装置存在损耗，

优先权较低，作为电源时能够满足 ３０％的负载需
要。直流微电网具有并网和孤岛两种工作模式。在

并网模式中当新能源提供功率不能满足负载需求

时，直流侧电压平衡由大电网优先进行控制。孤岛

运行时，新能源所提供的最大功率与负载所需功率

的差额由蓄电池平衡。并网变换器和储能变换器均

采用ＤＢＳ控制策略进行控制，通过调节各自的下垂
系数进行功率分配。当大电网管理者所需要的能量

减少时，改变变换器的下垂系数，限制其输出电流，

减少对大电网的输出功率。

图２　微源接口静态ＶＩ特性曲线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ｃＶＩ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ｏｕｒｃｅｓ
　

图２中并网变换器额定运行功率为１０ｋＷ，下
垂系数为０．４，最大输出电流为２５Ａ，当电网电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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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０～４１０Ｖ之间时并网变换器采用下垂控制策略
控制母线电压稳定。由图２可以看出，当并网变换
器工作在第一象限时（３９０～４００Ｖ），直流微网从大
电网吸收功率，电流Ｉｇ为负，在第二象限时，直流微
电网向大电网输送能量（３９０～４１０Ｖ），同时根据系
统调度调节大电网从直流微电网所需的能量，如果

所需功率小于逆变器的额定功率，可以调节 ＶＩ曲
线以限制逆变器的输出电流，由图２中虚线所示，本
研究在分析时，限制接口变换器最大输入输出功率

均为１０ｋＷ。
光伏接口变换器的额定运行功率为５ｋＷ，下垂

系数为０．７６，如图２所示，由于光伏仅输出功率，因
此仅工作在第一象限。当负载较小时，直流母线电

压在４２０～４１０Ｖ之间，变换器采用电压下垂控制策
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平衡。当直流母线电压降低

至４１０Ｖ时，改变控制方式，光伏作为恒功率源，进
行最大功率点跟踪（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Ｔｒａｃｋ，
ＭＰＰＴ）控制［７］，变换器输出特性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风电单元接口变换器的特性曲线下垂系
数Ｋｗ为０．４，额定功率为１０ｋＷ，与光伏相类似，当
直流母线电压在４２０～４１０Ｖ之间时，变换器采用电
压下垂控制策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平衡。当直流

母线电压降低至４１０Ｖ时，改变控制方式，风电单元
作为恒功率源，进行最大功率点跟踪ＭＰＰＴ控制［８］。

这种控制方法可以实现新能源发电在能源利用上较

高的优先级。

蓄电池单元充电阈值设定为４００Ｖ，放电阈值
设定为３９０Ｖ，下垂率为０．４，变换器输出特性曲线
如图２实线所示。当母线电压位于４００Ｖ以上时，
蓄电池采用横流充电，当母线电压在３９０～４００Ｖ之
间时，蓄电池采用下垂控制方式充电，３８０～３９０Ｖ
之间时，采用下垂控制方式放电，母线电压低于３８０
Ｖ时，采用恒流放电方式。同时，如果充电过程中检
测到蓄电池充电完成，则蓄电池工作在关闭状态。

综上所述，直流微电网各个微源的工作情况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系统的工作状态
Ｔａｂ．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状 态 光伏 电池 风电 并网变换器

１ 下垂控制 充电 下垂控制 恒功率

２
２．１ ＭＰＰＴ 充电 ＭＰＰＴ 下垂控制

２．２ ＭＰＰＴ 不工作 ＭＰＰＴ 下垂控制

３ ＭＰＰＴ 放电 ＭＰＰＴ 恒功率

１．３　直流微电网的下垂控制策略
与交流微电网相类似，直流微电网可以通过电

压电流（功率）之间的控制关系实现下垂控制［５］，

如图２所示。
图３表示两个直流电压源并联时的等效电路，

为了避免环流，根据下垂控制策略通过合理设置电

压源的输出阻抗实现负载功率的分配，从而保证两

个微电源输出端电压相等。当因负载变化而引起电

网电压变化时，通过改变参考电压实现各个微源的

功率分配。参考电压通过增加一个虚拟的输出阻抗

环得到，计算为：

Ｖｏｒｅｆ＝Ｖｎ－ｋＩｏ （１）
其中，Ｖｏｒｅｆ是空载时输出电压的参考值，Ｉｏ是输出电
流，ｋ是各个微源的输出阻抗，为系统设计参数，通
过（２）式计算得到。

ｋ＝ΔＶ×
Ｖｄｃｍｉｎ
ｐ （２）

这里ΔＶ是每一个等级电压的变换量，Ｖｄｃｍｉｎ是该电
压等级下输出电压的最小值，Ｐ为该微源的输出
功率。

图３　两个并联直流电源等效电路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ｔｗｏ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Ｃ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由于采用输出电流作为虚拟阻抗控制环的反馈

量，因此该控制策略不仅能够实现两个并联直流微

源的运行控制而且能够提高系统的动态特性。

１．４　基于平均模型的接口变换器控制策略
图４建立了图１中接口变换器的大信号平均模

型，５ｋＷＰＶ板通过 ｂｏｏｓｔ变换器接入直流母线，电
容Ｃｐｖ用于降低来自光伏板输出端的高频谐波。同
时，一个１０ｋＷ的基于永磁同步发电机的风力发电
装置通过ＡＣ／ＤＣ变换器接入直流母线，其中风电模
块接口变换器平均模型与大电网接口变换器平均模

型相同，但在控制上接口变换器通过控制输出电流

的正反向实现双向控制，而风电模块只能向微电网

输送能量，因此是单向的。蓄电池组串联后通过双

向Ｂｕｃｋ／Ｂｏｏｓｔ变换器接入直流母线。Ｂｕｃｋ变换器
将４００Ｖ降为５０Ｖ接入直流负载。
１．４．１　光伏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

光伏接口变换器采用Ｂｏｏｓｔ变换器，见图１。根
据开关导通和关断时的等效电路，忽略开关损耗，考

虑电感内阻的情况下，得到 Ｂｏｏｓｔ变换器的平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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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直流微电网平均模型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型表达式，为［９］：

ＬＰＶｉＬｓ＋ＲＬｉＬ－（１－ｄ）Ｖｄｃ＝Ｖｐｖ
ＣＶｄｃｓ＝（１－ｄ）ｉＬ＋ｉｄｃ
ｉｓ＝ｉＬ＋ＣｐｖＶｐｖ

{
ｓ

（３）

光伏接口变换器有两种控制模式，根据母线电压的

不同分别工作在 ＭＰＰＴ模式或者电压下垂模式，见
图５。

图５　Ｂｏｏｓｔ变换器控制框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ｏ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４１０Ｖ时，Ｂｏｏｓｔ变换器工
作在最大功率跟踪状态，本研究采用扰动观察法实

现光伏系统的 ＭＰＰＴ，如图 ５（ａ）所示。图 ５（ａ）中
ＧＰＩＶ、ＧＰＩｉ分别为电压环和电流环ＰＩ控制器。母线电
压高于４１０Ｖ时，采用下垂控制控制母线电压的稳
定性，见图５（ｂ）。通过采集输出电流得到电压给定
值，为：

Ｖｐｖ ＝４２０－Ｋｖ×Ｉｄｃ （４）

采用双环控制控制输出电压的稳定。

１．４．２　蓄电池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
蓄电池接口采用 Ｂｕｃｋ／Ｂｏｏｓｔ变换器，如图１所

示。根据开关导通和关断时的等效电路，忽略开关

损耗，在考虑电感内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变换器的

平均模型表达式，为［９］：

ＬＢＩＬｂｓ＝－ＲＬｂＩＬｂ－ｄ′Ｖｄｃ＋Ｖｂ
ＣＶｄｃｓ＝ｄ′ＩＬｂ＋Ｉ

{
ｄｃ

（５）

　　蓄电池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见图６。直流母线
电流通过下垂控制器计算得出电压给定值Ｖｄｃ，计算
公式为：

Ｖｄｃ ＝３９０－Ｋｂ×Ｉｄｃ （６）
式（６）中的３９０Ｖ为图２给出的蓄电池阈值电压，这
个电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变换，比如系统孤岛运行

时，系统的功率缺额由蓄电池提供，因此蓄电池的阈

值电压变为４００Ｖ。
定义蓄电池放电时的电流为正，因此放电状态

下电压给定值Ｖｄｃ小于其阈值电压，反之充电状态下
Ｖｄｃ大于其阈值电压，与图２定义的接口曲线吻合。
充放电的功率控制通过限流器来实现，通过限制最

大充电和放电电流来实现蓄电池的最大功率控制。

本研究的这种控制方法实现了下垂控制与功率控制

的平滑切换。

图６　Ｂｕｃｋｂｏｏｓｔ变换器控制框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ｃｋｂｏ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１．４．３　负载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
负载接口变换器采用 Ｂｕｃｋ变换器，如图 １所

示。根据开关导通和关断时的等效电路，忽略开关

损耗，考虑电感内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变换器的平

均模型表达式，为［９］：

ＬｂｉＬｓ＝－ｕｃ－ＲｂｉＬ＋Ｖｄｃｄ

Ｃｕｃｓ＝ｉＬ－
１
Ｒｌｏａｄ
ｕｃ－ｉ{

ｄｃ

（７）

　　负载采用电压电流双环控制，控制框图见图７。

图７　Ｂｕｃｋ变换器控制框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ｃｋ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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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母线电压为４００Ｖ，而普通用电器的额定
电压都比较低，因此本研究采用ｂｕｃｋ变换器将直流
电源降到５０Ｖ，并接入５０Ｖ的模拟负载。如图７所
示电压给定 ｕｃ 为５０Ｖ，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
可以减小负载扰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同时能够使

得负载端输出电压稳定。

１．４．４　风电与直流微网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
风电模块与直流微电网都是通过 ＤＣ／ＡＣ变换

器接入，风电模块只能向直流微电网提供功率，而接

口变换器的能量可以双向流动，但是ｄ－ｑ坐标系下
三相双向 ＤＣ／ＡＣ变换器平均模型表达式相
同［９］，为：

３Ｌｇｉｄｓ＝ｖｄ＋３Ｌｇωｉｑ－ｄｄｖｄｃ－３ｒｉｄ
３Ｌｇｉｑｓ＝ｖｑ－３Ｌｇωｉｄ－ｄｑｖｄｃ－３ｒｉｑ
Ｃｖｄｃｓ＝ｄｄｉｄ＋ｄｑｉｑ－ｉ

{
ｄｃ

（８）

　　图８为ＤＣ／ＡＣ变换器控制框图，首先通过采样
风电模块及大电网接口变换器输出端口的三相电压

和电流，经３／２变换到ｄ－ｑ坐标系。根据公式
Ｖｄｃ ＝４００－Ｋｇ×Ｉｄｃ （９）

得到电压给定，通过电压控制器ＧＰＩＶ得到电流给定，
通过限制电流给定使得接口变换器工作在最大功率

状态和下垂控制状态，与蓄电池控制相类似，通过控

制直流母线电流 Ｉｄｃ的正负控制接口变换器工作
状态。

图８　ＤＣ／ＡＣ变换器控制框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Ｃ／ＡＣ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风电接口变换器工作在两种状态，一种是

ＭＰＰＴ状态，一种是下垂控制状态。通过检测直流
母线电压确定其工作状态。其中下垂控制的控制框

图与接口变换器控制框图一致，所不同的是输出电

流Ｉｄｃ只能为正，电压给定由公式（１０）计算为：
Ｖｄｃ ＝４１０－Ｋｗ×Ｉｄｃ （１０）

　　如采用 ＭＰＰＴ算法，则通过控制计算 ＭＰＰＴ方
式下风电模块的输出电流得到图８中的电流给定。
实现最大风能跟踪，此时不需要电压环控制电压，当

风电模块工作在ＭＰＰＴ方式时，只限制输出电流，电
网电压由接口变换器或者储能模块控制。

２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控制策略的正确性，本研究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下搭建了如图 ４所示的仿真模
型，仿真了孤岛运行模式下，基于 ＤＢＳ控制策略的
正确性，各个模块的参数如表２所示。图９分别给
出了负载逐渐增加时，母线电压、电流及各个接口变

换器输出电流的波形。

表２　系统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模块 参数

光伏

额定功率 ５ｋＷ 占空比 ０．４

微源输出电压 ２５５Ｖ 滤波电感
３ｍＨ

内阻（０．１Ω）

电流纹波 ０．１５ 滤波电容
前级（１００ｕＦ）
后级（２００ｕＦ）

储能

额定功率 １０ｋＷ 占空比 ０．７６

微源输出电压 ９６Ｖ 滤波电感
３００ｍＨ

内阻（０．５Ω）

电流纹波 ０．１５ 滤波电容 ７００ｕＦ

风电模块

额定功率 １０ｋＷ 占空比 ０．７６

交流
侧电压

３８０Ｖ
５０Ｈｚ 滤波电感

３００ｍＨ
内阻（０．５Ω）

电流纹波 ０．１５ 滤波电容 ７００ｕＦ

负载
变换器

输入电压 ４００Ｖ 滤波电感 ５０ｕＨ
滤波电容 ６００ｕＦ 负载电阻 可调

孤岛模式下，并网变换器不工作，系统功率差额

由储能单元平衡，仿真结果见图９。
在时间为０ｓ时，给系统加载负载，则光伏模块

及风电模块工作，根据下垂控制光伏模块及风电模

块工作为负载供电，母线电压稳定在４１４Ｖ，多余功
率为蓄电池充电，此时蓄电池电流为５Ａ。

在时间为０．５ｓ时，增加负载，母线电压降到４０５
Ｖ。根据图 ２的接口特性曲线，光伏模块工作在
ＭＰＰＴ状态，输出电流为１２．５Ａ，风电模块也工作在
ＭＰＰＴ状态，输出电流为２４．５Ａ，多余能量提供给蓄
电池，蓄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为５Ａ。

在时间为１ｓ时，增加负载功率继续增大，直流
母线电压降低到３９６Ｖ，蓄电池不工作，输出电流为
０Ａ，光伏和风电均工作在 ＭＰＰＴ方式下，其提供的
功率刚好够负载所需功率，光伏输出电流１２．５Ａ与
风电输出电流２４．５Ａ之和等于母线上负载所需电
流３７Ａ。

在时间为１．５ｓ时，负载功率继续增大，直流母
线电压降低到３８９Ｖ，光伏与风电模块输出功率已
不能满足负载需求，蓄电池工作在放电状态，放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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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５．５Ａ，并将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３８９Ｖ。

图９　图９　孤岛模式下直流微电网仿真结果
Ｆｉｇ．９　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ｉｓｌ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结　论

本研究通过对已有直流微电网控制策略优缺点

的比较，得出基于ＤＢＳ的控制策略可以对微源实现
最优控制。研究结论为：

１）设计了基于ＤＢＳ控制策略的直流微电网控
制策略，得出了各个微源接口变换器的输出特性曲

线，验证了基于直流下垂特性曲线的变换器并联功

率分配策略的正确性。

　　２）搭建了直流微电网各个微源接口变换器的
平均模型，验证了各个微源恒功率及下垂控制的闭

环控制策略的正确性，实现了接口变换器和储能变

换器工作模式的平滑切换。

３）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搭建了仿真平台，
仿真结果表明，利用ＤＢＳ控制策略能够在允许的工
作范围内稳住直流母线电压，保证直流微电网对负

载的可靠供电，提高电网的可靠性。仿真结果与分

析过程一致，验证了所采用控制策略的正确性和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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