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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eat scales．nonlinearities and uncertainties 

in modern power system are the most intracmble problems for 

dynamic controls． However, direct neural dynamic 

programming (direct NDP) approach based on on—line 

measuremen~ can be employed in this situation．Which iS 

independent of models．In this pape r,a supplementary SVC 

damping control in a 4一generator 2-area system Was 

implemented using direct NDP method ．TwO neural networks． 

action network(AN)and critic network(CN)，make up this 

controiler．AN iS used tO control SVC．an d CN iS used tO 

evaluate current system states an d uDdate AN．The self-learning 

and adaptive abilities ale analyzed in the MATI，AB 

environment． an 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advan tage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ontro1． 

KEY W ORDS：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Power 

system；Dynamic stability； SVC supplementary control； 

Direct neural dynamic programming 

摘要：电力系统具有的规模巨大、强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等因 

素一直是动态稳定控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而直接神经动态 

规划方法是一种基于测量的不依赖于系统模型的在线控制 

方法，文中用于实现 4机 2区系统中SVC的附加阻尼控制 

器的设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执行网络和评价网络，这两 

部分均为神经网络，前者用于产生控制信号，后者用于评价 

当前 的系统状态，并据此调整控制律 。文中还通过在 

MATLAB 环境下的仿真，分析了其学习能力、控制效果和 

适应能力，与使用传统方法设计的控制器的比较结果显示了 

其在适应性上的优越性。 

关键词：电力工程；电力系统；动态稳定；SVC附加控制； 

直接神经动态规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0323002)。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0323002)． 

1 引言 

电力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由大量性质 

不同的元件组成。稳定是电网最重要的性质之一， 

为此各种各样的现代控制理论在电力系统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文[1】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最优控制、微分 

几何理论、自适应控制、鲁棒巩 控制【2]等的基本原 

理、应用方法和特点。但是，这些大部分是建立在 

系统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参数可以大致确定的基础 

之上的，但由于电力系统规模巨大、限幅等强非线 

性现象的存在以及统计调查的困难等原因，实际系 

统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在有些方面与理论研究相差 

较大，例如电压稳定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负荷模型与 

参数，因为其数量和性质随时间、天气变化较大而 

难以确定。文献[2】中用故障后实际动态过程记录数 

据与仿真进行校核时，在修改了直流、发电机控制、 

负荷等仿真模型后才取得与实测数据比较吻合的波 

形。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有基于实时测量的、不完全 

依赖于离线模型的控制设计方法。 

近年来，智能控制方法发展迅速，其中的人工 

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控制 

由于其本质上的非线性、较好的鲁棒性等特点，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Narendra就在 

自适应控制中加入ANN，以克服其假设过于苛刻的 

缺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L3J。但仅利用其较好的函 

数逼近能力和内插特点来代替传统的控制器，又会 

遇到通用性(Generalization)的问题，即如何在 ANN 

的离线训练过程中充分地体现电力系统的不同运行 

状况。而 ANN 的学习功能很容易实现，所以可以 

发挥这个特点，在离线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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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 

近似动态规划 (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 

ming，ADP)是一类可以在线地通过与系统 (环境) 

的相互作用从而不断改善控制效果的方法，有强化 

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RL)I4J、自适应评价 

设计 (Adaptive Critic Design。ACD) 等不同的分 

支和名称。ADP基于动态规划的原理，它不需要系 

统模型，因此避免了模型参数不准确的问题，也因 

此不用专门考虑系统的非线性、不确定性等难以处 

理 的 困 难 J。ADP 通 过 采 用 执 行 一 评 价 

(Actor-Critic)方法，提高了动态规划算法的计算 

效率，避免了传统动态规划计算中的 “维数灾” 

(Curse of Dimensionality)问题 J。这种方法可在 
一

定的约束条件下使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控制指标达 

到近似最优，且在有解的情况下约束条件越多越容 

易计算【6】。ADP中核心的执行网络 (AN)和评价网 

络 (CN)可以使用任何具有映射关系和更新能力的 

方 法 ， 例 如 策 略 表 r7】， 而 采 用 反 向 传 播 

(Back—Propagation)算法的ANN 由于上述的一些 

优势，应用得更加广泛。Venayagamoorthy已经成 

功地将 DHP(Dual Heuristic Programming，一种 

ADP方法)【8】应用于简单电力系统的稳定控制【9】， 

但 DHP方法中的需要预先训练的模型模块增加了 

控制设计对系统 (环境)因素的依赖性，其控制效 

果也与此模块训练得好坏密切相关。本文采用的直 

接 神 经 动 态 规 划 (Direct Neural Dynamic 

Programming，DNDP)方法【1叫几乎完全与系统 (环 

境)无关，在4机 2区电力系统【lu中，实现了SVC 

的附加控制，以用来抑制互联电网的区间低频振荡。 

2 仿真系统简介 

图 1为用于仿真的系统，该系统包括 2个区域， 

共 4台发电机，区间通过两回输电线联系，系统参 

数和基本的运行方式见文献【1 1】。在此运行方式下， 

由于9号母线处的负荷较大，联络线上的有功潮流 

为区域向区域 2输送 400MW。此系统受到干扰后 

有多个振荡模式【1 ，两区内的振荡频率约为 1Hz， 

可以被较好地抑制，区间的振荡频率为 0．5Hz左右， 

是故障后振荡的主导模式。 

在联络线中点的8号母线处设置 1个SVC用于 

提供电压支撑和阻尼振荡。如果 SVC只是采用简单 

的 PI控制，则系统在严重的故障后不能保证稳定 

性，如设定的联络线上靠近母线9处三相短路、74ms 

后切除线路 8-9以清除故障情况，此时表现为区间 

振荡引起的功角稳定问题，所以需要改进 SVC的控 

制器——引入一个附加阻尼控制。本文比较了两种 

附加控制器的设计方法，一种采用了传统的零极点 

配置方法 (CONV)IJ ，其结构类似于 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另一种是 DNDP方法。两种控 

制器的原理框图见图2。 

≥G。 
一 1 区域 1 区域

2 j 
一 5 6 7 8 9 

l l I I 

． }-一 I ， 。 
厂1 r_1 卜_] 

SVC 

2 L 

G： 

图 1 仿真系统的单线图 

Fig．1 Single-line diagram of the test power system 

匠 
(a) 

— 丝 r 
L==7———————J 

(b) 

图2 两种控制器的原理框图 

Fig．2 Block diagrams of two controllers 

图 2中的 ，表示母线 8-9的线电流，文献[11】 

在计算了系统的可观性之后认为选择此信号作为控 

制器的输入可以最好地响应区间振荡模式。Aco是 

包含 3个发电机转速差的向量，其中 1个反映区间 

振荡、2个反映区内振荡，这些数据可以通过PMU 

(Phasor Measurement Unit)获得。Vsup表示附加 

阻尼控制器的输出。 

3 DNDP原理 

对于一个给定的离散时间动态系统有 

X(t+1)=fiX(t)，“(f)，w(f)】 

t=0，1，⋯， 一1 (1) 

式中 X(t)为系统状态；u(t)为控制量；w(t)为随 

机扰动。 

给定一个初始状态 (0)，动态规划就是要寻求 
一

个容许控制律万={／1o， ，⋯， 一1}，使式(2)表述 

的代价函数(cost function)为极小。 

J (X(f))= E {g[X( )】+ 
w【f) 

t=O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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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 (x(f))，w(伽 (2) 
t--O 

这种方法能够求出全局最优解，但是计算效率限制 

了其更加广泛的应用。 

对于一个确定性系统，ACD是一类通过近似求 

解 Bellman方程 

。

(X(f))=min{J(X(f 4-1))4-g(X(f)，“(f)))(3) 
“fl 

并以此来获得次优解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显著 

降低动态规划的计算代价，DNDP即属于此类方法。 

图3为其最初的原理图 加】，图中虚线表示反向传播 

的途径。 

Primary reinforcement 

幽 3 DNDP腺理 幽 

Fig．3 Framework of DNDP 

在本文中， 是向量Aeo，“(f)是附加控制器的 

输出Vsup， 是根据当前系统状态做出的 “奖惩” 

(Reward)，即式(2)中的g( ，定义如下： 
3 

r(r)=一∑ △ (4) 
i=1 

式(4)反映了系统在动态过程中当前的振荡程度，其 

绝对值越大，说明振荡越剧烈。 (f)在此处定义为 

零，表示控制的目标应该是所有的发电机趋于同步， 

偏差ea(t)=J(t)一U (t)用来修改 AN的权重系数， 

即控制器的策略，从而更好地进行阻尼。 为折扣 

系数， CN的输出误差定义为 

e (f)=aJ(t)一[J(t一1)一r(f)】 (5) 

用来调整 CN的权重系数，从而更好地预测代价函 

数。这里用t和卜1的量代替了式(3)中件1和t的量， 

因此就不需要专门的模块来模拟系统和预测其在 

件1时刻的状态，这样避免了原有的系统模型和参 

数不准确以及模块训练的好坏程度不同可能带来的 

误差。详细的DNDP算法见文献[10】。 

4 仿真结果 

仿真在 MATLAB的SIMULINK环境下进行， 

使用到了SimPowerSystems模块集。4机 2区系统 

是MATLAB自带的一个示例，在文献[1l】的基础上 

加入了发电机的 PSS控制 (为了保持与文献[1l】中 

的附加阻尼控制器的可比性，这些PSS在本文的仿 

真中没有使用)。SVC的基本控制按照文献[1l】所述 

的结构和参数搭建，DNDP的算法通过 MATLAB 

的S．Function功能嵌入 SIMULINK仿真系统。 

AN和 CN均为 3层的前馈神经网络，隐层神 

经元的个数均为6个，其权重初始化过程可以为对 

简单的传统控制器的模拟，本文为了更好的地测试 

其学习能力，初始值取为在 (-1，1)内均匀分布 

的随机数，因此对于不同的训练过程，其开始阶段 

的控制效果相差比较大，有可能很差。图4和图 5 

所示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训练过程，其中，图4为附 

加控制器的输出，图5为附加控制器的输入、输出 

映射关系。整个过程包括 2个阶段 (也就是 2次暂 

态稳定仿真)，在阶段 1，由于初始化的AN不理想， 

起初的输出与理论上正确的控制行为【l 在方向上 

完全相反，所以还没有仿真到 5s整个系统已经失 

稳，观察其输入输出关系也几乎没有什么规律。但 

是，阶段 1给DNDP控制器提供了大量的 “反面” 

信息，这是阶段2能进一步改善控制效果的基础。 

在阶段 2，控制器基本自学习到了正确的控制策略， 

从图中可以看出其与阶段 1的输出有明显的差别， 

而这一点在输入、输出的映射关系上体现得更加充 

分，此时已达到了接近理想的线性一限幅关系，严 

重故障后的初期控制器输出尽快地达到顶值，类似 

Bang．Bang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其能力，在 

后期因为振荡幅度减小，输出也相应减小，以尽快 

达到稳态。在阶段 2的基础上继续训练，将提高控 

制器的响应速度，即更快地达到限幅值，但总体上 

控制效果的改善已不明显。 

在控制器从随机初始化开始自学习的过程中， 

有 2个特点值得注意： 

(1)为了获得此控制策略，在控制器的设计中， 

并没有进行复杂的电力系统分析，没有使用到电力 

系统模型和参数，因此动态稳定控制中如何处理非 

线性、不确定性等问题并没有造成困难； 

(2)网络权重初始化的随机性使得控制的起始 

状态相差很大，但都能收敛到基本相同的控制策略， 

反映在输入输出映射关系上，仅表现为线性部分的 

斜率略有不同。 

2种不同的附加控制的效果比较见图6，图中所 

示曲线为发电机 G 相对于G3的功角砌。可以看出， 

采用 CONV控制时的效果与文献[11】中的结果基本 
一 致，经过 7次振荡后在 13s左右平息。而采用 

DNDP时在 8s左右振荡已被基本抑制，效果更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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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这也说明其训练所得的控制策略是正确的。 

up，pU 

0．2 

0 

—0．2 

p 
0．2 

0 

-o．2 

图 4 两阶段训练过程中的控制器输出 

Fig．4 Output of controller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 thtwo stages 

pu 

0．2 

0 

-o．2 

0 1 2 3 4 Afdpu 

0 1 2 3 4 △ pu 

图5 两阶段训练过程的输入输出映射关系 

Fig．5 Mappingofinput·outputin thetraining 

process、 tll two stages 

为了进一步验证DNDP控制器对不同系统运行 

条件的适应能力，改变了测试系统故障前的结构， 

停运一回联络线 7～8，此时主导区间振荡模式的周 

期约为3s。故障位置不变，且仍为三相短路故障， 

但由于改动后系统稳定水平下降，所以减小了故障 

清除时间。图7为2种附加控制方法的效果。 

由于CONV控制器的频响特性仅在0．5Hz处具 

有较高的增益，而且零极点配置也是按照原来的运 

行方式设计的，所以当区间振荡模式发生明显的变 

化后，CONV的控制效果大打折扣，图中20s时仍 

有幅度不小的振荡。对于DNDP控制，由于其已经 

学习到正确清晰的策略 (输入、输出映射关系)， 

0 4 8 12 16 20 f／s 

图6发电机 G1相对于 G3的功角曲线 

Fig．6 Power angle of G1 relative to G3 

0 4 8 lZ l6 t／s 

图7发电机Gl相对于 G3的功角曲线 

Fig．7 PowerangleofGlrelativetoG3 

加上具备根据不同情况在线更新的能力，因此仍然 

能够保持不错的控制效果。 

5 结语 

本文实现了 4机 2区系统中SVC应用 DNDP 

方法的附加阻尼控制，在设计和仿真的过程中可以 

看出有以下特点： 

(1)DNDP对系统(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很小。 

设计中只需要简单的系统分析，与模型和参数的关 

系不大，在应用中表现为系统运行状态的改变对控 

制效果没什么影响； 

(2)DNDP可以处理强非线性的问题，也很容 

易实现控制的多输入多输出，相对于单输入单输出 

问题并不需要作额外的工作； 

(3)DNDP具备较好的自学习能力，仿真中从 

随机初始化状态开始，比较迅速地学习到了清晰的 

反映系统物理规律的控制策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 

复杂得多的控制问题，可以期望 DNDP能够为更好 

地认识问题本质提供启示。 

由于本文研究的这类方法包含了不确定性对 

象，弱化了假设条件，而且发展时间较短，所以相 

关的一些理论基础尚不完善，其在参数调整过程中 

的系统稳定性证明目前还只限于线性二次型 (LQ) 

问题[14,15]。而适用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研究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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