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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

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各个子系统的上层

控制器控制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调度，中压直流上

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传

输功率，与交流配电管理系统和各交、直流微电

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讯；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

制器根据交、直流微电网的优化调度目标，向DC-

AC、DC-DC下发功率指令，控制交、直流微电网与

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互联功率，实现区域的协调

控制；解决了现有技术的微电网的各个子系统内

部没有进行优化调度，各子系统间没有进行协调

控制，导致整个系统稳定性差，影响系统安全运

行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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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各个子系统

的上层控制器控制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调度，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

联装置的传输功率，与交流配电管理系统和各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讯；交、直

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根据交、直流微电网的优化调度目标，向DC-AC、DC-DC下发功率指令，

控制交、直流微电网与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互联功率，实现区域的协调控制；

所述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优化调度公式为：

式中： 为t时刻第n个MMC向中压直流母线输出的有功功率，n＝{1,…,NMV}；NMV

为MMC的数量；floss,t是t时刻配电网的总有功损耗；fbal,t是t时刻交流线路的负载均衡率；α

和β为权重系数；NT为调度周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其

特征在于：交、直流微电网的的上层控制器的优化调度公式为：

式中，CCG(t) ,CES(t)和CDR(t)分别为微电网内可控分布式电源、储能和需求响应负荷的

调度成本；CM(t)为微电网向配电网的净售电收益；NT为调度周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其

特征在于：区域的协调控制方法为：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

电网上层控制器相互通讯，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互联功率约束，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

根据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优化结果进行实时滚动优化，交互运行状

态，实现区域的协调控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其

特征在于：它还包括各个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所述局部自治的方法为：交流微电网上层

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分别向DC-AC和DC-DC互联装置下发功率调度指令

和 控制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实际传输功率，实现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

治；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传输功率PIC,ac和PIC,dc，同时实

时采集交流配电管理系统的负荷功率Pload，以交流配电线路负载率均衡、系统有功损耗最

小为目标分配各子MMC的互联功率，实现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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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电网与配电网优化调度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

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配电系统馈线之间的互联通常基于分段联络开关进行设计，在实际运行中往

往采用闭环设计、开环运行的供电方式。随着分布式电源、储能、电动汽车、微电网等大规模

接入，及主动配电、自愈控制及需求侧响应等新型技术的广泛实施与应用，基于常规联络开

关的常规网络连接方式已成为制约配电系统运行经济性、灵活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升的主

要瓶颈。未来智能配电系统应能够具备灵活、可靠、高效的配电网架构，实现潮流灵活调度

与控制[1-2]。基于背靠背电压源型变流器的智能软开关技术(soft  open  point,SOP)[3-5]，

可代替传统基于断路器的馈线联络开关，实现馈线间柔性互联，极大提高配网潮流控制的

灵活性、快速性和准确性，近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0003] 另一方面，随着功率半导体技术及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直流负荷的大量应

用，直流配电网以其输送能力强、造价低，以及能高效、可靠接入分布式能源发电和储能单

元等技术优势[6-7]，也已逐渐成为各国的研究热点之一。文献[8]分析了中压柔性直流配电

网在深圳电网的应用前景，提出了相应的系统架构、关键设备和运行方式。文献[9]首次系

统地探讨了适用于我国电网现状的直流配电电压等级序列与典型网络架构，从高、中、低三

个电压等级提出包含数据中心直流配网、工业园区直流配网、城市负荷中心等7种直流配电

系统的典型应用场景，指出直流配电技术为构建未来新型智能配电网提供了新的思路。

[0004] 中压配网层面，可以预计未来智能配电网将会从基于SOP的配电网柔性互联阶段，

逐渐发展至更加灵活、可靠、高效的交直流混合的配电网络。作为未来智能配电网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图1所示中压直流配电中心可深度融合多端SOP和交/直流微电网；该结构

不仅可以实现多条交流馈线的柔性互联，还可以灵活接入用户侧的交/直流微网系统，交流

配网增容受限的城市负荷中心与多端柔性直流配网[9]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现

有技术的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由于微电网的各个子系统内部没有进行优

化调度，各子系统间没有进行协调控制，由于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出力预测和负荷预测具

有不确定性，如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导致光伏出力锐减、短时间的负荷突增等情况，导致整个

系统稳定性差，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等技术问题。

[0005] 参考文献

[0006] [1]王成山,王丹,周越.智能配电系统架构分析及技术挑战[J].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5,39(9):2-9.

[0007] [2]王成山,王守相,郭力.我国智能配电技术展望[J].南方电网技术,2010,4(1):

18-22.

[0008] [3]Rueda-Medina  A  C ,Padilha-Feltrin  A .Distributed  Generators  as 

Providers  of  Reactive  Power  Support—A  Market  Approach[J].IEEE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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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wer  Systems,2013,28(1):490-502.

[0009] [4]王成山,宋关羽,李鹏,等.一种联络开关和智能软开关并存的配电网运行时序

优化方法[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6,36(9):2315-2321.

[0010] [5]王成山,孙充勃,李鹏,等.基于SNOP的配电网运行优化及分析[J].电力系统自

动化,2015,39(9):82-87.

[0011] [6]宋强,赵彪,刘文华,等.智能直流配电网研究综述[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3,33(25):9-19.

[0012] [7]Starke  M ,Tolbert  L  M ,Ozpineci  B .AC  vs .DC  distribution:A  loss 

comparison[C]//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

2008.T&D.IEEE/PES.IEEE,2008:1-7.

[0013] [8]刘国伟,赵彪,赵宇明,等.中压柔性直流配电技术在深圳电网的应用框架[J].

南方电网技术,2015,9(9):1-10.

[0014] [9]盛万兴,李蕊,李跃,等.直流配电电压等级序列与典型网络架构初探[J].中国

电机工程学报,2016,36(13):3391-3403.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

度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的微电网的各个子系统内部没有进行优化调度，各子系统间没有

进行协调控制，由于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出力预测和负荷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如突发的强

对流天气导致光伏出力锐减、短时间的负荷突增等情况，导致整个系统稳定性差，影响系统

安全运行等技术问题。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

[0017] 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各个子系统的上层控制

器控制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调度，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传

输功率，与交流配电管理系统和各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讯；交、直流微电网上

层控制器根据交、直流微电网的优化调度目标，向DC-AC、DC-DC下发功率指令，控制交、直流

微电网与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互联功率，实现区域的协调控制。

[0018] 交、直流微电网的的上层控制器的优化调度公式为：

[0019]

[0020] 式中，CCG(t) ,CES(t)和CDR(t)分别为微电网内可控分布式电源、储能和需求响应负

荷的调度成本；CM(t)为微电网向配电网的净售电收益；

[0021] NT为调度周期。

[0022] 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优化调度公式为：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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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式中： 为t时刻第n个MMC向中压直流母线输出的有功功率，n＝{1,…,NMV}；

floss ,t是t时刻配电网的总有功损耗；fbal ,t是t时刻交流线路的负载均衡率；α和β为权重系

数。

[0025] 区域的协调控制方法为：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

电网上层控制器相互通讯，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互联功率约束，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

根据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优化结果进行实时滚动优化，互相交互运

行状态，实现区域的协调控制。

[0026] 它还包括各个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所述局部自治的方法为：交流微电网上层

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分别向DC-AC和DC-DC互联装置下发功率调度指令 和

控制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实际传输功率，实现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中

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传输功率PIC ,ac和PIC ,dc，同时实时采

集交流配电管理系统的负荷功率Pload，以交流配电线路负载率均衡、系统有功损耗最小为

目标分配各子MMC的互联功率，实现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通过优化分别向DC-AC和

DC-DC互联装置下发功率调度指令 和 控制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实际传输

功率，实现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

联装置的传输功率PIC,ac和PIC,dc，同时实时采集交流配电管理系统的负荷功率Pload，以交流

配电线路负载率均衡、系统有功损耗最小等为目标分配各子MMC的互联功率，实现中压直流

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

[0029] 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相互通

讯，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互联功率约束，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根据交流微电网上层控

制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优化结果进行实时滚动优化，互相交互运行状态，实现子系统间

的协同优化；解决了现有技术的微电网的各个子系统内部没有进行优化调度，各子系统间

没有进行协调控制，由于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出力预测和负荷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如突发

的强对流天气导致光伏出力锐减、短时间的负荷突增等情况，导致整个系统稳定性差，影响

系统安全运行等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中压直流配电中心通用运行控制基本框架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与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调度框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一种含多微电网的柔性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优化调度方法，各个子系统的上层控制

器控制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调度，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传

输功率，与交流配电管理系统和各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讯；交、直流微电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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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控制器根据交、直流微电网的优化调度目标，向DC-AC、DC-DC下发功率指令，控制交、直流

微电网与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互联功率，实现区域的协调控制。

[0034] 图1是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系统结构示意图，包括中压直流上层集中控制器、交流微

电网上层控制器、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交流配电管理系统。

[0035] 图2是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系统结构，包括低压交流微电网、低压直流微电网、中压

直流配电中心、交流配电网。中压直流配电中心包括MMC和中压直流母线。

[0036] 交、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优化模型

[0037] 交流或者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的优化目标为微电网的净收益最大，其中包括设

备调度成本以及售电收益，其表达式如下：

[0038]

[0039] 式中，CCG(t) ,CES(t)和CDR(t)分别为微电网内可控分布式电源、储能和需求响应负

荷的调度成本；CM(t)为微电网向配电网的净售电收益；NT为调度周期。

[0040] 可控分布式电源成本函数和运行约束：

[0041] 可控分布式电源主要包括微型燃气轮机、燃料电池等，发电成本函数表达式为：

[0042] CCG(t)＝(aPMT(t)+b)Δt           (2)

[0043] 式中，PMT(t)为t时刻的分布式电源的有功发电功率；a和b为常量；Δt为时间步长。

[0044] 由于微型燃气轮机的功率响应速度相对较快，故不考虑其爬坡率约束，仅考虑输

出功率约束：

[0045]

[0046] 式中， 和 分别为分布式电源有功功率的下限和上限。

[0047] 储能成本函数和运行约束：

[0048] 储能的运行成本主要考虑其一次投资成本和运维成本，在投资回收期内的平均充

放电成本可表示为：

[0049]

[0050] 式中：KES为储能单位充放电成本； 和 分别为t时段储能放电和充电

功率；η为储能充放电效率。

[0051] 运行过程中储能需要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0052]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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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0056] 式中： 是储能最大充放电功率；UES(t)为t时段储能充放电状态，0表示充电，

1表示放电； 和 分别为储能最小和最大的剩余容量；EES(0)为储能在调度初始时

刻的容量。

[0057] 需求响应负荷成本函数和运行约束：

[0058] 需求响应负荷，可以灵活调整负荷特性，运行约束表达式如下：

[0059]

[0060]

[0061] 式中：PDR(t)为t时段需求响应负荷实际调度功率，DDR为需求响应负荷总用电量，

和 分别为t时段需求响应负荷最小和最大功率。

[0062] 需求响应可以改变用户的用电计划，所以用电计划的改变势必影响用户的舒适

度，因此，微电网需付出的调度成本表达式如下：

[0063]

[0064] 式中： 为t时段需求响应负荷的期望用电功率，KDR为需求响应负荷单位调度

成本。

[0065] 上式中的绝对值项用于表示实际调度功率和期望用电功率之间的偏差，通过引入

辅助变量PDR1(t)、PDR2(t)及相关约束，可将其化为如下线性形式：

[0066] CDR(t)＝KDR(PDR1(t)+PDR2(t))Δt                 (12)

[0067]

[0068] PDR1(t)≥0,PDR2(t)≥0            (14)

[0069] 配电网交换功率

[0070] 当微电网内的负荷供给不足时，需要向配电网购电；反之，微电网可将富余的电能

出售给配电网，获取收益。微电网和配电网之间的交换功率需满足如下约束：

[0071]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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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式中： 和 分别为t时段微电网向配电网购买和出售的功率；PL(t)

为t时段非弹性负荷功率；PRES(t)为t时段可再生分布式电源出力；UM为t时段微电网的购电

状态，0表示售电，1表示购电； 为微网向配电网购电或售电最大功率。

[0075] 微电网侧DC-AC逆变器和DC-DC逆变器的传输功率约束：

[0076] 直流微电网和交流微电网的传输功率应不超过变流器设定的最大传输功率。

[0077]

[0078]

[0079] 式中：PDC-DC是直流微电网向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传输功率， 是DC-DC逆变器

的最大传输容量；PDC-AC和QDC-AC分别交流微电网向中压直流配电中心的传输功率， 是

DC-AC的最大传输容量。

[0080] 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优化模型

[0081] 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的优化目标为调度周期NT(一天24h)内系统有功损耗和交流

线路负载均衡率的加权和最小，表达式如下：

[0082]

[0083] 式中： 为t时刻第n个MMC向中压直流母线输出的有功功率，n＝{1,…,NMV}；

floss ,t是t时刻配电网的总有功损耗；fbal ,t是t时刻交流线路的负载均衡率；α和β为权重系

数，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其中：

[0084] floss,t＝Ploss,ACline,t+Ploss,DCline,t+Ploss,MMCs,t      (21)

[0085]

[0086] 式中：Ploss ,AClines ,t为交流线路有功损耗，Ploss ,DCline ,t为直流线路有功损耗，

Ploss ,MMCs ,t为MMC损耗；Iload ,l ,t为t时刻支路l的负荷平衡指标，定义为流过该支路的电流幅

值与支路最大允许载流量的比值；NL为系统支路数。

[0087] 交流配电网潮流等式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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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式中：Pij,t和Qij,t分别表示t时刻从上游节点i流向节点j的有功和无功功率，节点

间关系可表示为i→j；Rij和Xij分别表示节点i与节点j间的线路电阻值和电抗值；Vi,t为t时

刻节点i的电压幅值；Pj,t和Qj,t为t时刻节点j净负荷的有功和无功功率；N表示交流配电网

所有节点的集合。

[0090] 对于MMC变流器接入的交流节点，节点净负荷的表达式如下：

[0091]

[0092] 式中：PLj,t和QLj,t为t时刻节点j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 和 分别为t时

刻第n个MMC从交流节点j吸收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0093] 基于以上变量定义，交流线路损耗表达式为：

[0094]

[0095] 直流线路潮流等式约束：

[0096]

[0097] 式中：Plm ,t表示t时刻从直流节点l流向节点m的有功功率，节点间关系可表示为；

Rlm表示节点l与节点m间的直流线路电阻值；Vl,t为t时刻节点l的电压幅值；Pm,t为t时刻节点

m的负荷有功功率；M表示直流网络所有节点的集合。

[0098] 基于以上变量定义，直流线路损耗表达式为：

[0099]

[0100] 3)MMC的运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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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0102] 式中： 为t时刻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的有功功率损耗； 为第n个DC-

AC双向变流器的损耗系数； 和 分别为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从从交流侧吸收

无功功率的下限和上限值； 为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的容量。

[0103] 4)MMC的下垂控制模型:

[0104]

[0105]

[0106] 式中： 为t时刻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向中压直流母线输出有功功率的参

考值；Kn为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P-U的下垂系数； 为t时刻第n个DC-AC双向变流器

控制中压直流母线电压的参考值； 和 分别为交流微电网和直流微电网从中压直

流母线吸收的有功功率。

[0107] 若设定

[0108] 则当 时，

[0109] 上述稳态模型的解为

[0110] 故当直流配电中心的双向变流器采用下垂控制调节中压直流母线电压时，稳态模

型可简化为：

[0111]

[0112] 运行电压水平约束：

[0113] 系统中各节点的运行电压水平应限制在极限电压水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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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交流部分：

[0115] V0,t＝Vref                  (32)

[0116]

[0117] 式中：Vref为变电站入口电压幅值；ε为节点电压的最大允许偏差。

[0118] 直流部分：

[0119] umin≤ui≤umax,  i＝1,...,n        (34)

[0120] 式中：ui为直流线路上的电压，umax、umin分别为直流电压的上下限。

[0121] 2.上层控制器架构

[0122] 由图1所示，该中压直流配电中心上层控制由中压直流上层集中控制器、交流微电

网上层集中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集中控制器组成。

[0123] 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通过优化分别向DC-AC和DC-DC

互联装置下发功率调度指令 和 控制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实际传输功率，实

现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的局部自治。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实时采集DC-AC和DC-DC互联装置的

传输功率PIC,ac和PIC,dc，同时实时采集交流配电管理系统的负荷功率Pload，以交流配电线路

负载率均衡、系统有功损耗最小等为目标分配各子MMC的互联功率，实现中压直流上层控制

器的局部自治。

[0124] 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交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器相互通

讯，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互联功率约束，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根据交流微电网上层控

制和直流微电网上层控制优化结果进行实时滚动优化，互相交互运行状态，实现子系统间

的协同优化。

[0125] 3.调度计划：

[0126] 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出力预测和负荷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如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导

致光伏出力锐减、短时间的负荷突增等情况。同时该系统在运行中，可能会出现MMC退出运

行、投入运行等一些非正常工况。当MMC退出运行时，配电网与微电网间的互联功率约束数

值减少。当互联功率大于MMC的最大额定传输功率时，微电网平衡单元紧急就地控制。中压

直流上层控制器与交(直)流子微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信，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新的互

联功率约束。当MMC恢复运行时，配电网与微电网间的最大交换功率数值增大。中压直流上

层控制器与交(直)流子微网上层控制器进行通信，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下发新的互联功率

约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系统采用微电网的滚动优化和配电网的实时调度，由图3所示。

[0127] 微电网的滚动优化：从0时刻的每个整点时刻，交(直)流子微网上层控制器根据预

测，制定一个从该时刻到24时刻的运行计划，时间尺度为1个小时。

[0128] 配电网的实时调度：中压直流上层控制器根据微网的调度计划，进行实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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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2

CN 108667147 B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3

CN 108667147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