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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公开了一种独立微网系统优化设计方法，所述独立微网系统包括柴油发电机、风力发电机、光伏阵列
和储能电池，具体的优化方法是指基于独立微网系统的多目标优化设计模型，在优化规划设计模型上，考虑
了多台柴油发电机的组合开机方式、储能电池与柴油发电机之间的协调控制策略，使得独立微网系统中的可
再生能源利用率更高，运行更经济，更环保；针对系统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稳定性，考虑了独立微网稳定性
需求的备用容量；在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求解算法上，采用基于 NSGA-II 的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多目标问题
求解，从而实现对独立微网系统的经济性、可靠性和环保性三大 目标的多目标优化。



独 立微 网系统 的优化 方法

本 申请要求于2013 年 3月27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2013 10103553.5 ,

发明名称为 "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方法" 的中国专利 申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

容通过 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 申请涉及独立微 网系统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方

法。

背景技术

独立微 网系统是指与大电网隔离、独立运行的小型电力系统，以偏远地 区

或者海岛为主要供 电对 象，并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 电，如光伏阵列和风力发

电等多种类型的分布式发 电单元组合在一起构成，可以有效发挥单一能源系统

的优点，实现多种 能源互补 ，提 高整个独立微 网系统的效率和能源利用率，相

比单一的光储 系统或者风储 系统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供 电可靠性。

开展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规划设计 ，需要充分考虑独立微 网系统 内分布式

发 电单元的组合方案和运行控制策略 。国内外的研究多采用基 于气象数据和 负

荷数据 的准稳 态逐时仿真优化设计方法，根据 已获得 系统全寿命周期 内的风

速 、光照强度 、温度和 负荷的原始数据 ，利用准稳态仿真程序 ，计算不同类型

可再生能源组合方案下系统的各项指标。该方法在优化规划中可以详细模拟全

寿命周期 内可再生能源资源、负荷变化情况，以及独立微 网系统的运行控制策

略 ，但需要 占用大量的仿真计算时间；在优化算法上 ，由于优化 问题是一个 包

含 离散 变量和连续变量的混合优化规划问题 ，一般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对该类 问

题进行求解 ，在进行优化规划时，通常希望能够同时满足多个指标约束条件 ，



但 实际上在多 目标优化 问题 的求解 中，不同 目标之 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在优

化规划设计上 ，所配置柴油发 电机单机容量的大小、多机设备 的组合开机方式

等都直接影响整个 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 ，现有 的独立微 网优化设计方法 中针对

这一 问题均对其简化处理 ，通常只能对柴油发 电机组 的总功率进行优化设计 ，

未考虑柴油发 电机 的类型和多机组合方案 ，在优化 变量 中，未同时考虑设备类

型和设备容量的组合优化 。

发 明 内容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一种独立微 网系统优化设计方法，以

实现独立微 网系统的多 目标优化设计运行更经济，可靠性更高，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更高，技术方案如下：

本 申请提供一种独立微 网系统优化方法，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至少包括柴油发 电

机 、风 力发 电机 、光伏阵列和储 能电池，包括 ：

获取所述柴油发 电机 、所述风力发 电机 、所述光伏阵列和所述储 能电池的设备

参数 ；

依据所述柴油发 电机 、所述风力发 电机 、所述光伏阵列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设备

参数 ，利用多 目标遗传算法进行遗传算法求解优化 ，在求解的过程 中采用准稳

态仿真策略 ，并为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预 留预设 的备用容量 ，获得所述独立微 网

系统的优化指标 ，最终通过所述多 目标遗传算法获得优化结果；

其 中，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指标为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负荷容量

缺失率和污染水平 ，所述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为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中的

所有设备 的在整个工程寿命 内的成本现值和残值现值 ；所述 负荷容量缺 失率为



未满足需求的负荷容量与整个负荷需求容量的比值；所述污染物排放为各种污

染物每年的排放总量；

所述准稳态仿真策略包括硬充电策略和平滑功率策略，其中，在所述硬充电策

略下，柴油发电机与储能电池轮流作为主电源满足净负荷需求，允许所述柴油

发电机为所述储能电池充电；在所述平滑功率策略下，储能电池仅作为所述柴

油发电机的补充电源，当所述柴油发电机无法单独满足负荷的情况下放电。

优选的，所述为所述独立微网系统预留预设的备用容量具体为，在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规划设计模型中，将维持电压频率稳定的柴油发电机和储能电池

作为主电源，在每一个运行时刻，根据所述风力发电机、所述光伏阵列、以及

负荷的实际功率，预留预设的备用容量。

优选的，所述利用NSGA-II 多 目标遗传算法进行遗传算法求解的过程中，选取

所述独立微网系统中的所述风力发电机的类型、所述风力发电机的台数、所述

柴油发电机的类型、所述柴油发电机的台数、所述光伏阵列的容量、所述储能

电池的类型、并联支路数，以及所述储能电池用的双向变流器的容量为优化变

量。

优选的，所述获得所述独立微网系统的全寿命周期内的总成本现值、污染水平

和负荷容量缺失率，具体为：

以小时为仿真步长，依据所述独立微网系统所在区域内的风力资源、光照资源

和负荷需求情况，对所述独立微网系统内的每个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内的准稳

态仿真，根据预设的控制策略，确定每个时间步长内，所述柴油发电机的投入

台数和耗油量、所述储能电池的充放电功率和剩余容量，以及所述时间步长内



的未满足 的负荷量和浪 费功率指标 ，计算得到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污

染水平和 负荷缺失率 。

优选的，所述硬充电策略为：

计算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的净 负荷及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所述净 负荷为 负荷

功率减去风力发 电机和光伏阵列的发 电功率；

依据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的大小 、上一时间步长 内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开机情

况、储 能电池的最大充放 电功率 ，确定 当前时间步长 内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投

入 台数 ，并计算 当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 ；

确定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需投入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台数后 ，依据净 负荷需求 ，

计算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实际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耗油量 、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放

电量 、未满足 的负荷量和浪 费能量指标；

优选的，所述确定 当前时间步长 内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组的投入 台数 ，并计算 当

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具体 包括：

若未满足最小运行小时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能够满足所述考虑备用

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则允许所有达到最小运行时间要 求

的柴油发 电机退 出运行；否则，逐 台退 出达到最小运行时间要求的柴油发 电机 ，

直到未退 出的柴油发 电机 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和所述储 能电池

的充电需求；

若未满足最小运行小时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不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

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且 已投入运行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

总功率未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则逐



台投入新 的柴油发 电机 ，其 中，所述投入 的新 的柴油发 电机不为所述储 能电池

充电；

若逐 台投入 的新 的柴油发 电机之后 ，所有运行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仍不能满足所

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的需求，则计算由于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能量不足导致

的容量缺额 ；

由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补充所述容量缺额 ；

若所述储 能电池的放 电功率和所有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之和 ，仍不能满

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则计算 当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 ，进而计算得到

负荷容量缺失率。

优选的，在确定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所需投入 的柴油机 台数后 ，计算 出当前时间

步长 内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实际耗油量 、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放 电量 、未满足 的 负

荷量和浪 费能量指标时，还 包括：

判断所有运行 的柴油发 电机运行在最小出力水平是否满足所述净 负荷及所述

储 能电池的充 电需求，若是 ，则使所有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运行在最小出力水平 ，

并计算 由于最小出力水平限制 而产生的过剩 电能；否则，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

出力水平 由所述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 电需求来确定；

若所有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处于额定运行状态仍不能满足所述净 负荷的需求，则

使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和所述柴油发 电机共 同为所述 负荷供 电；

若在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后 ，所述储 能电池的放 电功率和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

率仍不能满足所述净 负荷 ，则计算得到 当前 负荷的实际容量缺额 。

优选的，所述平滑功率策略具体为：



计算 当前时间步长 内的净 负荷 ，所述净 负荷为 负荷功率减去风力发 电机和光伏

阵列的发 电功率；

当所述净 负荷 大于零 时，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超 出正常运行 区间的上限时，优先

使用所述储 能电池补充由于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容量不足导致 的容量缺额 ；

若所述储 能电池无法满足所述容量缺额 ，或所述储 能电池的容量低于所述储 能

电池的最小下限时，则逐 台投入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

若在逐 台投入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后 ，仍无法满足所述净 负荷 ，则计算 出的未

满足 的 负荷功率为 负荷缺失功率；

若所述净 负荷 大于零 ，但单 台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出力小于最小 出力水平 ，则减

少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投入 台数 ，直至所有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处理恢复至正常

工作 区间，若减小至仅剩一 台所述柴油发 电机 ，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出力仍 小

于所述最小出力水平 ，则放弃部分发 电出力，并将放弃的发 电出力作为剩余功

率 ，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不给所述 电池充电；

当所述净 负荷 小于零 时，关闭所述柴油发 电机 ，利用所述风 力发 电机和/或所

述光伏阵列为所述储 能电池充 电，若为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功率超过所述储 能

电池的最大充 电功率 ，或所述储 能电池的容量达到最大容量时，放弃部分所述

风力发 电机和/或所述光伏阵列的输 出功率 ，并计算剩余功率。

由以上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见 ，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优化设计方法，

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包括柴油发 电机 、风力发 电机 、光伏阵列和储 能电池，具体

的优化方法是指基 于独立微 网系统的多 目标优化设计模型 ，在优化规划设计模

型上 ，考虑 了多台柴油发 电机 的组合开机方式、储 能电池与柴油发 电机之 间的

协调控制策略 ，使得独立微 网系统 中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更高，运行更经济，



更环保；针对系统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稳定性，考虑了独立微网稳定性需求的

备用容量；在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求解算法上，采用基于NSGA-II 的多目标遗

传算法进行多目标问题求解，从 而实现对独立微网系统的经济性、可靠性和环

保性三大 目标的多目标优化。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独立 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独立微网优化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硬充电策略的控制流程示意图；

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平滑功率策略的控制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独立微网系统的优化方法，其具体内容为基于独立

微网系统的多目标优化设计模型，在优化规划设计模型上，考虑了多台柴油发

电机的组合开机方式、储能电池与柴油发电机之间的协调控制策略；在优化模

型的稳定性上，考虑了针对系统稳定性需求的备用容量；在优化变量选取上，

针对独立微网系统内的设备类型和装机容量同时进行优化设计；在优化模型的

求解算法上，采用基于 NSGA-II 的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多目标问题求解，最

终实现对独立微网系统的经济性、可靠性和环保性三大目标的多目标优化。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

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申请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应 当属于本 申请保护的范围。

请参见 图 1, 示出了独立微 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包括

风力发 电机 101 、光伏阵列 102、储能电池 103、柴油发 电机 104, 其中，风力

发 电机 101 、光伏阵列 102、储能电池 103 通过各 自的变流器接入交流电网系

统，柴油发 电机采用同步发 电机 ，直接并入交流电网。同时，交流电网连接 负

荷，并为负荷供 电。

请参见图 2 示 出了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的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方法流程示

意图，包括以下步骤：

110, 获取所述柴油发 电机 、所述风力发 电机 、所述光伏阵列和所述储能

电池的设备参数。

120, 利用多 目标遗传算法进行遗传算法求解优化 ，在求解的过程 中采用

准稳态仿真策略，并为独立微 网系统预 留预设的备用容量，获得独立微 网系统

的优化指标，通过所述多 目标遗传算法获得优化结果。

其 中，所述优化指标为独立微 网系统的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负荷

容量缺失率和污染水平。

所述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为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中的所有设备 的在

整个工程寿命 内的成本现值和残值现值；所述 负荷容量缺失率为未满足需求的

负荷容量与整个负荷需求容量的比值；所述污染物排放为各种污染物每年的排

放总量；

所述准稳态仿真策略 包括硬充电策略和平滑功率策略，其中，在所述硬充

电策略下，柴油发 电机与储能电池轮流作为主电源满足净负荷需求，允许所述

柴油发 电机为所述储能电池充电；在所述平滑功率策略下，储能电池仅作为所

述柴油发 电机的补充电源，当所述柴油发 电机无法单独满足 负荷的情况下放

电。

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的独立微 网系统优化设计方法，应用于包括柴油发 电

机 、风力发 电机 、光伏阵列和储能电池的独立微 网系统，具体的优化方法是指

基于独立微 网系统的多 目标优化设计模型，在优化规划设计模型上，考虑 了多

台柴油发 电机的组合开机方式、储能电池与柴油发 电机之 间的协调控制策略 ，



使得独立微 网系统 中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更高，运行更经济，更环保 ；针对 系

统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稳定性 ，考虑 了独立微 网稳定性需求的备用容量；在优

化规划设计模型的求解算法上 ，采用多 目标遗传算法进行多 目标 问题求解 ，从

而实现对独立微 网系统的经济性 、可靠性和环保性三 大 目标的多 目标优化 。

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的优化设计主要 围绕三个指标分别是 ：全寿命周期 内的

总成本现值 、负荷容量缺失率和污染物排放 水平。

目标函数表示为：

Min{f ) i=l,2,3 ( 1 )

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包括成本现值和残值现值 两个部分 ，其数 学表

达式为 :

J - ( + salvage 、 >

式 中， 代表整个 系统的工程寿命 ，单位 为年； 为折现率； ¾ 代表第

年的成本 ，单位为元/年； ， 代表设备 残值 ，残值产生于经济评估寿命 的最

后一年 。

C(k) 的计算公 式如下：

式 中， 代表第 k 年的初始投 资， )代表第 k 年的更新 费用 ，C

代表第 k 年的维护 费用 ， 代表第 k 年的燃料 费用 ，单位 均为元/年 。

具体 变量计算公 式分列如下：

_ C Ibattery + C nd + + C Co 4 )

式 中， 代表储 能电池的投 资费用 、 代表光伏阵列的投 资费用 、

C 代表风力发 电机 的投 资费用 、 代表柴油发 电机 的投 资费用 、C C er

代表储 能电池用变流器的投 资费用 ，单位 均为元 。需要说 明的是 ，初始投 资只

产生于经济评估寿命 的第一年 ，其他年份不存在初始投 资费用 。

CR (k)+C RConverter (k) ( 5 )

式 中，GRbattery (k:> 代表第 k 年 的储 能电池的更新 费用 、CRpv(k) 代表第 k 年



的光伏阵列的更新费用 CRwind(k) 代表第k 年的风力发电机的更新费用 CRDG(k)

代表第 k 年的柴油发电机的更新费用、CRC erter( ) 代表第 k 年的储能电池用
变流器的更新费用，单位均为元。

CM ( )

式中，C atte从 代表第 k 年的储能电池的维护费用、CMp 代表第 k

年的光伏阵列的维护费用、c
Mw

代表第 k 年的风力发电机的维护费用、
CMD k 代表第 k 年的柴油发电机的维护费用、CMComerter ) 代表第 k 年的储
能电池用变流器的维护费用，单位均为元。

负荷容量缺失率 （LOC, Loss of Capacity ) 其数学表达式为：

f = LOC = ( 7 )

式中，五 为总的未满足需求的负荷容量， 。 为总的负荷需求容量，LOC

表示未满足需求的负荷容量与总的负荷需求容量的比值。
独立微网年污染物排放水平的数学表达式为：

f = ∑ (σ + c + C + σ Ν Ο + σ )v fule (k) ( 8 )
k=l

式中， 代表 0 2的排放系数、 代表 CO 的排放系数、 代表碳氢
化合物 HC 的排放系数、浐 代表 NO 的排放系数、 代表 S 的排放系数，单
位均为kg/L; fe ( 代表第 年柴油发电机的柴油年消耗量，单位是升。

利用上述的公式计算独立微网系统的全周期寿命内的总成本现值、负荷容
量缺失率和污染物排放水平。

利用 NSGA-II 的多目标遗传算法对独立微网的优化规划设计模型的多目
标进行求解，

基于NSGA-II 的多目标遗传算法的求解过程如下：
首先，进行系统初始化，读取独立微网系统中的各个设备的参数及遗传算

法的参数，利用随机函数产生第一代父代种群，调用准稳态仿真策略，计算所
述第一代父代种群中的各个个体的适应度函数值，并执行Pareto 排序操作。同
时，从第一代父代种群中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操作得到子代种群，通过准稳
态仿真策略，计算子代种群中各个个体的适应度函数值，与父代种群合并后生



成 中间种群 ，并执 行 Pareto 排 序操作 ，选择 生成 下一代 父代种群 ，最后 ，判 断

种群 的迭代 次数是 否满足 终止条件 ，具体 的 ，判 断是 否满足 终止条件是 判 断种

群 的迭代 次数是 否达到预设 的次数 ，若 满足 ，则输 出优化 结果 ，否则 ，重复 以

上操作 。

具体 的 , 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的各 个设备 的参数 具体 包括设备 的类型 、技 术

参数 和 经济参数 等 ，从 而获取 准稳 态仿真 所必须 的参数 。

所述遗传 算法的参数 主要 包括种群 大小 、迭代 次数 、交叉概 率 、变异概 率 。

本发 明通 过上述 的多 目标遗传 算法求解 ，得 到最后 一代种群 的所有 非支配

解构成 的集合 ，即所研 究 问题 的 Pareto 最优解 集 ；各 非支配解对应 的 目标 函数

构成 的解 集 ，即该 问题 的 Pareto 最优 边界 ，也 即本发 明多 目标 问题 的最优 解 集 。

在 利用 NSGA-II 的 多 目标遗传 算法进行 最优解 求解 时 ，采用 的准稳 态仿

真控 制 策略 包括硬 充 电策略和平滑功率 策略 ，以小时为仿真 步长 ，根据 所述独

立微 网系统所在 区域 内风 力资源 、光照 资源和 负荷 需求情况 ，对 系统 中的每 个

设备 进行全寿命 周期 内的准稳 态仿真 ，根据预设 的控 制策略 ，即硬 充 电策略 和

平滑功率策略 ，确 定每 个 时 间步长 内，柴油发 电机 的投入 台数 和耗 油量 、储 能

电池 的充放 电功率 、剩余容量 ，以 及 该 步长 内的未满足 的 负荷容量和浪 费功率

等指标 ，从 而，利用上述 的公 式计 算全 寿命 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污染物排放

水平和 负荷缺 失率 。

在硬 充 电策略 下 ，柴油发 电机 104 与储 能 电池 103 轮 流作 为主 电源满足 净

负荷 需求 ，允许 柴油发 电机 为储 能 电池充 电，从 而尽 量减 少柴油机组 的运 行 时

间，一般 适用 于可再生 能源资源较 为丰 富 ，因环境 或 能源约束对 柴油发 电机运

行 时 间有 限制 的场合 。

硬 充 电策略分 为 以 下步骤 ：

计 算独立微 网系统 的净 负荷 P 1 , 其 中，所述独立微 网的净 负荷 Pl= 负荷

功率 - ( 风 力发 电+光伏 阵列 的发 电功率 ）。

确 定 当前 时 间步长 内的柴油发 电机 的投 入 台数 ；其 中，依据 考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P2 的 大小 ，上一 时 间步长 内柴油发 电机 的开机 情 况 、储 能 电池 的最

大充放 电功率 ，确 定柴油发 电机 的投 入 台数 。

在确 定 出当前 时 间步长 内需要投入 的柴油发 电机 的 台数后 ，计 算 出当前 负



荷 下的容量短缺 Ecs ( t )。

在 确 定 出当前 时 间步长 内需要投入 的柴油发 电机 的 台数后 , 依 据 净 负荷 需

求 ，计 算 出当前 时 间步长 内实际的所述 柴油发 电机 的耗 油量 、所述储 能 电池 的

充放 电量 、未满足 的 负荷量和浪 费能量指标 。

具体 的 ，请 参见 图 3 , 示 出 了硬 充 电策略 的具体控 制 流程 示意 图，包括 以

下步骤 ：

该策略 的仿真 步长为 t=l 小 时 ，每 次执行 该硬 充 电策略前判 断 t 是 否 大于

8760 小 时 ( 一年有 8760 个 小 时 ）。

201 , 计 算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的净 负荷 （P 1 )及 考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P2 )

的 大小 ，同时计 算储 能 电池 的最 大充 电功率 （P3 ) 和 最 大放 电功率 （P4 )。

202, 判 断 未达到 最 小运 行 小时数 的柴油发 电机 的总发 电容量是 否 能满足

考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P2 ) 和储 能 电池 的充 电需求 ，若是 ，则执行 步骤 204;

否则 ，执行 步骤 203;

考 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Ρ2=Ρ 1+ δ , 其 中 δ 是 为独立微 网系统预 留的备 用

容量 ，从 而使 系统运 行 更稳 定 。

具体 实施 时 ，柴油发 电机 的总 台数 为 m , 上一 时刻 的投 入运 行 的柴油发 电

机 的 台数 为 n , 当前 步长未满足 最 小运 行 小时数 的柴油发 电机 台数 为 n l 。柴 油

发 电机 的最 大 出力为 P5 , 柴 油发 电机 的最 小 出力为 P6。

本 步骤 实际是 判 断 n l P 是 否 大于 P2+P3 。

203 , 判 断上一 时刻投 入 的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是 否满足 考虑备 用容量 的

净 负荷 和储 能 电池 的充 电需求 ，若是 ，则执 行 步骤 205; 否 则 ，执行 步骤 206 。

本 步骤 实际判 断 n X P5 是 否 大于 P2+P3 , 若 n X P5 《P2+P3 , 表 明上一 时

刻投 入 的 n 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不能满足 考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P2 ) 和储

能 电池 的充 电需求 ；若 n x P5 > P2+P3 , 表 明上 一 时刻投 入 的 n 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能满足 考虑备 用容量 的净 负荷 （P2 ) 和储 能 电池 的充 电需求 。

204, 允许 满足 最 小运 行 小时数 的柴油发 电机 退 出运 行 ；

即关 闭 已经满足 最 小运 行 小时数 的柴油发 电机 ，这样 能够延 长柴油发 电机

的使 用寿命 。

205 , 逐 台退 出 已投入 的柴油发 电机 ，直到处 于运 行 的柴油发 电机 的容量



能够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负荷 （P2 ) 和储能电池的充电需求。

逐 台退出已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过程 包括：

2051 , 关闭一台正在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 ，即 n=n - l 。

2052, 判断当前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的总功率是否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

荷 P2 和储能电池的充电需求 P3。

206 ， 判断 已投入 的柴油发 电机 的容量是否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 P2 ) , 若是 ，则执行步骤 207; 否则，执行步骤 208 。

本步骤 中的若是具体是指 n X P5 > P2, 即上一时刻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总

功率能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P2; 若否具体是指 n x P5 《P2, 即上一时

刻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总功率不能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负荷 P2 。

207, 确定当前需要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台数。

具体的，将确定 出的当前需要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台数记为 n t。

208, 判断上一时刻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的台数 n 是否超过柴油发 电机的总

台数 m , 若是则执行步骤 210; 否则执行步骤 209 。

若 n < m , 则 n=n+ l ; 若 n=m , 贝1J储能电池放 电和柴油发 电机共 同为负荷

供 电。

2091 , 投入一台新的柴油发 电机 ，n=n + l 。

2092, 判断投入新的柴油发 电机后 ，所有的处于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的总功

率是否能满足考虑备用容量的净负荷 P2, 若是 ，则执行步骤 207; 否则，则返

回执行步骤 208 。

本步骤 实际是判断在步骤 208 投入新的柴油发 电机后 ，柴油发 电机的总功

率是否大于 P2 。

210, 判断储能电池的放 电容量与柴油发 电机的总功率之和是否满足 P2,

若是 ，则执行步骤 207; 否则，执行步骤 2 11。

本步骤 实际是判断 m X P5+P4 是否大于 P2 , 若 m x P5+P4 > P , 则执行步

骤 207; 若 m x P5+P4 《P2, 则计算容量短缺 Ecs ( t )。

2 11, 计算当前 负荷的容量短缺 Ecs ( t )。

212, 在步骤 207 确定出当前时间步长内需要投入的柴油发 电机的台数 n t
之后 ，判断所有运行的柴油发 电机运行在最小出力水平是否满足净负荷和储能



电池的充电需求，若是，则执行步骤 213; 否则，执行步骤 214 。

213 , 控制所有运行的柴油发电机运行在最小出力水平，并计算由于最小

出力水平限制而产生的过剩电能。

214, 判断所有运行的柴油发电机处于额定状态 （最大出力水平 ）时，能

否满足净负荷 P 1 的需求，若是，则执行步骤 215; 否则，执行步骤 216;

215 , 柴油发电机以额定运行状态为负荷供电，同时为储能电池充电。

216, 判断储能电池放 电和柴油发电机的总功率能否满足净负荷 P 1 的需

求，若是，则执行步骤 217; 否则，执行步骤 2 18。

217, 使储能电池放电和柴油发电机共 同来满足净负荷 P1.

218, 计算净负荷 P 1 对应的实际容量缺额 Ucs ( t )。

本实施例提供的硬充电策略考虑了多台柴油发电机的开机组合方式，以及

储能电池与柴油发电机之间的协调控制方式，从而使得独立微 网系统更经济；

考虑了备用容量，使得独立微网系统运行更稳定；储能电池与柴油发电机之间

协调控制，在柴油发电机的运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柴油发电机的运行时间和

出力状态，使柴油发电机运行在经济区，从而延长柴油发电机的使用寿命。

请参见图 4 , 示出了本申请提供的平滑功率策略的控制流程，包括以下步

骤：

301 , 计算当前时间步长内的净负荷 P l 。

302, 判断净负荷与 0 的大小关系；

303 , 当净负荷大于 0 , 且柴油发电机超出正常运行区间的上限时，优先

使用储能电池补充由于柴油发电机的容量不足导致的容量缺额。

304, 若储能电池无法满足所述容量缺额，或储能电池的容量低于储能电

池的最小下限时，则逐台投入新的柴油发电机。

相同，此处不再贅述。

305 , 若在逐台投入新的柴油发电机后，仍无法满足净负荷，则计算出的

未满足的负荷功率为负荷缺失功率。

306, 若净负荷大于 0 , 但单台柴油发电机的出力小于最小出力水平，则



减少柴油发电机的投入 台数，直至所有的柴油发电机的处理恢复至正常工作 区

间；

307, 若减小至仅剩一台柴油发电机，且柴油发电机的出力仍小于最小出

力水平，则放弃部分发电出力，并将关闭的发电出力作为剩余功率，且柴油发

电机不给电池充电；

308, 当净负荷小于 0 时，关闭柴油发电机，利用风力发电机和/或光伏阵

列为储能电池充电；

309, 若为储能电池的充电功率超过储能电池的最大充电功率，或储能电

池的容量达到最大容量时，放弃部分风力发电机和/或光伏阵列的输 出功率，

并计算剩余功率。

本实施例提供的平滑功率策略，对储能电池的容量要求相对较低，储能电

池仅作为柴油发电机的补充电源，在柴油发电机无法单独满足 负荷的情况下放

电，主要用于满足柴油发电机不能满足的那部分负荷，并吸收多余的可再生能

源的能量。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申请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



权 利 要 求

1、一种独立微网系统优化方法，所述独立微网系统至少包括柴油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光伏阵列和储能电池，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取所述柴油发电机、所述风力发电机、所述光伏阵列和所述储能电池的

设备参数；

依据所述柴油发电机、所述风力发电机、所述光伏阵列及所述储能电池的

设备参数，利用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遗传算法求解优化，在求解的过程中采用

准稳态仿真策略，并为所述独立微网系统预留预设的备用容量，获得所述独立

微网系统的优化指标，最终通过所述多目标遗传算法获得优化结果；

其中，所述独立微网系统的优化指标为全寿命周期内的总成本现值、负荷

容量缺失率和污染水平，所述全寿命周期内的总成本现值为所述独立微网系统

中的所有设备的在整个工程寿命内的成本现值和残值现值；所述负荷容量缺失

率为未满足需求的负荷容量与整个负荷需求容量的比值；所述污染物排放为各

种污染物每年的排放总量；

所述准稳态仿真策略包括硬充电策略和平滑功率策略，其中，在所述硬充

电策略下，柴油发电机与储能电池轮流作为主电源满足净负荷需求，允许所述

柴油发电机为所述储能电池充电；在所述平滑功率策略下，储能电池仅作为所

述柴油发电机的补充电源，当所述柴油发电机无法单独满足负荷的情况下放

电。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为所述独立微网系统

预留预设的备用容量具体为，在所述独立微网系统的优化规划设计模型中，将
维持电压频率稳定的柴油发电机和储能电池作为主电源，在每一个运行时刻，

根据所述风力发电机、所述光伏阵列、以及负荷的实际功率，预留预设的备用

容量。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利用 NSGA-II 多目标

遗传算法进行遗传算法求解的过程中，选取所述独立微网系统中的所述风力发

电机的类型、所述风力发电机的台数、所述柴油发电机的类型、所述柴油发电

机的台数、所述光伏阵列的容量、所述储能电池的类型、并联支路数，以及所

述储能电池用的双向变流器的容量为优化变量。



4、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得所述独立微 网系

统的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值 、污染水平和 负荷容量缺失率 ，具体为：

以小时为仿真步长，依据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所在 区域 内的风 力资源、光照

资源和 负荷需求情况，对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 内的每个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 内的

准稳 态仿真 ，根据预设 的控制策略 ，确定每个时间步长 内，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

投入 台数和耗油量 、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放 电功率和剩余容量 ，以及所述时间步

长 内的未满足 的 负荷量和浪 费功率指标 ，计算得到全寿命周期 内的总成本现

值 、污染水平和 负荷缺 失率。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硬充电策略为：

计算所述独立微 网系统的净 负荷及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所述净 负荷为

负荷功率减去风力发 电机和光伏阵列的发 电功率；

依据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的大小、上一时间步长 内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开

机情况、储 能电池的最大充放 电功率 ，确定 当前时间步长 内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投入 台数 ，并计算 当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 ；

确定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需投入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台数后 , 依据净 负荷需

求，计算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实际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耗油量 、所述储 能电池的

充放 电量 、未满足 的 负荷量和浪 费能量指标 。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 当前时间步长 内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组的投入 台数 ，并计算 当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具体 包括：

若未满足最小运行小时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能够满足所述考虑

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 ，则允许所有达到最小运行时间

要求的柴油发 电机退 出运行；否则，逐 台退 出达到最小运行时间要求的柴油发

电机 ，直到未退 出的柴油发 电机 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和所述储 能

电池的充电需求；

若未满足最小运行小时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 ，不能满足所述考虑

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 ，且 已投入运行 的所述柴油发 电

机 的总功率未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 电需求 ，

则逐 台投入新 的柴油发 电机 ，其 中，所述投入 的新 的柴油发 电机 不为所述储 能

电池充 电；



若逐 台投入 的新 的柴油发 电机之后 ，所有运行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仍不能满

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的需求 ，则计算 由于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能量不足

导致的容量缺额 ；

由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补充所述容量缺额 ；

若所述储 能电池的放 电功率和所有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总功率之和 ，仍不

能满足所述考虑备用容量的净 负荷 ，则计算 当前 负荷下的容量短缺 ，进 而计算

得到 负荷容量缺失率 。

7、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确定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

所需投入 的柴油机 台数后 ，计算 出当前时间步长 内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实际耗油

量 、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放 电量 、未满足 的负荷量和浪 费能量指标时，还 包括：

判断所有运行 的柴油发 电机运行在最小 出力水平是 否满足 所述净 负荷及

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若是 ，则使所有运行 的柴油发 电机运行在最小出力

水平 ，并计算由于最小出力水平限制而产生的过剩 电能；否则，所述柴油发 电

机 的总 出力水平 由所述净 负荷及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电需求来确定；

若所有运行 的柴油发 电机处于额定运行状 态仍不能满足所述净 负荷 的需

求，则使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和所述柴油发 电机共 同为所述 负荷供 电；

若在所述储 能电池放 电后 ，所述储 能电池的放 电功率和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

总功率仍不能满足所述净 负荷 ，则计算得到 当前 负荷 的实际容量缺额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平滑功率策略具体 为：

计算 当前时间步长 内的净 负荷 ，所述净 负荷为 负荷功率减去风 力发 电机和

光伏阵列的发 电功率；

当所述净 负荷 大于零 时，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超 出正常运行 区间的上限时，

优先使用所述储 能电池补充由于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容量不足导致的容量缺额 ；

若所述储 能电池无法满足所述容量缺额 ，或所述储 能电池的容量低于所述

储 能电池的最小下限时，则逐 台投入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

若在逐 台投入新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后 ，仍无法满足所述净 负荷 ，则计算 出

的未满足 的负荷功率为 负荷缺 失功率；

若所述净 负荷 大于零 ，但单 台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出力小于最小出力水平 ，

则减少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投入 台数 ，直至所有 的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处理恢复至



正常工作 区间，若减小至仅剩一 台所述柴油发 电机 ，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 的出力

仍小于所述最小出力水平 ，则放 弃部分发 电出力，并将放弃的发 电出力作为剩

余功率 ，且所述柴油发 电机不给所述 电池充电；

当所述净 负荷 小于零 时，关闭所述柴油发 电机 ，利用所述风 力发 电机和/

或所述光伏阵列为所述储 能电池充电，若为所述储 能电池的充 电功率超过所述

储 能电池的最大充电功率 ，或所述储 能电池的容量达到最大容量时，放 弃部分

所述风 力发 电机和/或所述光伏阵列的输 出功率 ，并计算剩余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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