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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X乂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 离网X乂模式运行的方法 ，通过微电网中的并 离网控制器检测大电网是否失

电或恢复供 电，通过二位二进制编码 的接 口形式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 " 准备离网 " 、 " 离 网 " 、 " 准备并 网 " 或 " 并

网指令 ，同时并离 网控制器 与微 电网控 Φ 系统进行通信 ，由微 电网控制系统发 出功率指令信 使双 向变流器进行相

应动作。该方法不需要额外 的设备投入，能够解决储能系统与光伏并 网逆变器在大 电网失 电后无法工作的问题 ，和

微 电网控制 中离网运行和并网运行快速无缝转换的问题 。



说明书

发明名称：双向变流器在微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行的方法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微电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向变流器在微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

式运行的方法。

[3] 背景技术

[4] 目前，我国坚强智能电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将在示范工程、电动汽车充换电

设施、新能源接纳、居民智能用电等方面大力推进，而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微电网，也将得到广泛的应用。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

、能量转换装置、相关负荷和监控、保护装置汇集而成的小型发配电系统，是

一个能够实现 自我控制、保护和管理的自治系统，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网运行

，也可以孤立运行。而微电网中的储能和能量转换装置尤为重要，传统的储能

装置及电能转换装置都是釆用被动控制方式，如蓄电池充放电用双向变流器在

没有电网供电的情况下是无法工作的，光伏发电设备在没有电网供电的情况下

也是无法工作的。而作为微电网中的电源多为微型燃气轮机、燃料电池、光伏

电池、风力发电机等。而光、风能电源是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的不能提供稳定

的电压源，在已经拥有储能装置的系统中如再配备电源，不但需要额外的设备

投入，系统组建也将变得复杂。

[5] 发明内容

[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向变流器在微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行的方法

，能够实现微电网和大电网快速无缝转换。

[7] 本发明釆用下述技术方案：一种双向变流器在微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行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微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大电网是否失电

，若失电，则并离网控制器向双向变流器发送准备离网指令，同吋并离网控制

器向微电网控制系统发出启动离网控制策略的指令； （2) 微电网控制系统根据

微电网内的电源与负荷综合判断微电网是否符合离网条件，若符合，则并离网

控制器向双向变流器发送离网指令，同吋微电网控制系统向双向变流器发出放



电功率指令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离网状态并处于电压源工作模式，为微 电网内

的负载和能量转换装置提供稳定 的电压源 ； （3) 、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

测外 电网是否恢复供 电，若恢复供 电，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

并网指令 ；同吋 向微 电网控制系统发出启动并网控制策略的指令 ； （4) 微 电网

控制系统根据微 网内的电源与负荷综合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条件 ，若符合

，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并网指令 ，同吋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

流器发出充放 电控制指令并恢复微 电网内所有负荷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并网

状态 ，并处于电流源工作模式。

所述 的步骤 （2)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离网的条件为：若并

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离网信号、且微 网内其它电源 已停止工作 、且储能系统处于

正常状态、且双 向变流器处于电流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合离网条件。

[9] 所述 的步骤 (4)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的条件为：若并

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并网信号、且并网开关 已合闸、且储能系统处于正常状态、

且双 向变流器处于电压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合并网条件。

[ 10] 所述 的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通过其与双 向变流器连接 的两路干接点釆用二

位二进制编码 的方法发送指令。

[ 1 1] 本发明通过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大电网的状态 ，从而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并网

、并网、准备离网、离网的进指令 ，当大电网失电吋 ，双 向变流器立即从并网

运行状态转入离网运行状态 ，微 电网内的负载和能量转换装置 由双 向变流器提

供稳定 的电压源 ，支撑微 电网的离网运行，不需要额外 的设备投入 ，解决了储能

系统与光伏并网逆变器在大电网失电后无法工作 的问题 ，以及不易组建微 电网

系统 的问题 ，同吋也解决了微 电网控制 中离网运行和并网运行快速无缝转换 的

问题。

[ 12] 附图说明

[ 13] 图 1为微 电网系统 的电路框 图；

[ 14] 图2为并离网控制器控制双 向变流器并离网工作方式切换 的流程 图。

[ 15] 具体实施方式

[ 16] 如 图 1所示 ，微 电网系统 由并离网控制器 、微 电网控制系统 、蓄电池组 、双 向



变流器 、光伏发电系统和负荷组成 ，在大电网供 电正常情况下 ，双 向变流器釆

用LAN 通信方式与微 电网控制系统进行通信 ，受控于微 电网控制系统 ，实现微

电网控制系统 的实吋控制与监控。并离网控制器和微 电网控制系统进行通信 ，

由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流器发出信号控制其进行充电或放 电动作 ；双 向变

流器釆用CAN 总线通信方式与储能电池组BMS 进行通信 ，实吋监控 电池组运行

状态。

如 图2所示 ，本发明双 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行 的方法 ，包

括 以下步骤 ： （1) 、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大电网是否失电，若失电，

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离网指令 ，同吋并离网控制器 向微 电网

控制系统发出启动离网控制策略的指令 ； （2) 微 电网控制系统根据微 网内的电

源与负荷综合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离网条件 ，若符合 ，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

变流器发送离网指令 ，同吋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流器发出放 电功率指令 ，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离网状态并处于电压源工作模式，为微 电网内的负载和能量

转换装置提供稳定 的电压源 ； （3) 、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外 电网是否

恢复供 电，若恢复供 电，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并网指令 ；同

吋 向微 电网控制系统发出启动并网控制策略的指令 ； （4) 微 电网控制系统根据

微 网内的电源与负荷综合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条件 ，若符合 ，则并离网控

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并网指令 ，同吋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流器发出充放

电控制指令并恢复微 电网内所有负荷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并网状态 ，并处于

电流源工作模式。上述步骤 （2)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离网的

条件为：若并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离网信号、且微 网内其它电源 已停止工作 、且

储能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且双 向变流器处于电流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

合离网条件。上述步骤 （4)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的条件

为：若并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并网信号、且并网开关 已合闸、且储能系统处于正

常状态、且双 向变流器处于电压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合并网条件。其

中所述 的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通过其与双 向变流器连接 的两路干接点发送

指令 ，目的是实现快速无缝 的并网离网切换 ，干接点信号釆用二位二进制编码

形式：00表示并网，0 1表示准备离网，10表示准备并网， 11表示离网。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双 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行 的方法 ，其特

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 （1) 、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大

电网是否失电，若失电，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

离网指令 ，同吋并离网控制器 向微 电网控制系统发出启动离网控

制策略的指令 ； （2) 微 电网控制系统根据微 电网内的电源与负荷

综合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离网条件 ，若符合 ，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

双 向变流器发送离网指令 ，同吋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流器发

出放 电功率指令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离网状态并处于电压源工

作模式，为微 电网内的负载和能量转换装置提供稳定 的电压源 ； （3

) 、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检测外 电网是否恢复供 电，若恢复

供 电，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准备并网指令 ；同吋 向

微 电网控制系统发出启动并网控制策略的指令 ； （4) 微 电网控制

系统根据微 网内的电源与负荷综合判断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条件

，若符合 ，则并离网控制器 向双 向变流器发送并网指令 ，同吋微

电网控制系统 向双 向变流器发出充放 电控制指令并恢复微 电网内

所有负荷 ，使双 向变流器切换到并网状态 ，并处于电流源工作模

式。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双 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

行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步骤 （2)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

微 电网是否符合离网的条件为：若并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离网信号

、且微 网内其它电源 已停止工作 、且储能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且

双 向变流器处于电流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合离网条件。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双 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

行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步骤 （4) 中微 电网控制系统判断

微 电网是否符合并网的条件为：若并离网控制器 已发出并网信号

、且并网开关 已合闸、且储能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且双 向变流器

处于电压源工作模式 ，则判断微 电网符合并网条件。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 的双 向变流器在微 电网中实现并离网双模式运

行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微 电网中的并离网控制器通过其

与双 向变流器连接 的两路干接点釆用二位二进制编码 的方法发送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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