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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

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顺序电力连接的主网、

配电箱、N个有源型负荷，分别与所述主网、N个有

源型负荷电力连接的N+1个测量装置，与所述N+1

个测量装置通信连接的中央控制器；所述主网的

输出端电力连接所述配电箱的输入端，所述配电

箱具有N个并联的输出端，每个所述输出端均与

所述输入端电力连接；每个所述有源型负荷与一

个所述输出端电力连接，N为大于2的整数。本发

明公开的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能够实现基

于有源负荷的无功功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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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顺序电力连接的主网、配电

箱、N个有源型负荷，分别与所述主网、N个有源型负荷电力连接的N+1个测量装置，与所述N+

1个测量装置通信连接的中央控制器；所述主网的输出端电力连接所述配电箱的输入端，所

述配电箱具有N个并联的输出端，每个所述输出端均与所述输入端电力连接；每个所述有源

型负荷与一个所述输出端电力连接，N为大于2的整数。

2.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源型负荷

包括清洁电源和常规负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电源包

括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机、潮汐发电系统之中的一个或多个。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常规负载为

无源负载，包括线性负载、非线性负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N+1个测量

装置包括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1个主网侧测量装置；每个所述负载侧测量装置设置在所述

配电箱的1个所述输出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有源型负荷之间的线路上；所述主网侧测量装

置设置在所述配电网的所述输入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主网之间的线路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负载侧测量

装置用于测量支路有功功率，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用于测量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电

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控制器

包括：

第一获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

电压；第一存储部，与所述第一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一获取部接收的数据；第二获

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N个支路有功功率；第二存储部，与所

述第二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二获取部接收的数据；功率计算部，与所述第一存储

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进而计算支路无功功

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计算部

包括：

函数生成部，所述函数生成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

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并生成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

优化部，与所述函数生成部连接，用于优化所述函数生成部生成的支路无功功率与支

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得到最优函数关系；

验证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优化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

储部获取数据，从所述优化部获取所述最优函数关系，验证所述最优函数关系能否通过潮

流计算；

关系设定部，与所述验证部连接，用于将通过所述潮流计算的最优函数关系作为默认

关系。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601181 A

2



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包括多种清洁能源的混合型系统的功率

判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于电力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对环境清洁的不断重视，越来越多的分布

式电源被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正是由于这些清洁能

源技术的使用，使得我们实现了电力需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

[0003] 然而，清洁能源目前还不能成为替代主电网的电源形式，或者说，还不能成片的接

入目前的主网中，因为清洁能源的功率输出比较难控制，尤其是无功，无法得到测量，因此，

如果贸然将大功率的清洁能源加入电网将会导致电网运行混乱。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通过设置的测

量装置以及与其连接的中央控制器，得到精确的有功、无功函数关系，使得有源负荷的无功

计算成为可能，从而为新能源入网奠定了基础。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

括依次顺序电力连接的主网、配电箱、N个有源型负荷，分别与所述主网、N个有源型负荷电

力连接的N+1个测量装置，与所述N+1个测量装置通信连接的中央控制器；所述主网的输出

端电力连接所述配电箱的输入端，所述配电箱具有N个并联的输出端，每个所述输出端均与

所述输入端电力连接；每个所述有源型负荷与一个所述输出端电力连接，N为大于2的整数。

[0006] 所述有源型负荷包括清洁电源和常规负载。

[0007] 所述清洁电源包括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机、潮汐发电系统之中的一个或多个。

[0008] 所述常规负载为无源负载，包括线性负载、非线性负载。

[0009] 所述N+1个测量装置包括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1个主网侧测量装置；每个所述负载

侧测量装置设置在所述配电箱的1个所述输出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有源型负荷之间的线路

上；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设置在所述配电网的所述输入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主网之间的线

路上。

[0010] 所述负载侧测量装置用于测量支路有功功率，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用于测量总有

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电压。

[0011] 所述中央控制器包括：

[0012] 第一获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

率、总电压；第一存储部，与所述第一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一获取部接收的数据；第

二获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N个支路有功功率；第二存储部，

与所述第二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二获取部接收的数据；功率计算部，与所述第一存

储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进而计算支路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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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0013] 所述功率计算部包括：

[0014] 函数生成部，所述函数生成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

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并生成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

[0015] 优化部，与所述函数生成部连接，用于优化所述函数生成部生成的支路无功功率

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得到最优函数关系；

[0016] 验证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优化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

二存储部获取数据，从所述优化部获取所述最优函数关系，验证所述最优函数关系能否通

过潮流计算；

[0017] 关系设定部，与所述验证部连接，用于将通过所述潮流计算的最优函数关系作为

默认关系。

[0018] 所述函数生成部生成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的过程如下：

[0019] (1)从所述第一存储部获取Qsum(t1)、…、Qsum(ti)、…、Qsum(tn) ,其中，Qsum(ti)

为ti时刻从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总无功功率，n为设定时间周期；

[0020] (2)从所述第二存储部获取P1(t1)、…、P1(ti)、…、P1(tn) ,… ,Pj(t1)、…、Pj

(ti)、…、Pj(tn) ,…,PN(t1)、…、PN(ti)、…、PN(tn) ,其中，Pj(ti)是从所述负载侧测量装置传

输过来的第j条支路ti时刻的有功功率；

[0021] (3)构建函数 其

中，Q’是线路无功损耗，ε(ti)是ti时刻无功功率的误差；

[0022] (4)设置目标函数 通过求解所述目标函数得到k1、…、kj、…、kN,

[0023] (5)设置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为Qj(t)＝kjPj(t) ,j＝1、……、

N，其中，Qj是第j条支路的无功功率。

[0024] 所述优化部得到最优函数关系的过程如下：

[0025] a .设置粒子群算法参数，输入k1、…、kj、…、kN，Qsum(t1)、…、Qsum(ti)、…、Qsum

(tn) ,P1(t1)、…、P1(ti)、…、P1(tn) ,… ,Pj(t1)、…、Pj(ti)、…、Pj(tn) ,… ,PN(t1)、…、PN

(ti)、…、PN(tn) ,设置适应度函数minQ’；

[0026] 所述算法参数包括最大迭代次数、种群规模、学习因子；

[0027] b.对种群进行初始化，包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进行初始化；

[0028] c.将种群带入所述适应度函数，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

[0029] d .对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排序，适应度值最小的粒子作为全局最优解，保存

并输出更新后的k’1、…、k’j、…、k’N；

[0030] e .设置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最优函数关系为Qj(t)＝k’jPj(t) ,j＝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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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请参见图1。

[0033] 一种混合型系统功率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顺序电力连接的主网、配电

箱、N个有源型负荷，分别与所述主网、N个有源型负荷电力连接的N+1个测量装置，与所述N+

1个测量装置通信连接的中央控制器；所述主网的输出端电力连接所述配电箱的输入端，所

述配电箱具有N个并联的输出端，每个所述输出端均与所述输入端电力连接；每个所述有源

型负荷与一个所述输出端电力连接，N为大于2的整数。

[0034] 所述有源型负荷包括清洁电源和常规负载。

[0035] 所述清洁电源包括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机、潮汐发电系统之中的一个或多个。

[0036] 所述常规负载为无源负载，包括线性负载、非线性负载。

[0037] 所述N+1个测量装置包括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1个主网侧测量装置；每个所述负载

侧测量装置设置在所述配电箱的1个所述输出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有源型负荷之间的线路

上；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设置在所述配电网的所述输入端及与其连接的所述主网之间的线

路上。

[0038] 所述负载侧测量装置用于测量支路有功功率，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用于测量总有

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电压。

[0039] 所述中央控制器包括：

[0040] 第一获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

率、总电压；第一存储部，与所述第一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一获取部接收的数据；第

二获取部，用于接收从所述N个负载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N个支路有功功率；第二存储部，

与所述第二获取部连接，用于存储所述第二获取部接收的数据；功率计算部，与所述第一存

储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进而计算支路无功

功率。

[0041] 所述功率计算部包括：

[0042] 函数生成部，所述函数生成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

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获取数据，并生成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

[0043] 优化部，与所述函数生成部连接，用于优化所述函数生成部生成的支路无功功率

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得到最优函数关系；

[0044] 验证部，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二存储部、优化部连接，用于从所述第一存储部、第

二存储部获取数据，从所述优化部获取所述最优函数关系，验证所述最优函数关系能否通

过潮流计算；

[0045] 关系设定部，与所述验证部连接，用于将通过所述潮流计算的最优函数关系作为

默认关系。

[0046] 所述函数生成部生成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的过程如下：

[0047] (1)从所述第一存储部获取Qsum(t1)、…、Qsum(ti)、…、Qsum(tn) ,其中，Qsum(ti)

为ti时刻从所述主网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总无功功率，n为设定时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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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2)从所述第二存储部获取P1(t1)、…、P1(ti)、…、P1(tn) ,…,Pj

[0049] (t1)、…、Pj(ti)、…、Pj(tn) ,…,PN(t1)、…、PN(ti)、…、PN(tn) ,其中，Pj(ti)是从所

述负载侧测量装置传输过来的第j条支路ti时刻的有功功率；

[0050] (3)构建函数 其

中，Q’是线路无功损耗，ε(ti)是ti时刻无功功率的误差；

[0051] (4)设置目标函数 通过求解所述目标函数得到k1、…、kj、…、kN,

[0052] (5)设置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函数关系为Qj(t)＝kjPj(t) ,j＝1、……、

N，其中，Qj是第j条支路的无功功率。

[0053] 所述优化部得到最优函数关系的过程如下：

[0054] a .设置粒子群算法参数，输入k1、…、kj、…、kN，Qsum(t1)、…、Qsum(ti)、…、Qsum

(tn) ,P1(t1)、…、P1(ti)、…、P1(tn) ,… ,Pj(t1)、…、Pj(ti)、…、Pj(tn) ,… ,PN(t1)、…、PN

(ti)、…、PN(tn) ,设置适应度函数minQ’；

[0055] 所述算法参数包括最大迭代次数、种群规模、学习因子；

[0056] b.对种群进行初始化，包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进行初始化；

[0057] c.将种群带入所述适应度函数，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

[0058] d .对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排序，适应度值最小的粒子作为全局最优解，保存

并输出更新后的k’1、…、k’j、…、k’N；

[0059] e .设置支路无功功率与支路有功功率的最优函数关系为Qj(t)＝k’jPj(t) ,j＝

1、……、N。

[0060] 在已知各个节点无功功率、有功功率以及首节点电压的情况下进行潮流计算是本

领域的公知常识技术，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0061]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

明，不能认定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仅限于此，在本发明的上述指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改进和变形，而这些改进或者变形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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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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