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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微网系统接入配电网后，会对配网运行造成较大

影响，该文结合市场环境下双边交易模式，提出含多微网

主动配电系统的双层优化模型。下层优化模型为多微网分

散协同调度，采用原对偶内点法求解微网公共连接点的节

点电价，同时设计了一种分散式的协同调度策略以确定微

网间的交换功率，从而实现多微网系统的经济运行；上层

优化模型为配网运行优化，针对多微网接入后带来的配电

网运行问题，建立了一种以配电网网损最低为目标函数的

配电网重构模型，并采用二进制粒子群算法求解该模型，

得到了配网运行的最优方案。通过两层优化实现了含互联

微网配电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最后，以 3个互联微网系

统接入 IEEE 33节点配电系统为例，验证了所提调度方法

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微网；经济调度；主动配电系统；电力市场；主

动重构

Abstract：The multi-microgrid  system  will  have  a  great   im-
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operation when connected with
that. Aiming at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 bilateral transaction
mode under the marke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posed a two-
layer dispatching optimization model of active distribution sys-
tem integrated with multi-microgrid. The lower layer of the op-
timization model was a decentralized synergetic scheduling for
multi-microgrid and the primal-dual  interior  point  method was
used  to  solve  locational  margin  price  (LMP)  of  the  multi-mi-
crogrid at  common  connection  point  (PCC).  Meanwhile  a   de-
centralized cooperative scheduling strategy was designed to de-
termine the  exchange power  between microgrids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operation of  multi-microgrid.  The upper  distribution
system reconfiguration  model  was  to  optimize  the  grid  loss  to
alleviate the operational risk brought by the multi-microgrid in-
tegration. The  optimal  operation  scheme was  obtained  by  bin-
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PSO） algorithm. The safe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distribution  system integrated  with
multi-microgrid was  realized  through  two  layers  of   optimiza-
tion.  Finally,  three  interconnected  micro-grids  were  embedded
to the IEEE 33-node distribution system as an example to veri-
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du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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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新能源并网发电主要通过集中式接入

输电网或者分布式接入本地配电系统来实现。分

布式接入方式直接在负荷侧，在保证高供电可靠

性的同时具有很好的灵活性。随着配电自动化技

术的发展，主动配电系统 [1](a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 ADS)的概念应运而生，主动配电系统包

含多种分布式电源，能够通过调度各分布式电源

出力和使用灵活的网络拓扑来管理潮流，从而使

得整个配电系统更高效经济地运行。主动配电系

统的经济调度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文献 [2]
采用在线最优潮流计算，实现了配电网经济最优

运行；文献 [3]考虑不同时段电价以及联络开关

调整对于运行成本的影响，实现了一个完整调度

周期内运行成本最低的优化调度；文献 [4]建立

了一种考虑再生能源利用率、网络损耗和用户满

意度的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在降低损耗的同时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7YFB0902600)；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877190)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2017YFB0902600);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1877190)

第 37 卷 第 3 期 现　代　电　力 Vol.37　No.3
2020 年 6 月 Modern Electric Power Jun.　2020

现代电力，2020，37（3）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保证了用户满意度；文献 [5]基于多代理系统提

出了主动配电网三层调度框架，实现了区域自治

协同优化调度。

但是以上研究均未考虑微网接入对主动配电

系统的影响。微网是一种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系

统的有效形式，可以运行在孤岛模式下直接向本

地负荷进行供电，能有效减小网络损耗、提高供

电效率、降低供电中断率，也可以运行在联网模

式下与配电系统进行功率交换实现经济优化运行。

目前针对微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单个微电网内部。文献 [6]采用动态规划来求解

蓄电池的最佳运行方式，以确定微电网的最佳运

行方式；文献 [7]将日前动态经济调度方法应用

于由光伏和蓄电池组成的微电网，采用改进的多

种群实编码遗传算法进行求解。

随着分布式能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微网接

入配电系统，形成了多微网系统。多微网系统和

配电网系统如何协同运行成为解决大规模微网应

用的关键技术。文献 [8]综合考虑配电网和多微

网的特性，建立了微网、配网互动协调运行机会

约束模型，实现了联合调度下多微网配电系统运

行的经济性和灵活性，但是在优化模型中没有考

虑配电网主动重构；文献 [9]提出了双层决策模

型应用于含多个微电网的主动配电系统中，并运

用互动博弈矩阵来描述微网之间的合作关系；文

献 [10]结合电力市场双边交易机制，提出了一种

通过比较微网自治状态下公共连接点 (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PCC)节 点 边 际 电 价 (local
marginal price, LMP)和供需曲线来寻找互联微网

系统运行平衡点的方法，但是没有考虑分布式能

源的耗能特性以及配电网系统的优化运行。

综上，本文建立了含多微网主动配电系统的

双层优化调度模型。下层优化模型为多微网协同

调度模型，考虑微网中微型燃气轮机 (micro gas
turbine, MT)、燃料电池 (fuel cell, FC)、储能设备

(energy storage, ES)的出力特性和耗能特性以及风

电 (wind turbine, WT)、光伏 (photovoltaic，PV)的
随机出力特性，通过建立最优潮流模型计算出微

网公共连接点上的节点电价，在分散式协同调度

策略下确定各微网联络线上的交换功率，以寻求

多微网系统协同运行平衡点。上层优化模型为考

虑微网接入点功率波动的配电网主动重构，以配

电系统网损最小为目标函数，实现多微网接入配

电系统后的经济运行。最后以三微网互联系统接

入 IEEE 33节点配电系统为例验证了所提双层优

化模型的有效性，利用该模型可实现多微网主动

配电系统的协同经济运行。

1    含多微网主动配电系统

1.1    主动配电系统结构和调度模式

含多微网主动配电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

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主动配电网能量管理系统，

通过主动配电网重构来灵活地管理潮流，实现经

济最优运行；下层为微网协同调度系统，每个微

电网内部具有一个可独立运行的微电网控制器

(microgrid controller，MC)，通过实时调节内部的

分布式电源出力来实现微网内部的自治运行。同

时在市场环境下，以实时电价为驱动力，微网可

以在相互之间进行功率交换和电力交易，通过确

定联络线功率来达到协同运行的目的，从而实现

整个微网群的可靠运行。MC将微网协调后的结

果传递给配电网能量管理系统，进行配电网重构，

从而实现微网和配电网的协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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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含多微网主动配电系统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A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 including multi-

microgrid
 

 

1.2    市场环境下微网运行方式

微网技术通过分散式的能量管理能够维持内

部的功率平衡，保障了分布式电源的个体利益。

但是在电力市场环境下，微网不可能独自运行，

必然要和主配电系统或者其他微网协同运行以获

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当微网 PCC的 LMP低于外

网电价时，可以向外售电，成为供电方；反之，

则从外网购电，成为受电方 [10]。

本调度方法基于的原理是，当微网 PCC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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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边际电价低于外网电价时，可以向外售电，成

为供电方；反之，则可以从外网购电，成为受电方。

正常情况下，相邻区域在同一 PCC上的节点电价

是相同的，否则更低的外部电价会驱使高价区域

从外网购入电力。通常来说节点负荷需求的增加

会提高该节点的电价，反之会降低该节点电价。

因此在协同优化中可以通过联络线功率的调整，

来实现相邻微网 PCC上节点电价的一致，从而达

到经济最优运行。图 2为分散协同调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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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散协同调度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decentralized synergetic dispatch 

 

图 3为市场环境下互联微网分散协同调度的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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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双层优化的分散协同调度流程图
Fig. 3    Flowchart of decentralized synergetic dispatch based

on dual-layer optimization 

 

在该调度框架下，各微网相对独立，但又与

相邻微网保持通信，实时更新检测 PCC上的节点

电价，调整对外联络线的传输功率以及微网内部

的调度策略。当微网含有多个 PCC节点时，每次

随机选取一个 PCC节点平衡，经过多次迭代后实

现多个微网对外网连接点上电价平衡。节点电价

平衡方法参照文献 [10]。

2    运行优化模型

2.1    下层优化——微网层优化模型

一个典型的微网通常包含可控微源、不可控

微源、储能设备以及负荷。当风机、光伏发电大

于本地负荷的需求时，可以给储能设备充电也可

以售卖给 PCC上的相邻微网；在负荷需求高峰期，

微网功率缺额又可以从储能、可控分布式能源和

联络线 3处得到补偿。所以本节所提微网经济性

调度模型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满足系统约束

条件下，制定合适的储能充/放电策略、可控微源

运行方式以及确定 PCC上的联络功率大小，使得

间歇性清洁能源得到有效消纳的同时系统运行成

本最低。为最大化地利用清洁能源，本文将风电

和光伏设置为最大功率点追踪模式。

2.1.1    微型燃气轮机模型

在一个调度时间段内，作如下假设：微型燃

气轮机的有功出力恒定，取为 1 h来分析。微

型燃气轮机发电过程中的燃料消耗费用计算公式为

CMT =Cng
1

LHVng

PMT

ηMT
∆t (1)

式中：Cng 为天然气价格，本文取 2.5元 /m3；

LHVng 为天然气低热值，取 9.7 kWh/m3；PMT 为

燃气轮机输出的电功率；ηMT 为燃气轮机的发电

效率，其值随 PMT 大小而变化。

2.1.2    燃料电池模型

燃料电池发电过程中的燃料消耗费用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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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Cng
1

LHVng

PFC

ηFC
∆t (2)

式中 PFC、ηFC 分别为燃料电池的输出功率与输出

效率。

2.1.3    储能设备模型

储能设备的荷电状态是指电池剩余电量和电

池标称总容量的比值。在某一时刻 t的荷电状态

计算公式 [11] 为

CSOC (t) =CSOC (t−1)−Pb (t)/ηb−αBCB (3)

式中：CSOC(t)为时刻蓄电池的剩余电量；Pb(t)
为 t时刻 ES的充放电功率；ηb 为 ES充、放电效

率，取 0.95；αB 为 ES每小时的自放电比例，取

0.01；CB 为 ES的总容量。

ES每次充放电会对其寿命造成损伤，在不同

的蓄电状态下，充放电功率大小会对蓄电池寿命

折损产生不同的效应。本文采用文献 [12]使用的

蓄电池充放电成本折损函数，ES在 1个调度时间

段 Δt内充放电成本折旧计算公式为

CES = σPb (t)∆t (4)

式中 σ为充放电折旧系数。

2.1.4    微网经济调度模型

本文构建的经济调度模型目标函数为微网系

统运行费用最低：

min CMT (t)+CFC (t)+CES (t)+CB (t) (5)

式中：CMT(t)、CFC(t)、CES(t)、CB(t)分别为 t时刻

微型燃气轮机、燃料电池的燃料成本和储能设备

的折损成本，可分别由式 (1)、(2)、(4)计算得到；

CB(t)为微网与外网的电能交易成本，正值为从外

网购电，负值为向外网售电。

约束条件包括：
NG∑
i=1

PGi−
ND∑
i=1

PDi+

NW∑
i=1

PWi−Ploss = 0 (6)

PMT (t)−PMT (t−1) ≤ Rup,MT (7)

PMT (t−1)−PMT (t) ≤ Rdown,MT (8)

CSOC,min ≤CSOC (t) ≤CSOC,max (9)

PGi,min ≤ PGi (t) ≤ PGi,max (10)

式中：NG、ND、NW 分别为微源、节点 i和联络

线数目；PGi、PDi、PWi 分别为分布式电源节点的

出力、节点负荷大小以及联络线向微网的功率输

入；Ploss 表示系统网络损耗，由潮流计算得到；

Rup,MT、Rdown,MT 分别为微型燃气轮机组 1个调度

时间段内的增加、降低功率的限值。式 (9)为蓄

电池的容量约束，最大、最小和初始容量分别取

100%、30%、70%；式 (10)为微型气轮机、燃料

电池和储能设备出力上下限约束。

2.1.5    节点电价计算

节点电价是指节点单位负荷需求增加引起的

系统运行费用增量，此定价机制被广泛用于电力

市场的能量管理中 [13]。原对偶内点法 (primal-dual
interior point method, PDIPM)是一种有效求解非线

性规划问题的方法，常被用来求解最优潮流问

题 [14]。最优潮流中对应于潮流平衡方程的拉格朗

日乘子与节点电价具有相同的经济意义。本文采

用原对偶内点法求解微网经济调度模型，并以此求

出节点电价。首先定义引入 l1>0，u1>0；l2>0，u2>0；
l3>0，u3>0；l4>0，u4>0；分别为不等式约束条件 (7)—
(10)的松弛变量，将其转换为等式约束条件：

PMT(t)−PMT(t−1)+u1−Rup,MT = 0
PMT(t−1)−PMT(t)+u2−Rdown,MT = 0
CSOC(t)+u3−CSOC,max = 0
CSOC(t)− l1−CSOC,max = 0
PGi(t)+u4−PGi,max = 0
PGi(t)− l2−PGi,min = 0

(11)

引入障碍函数项，得到扩展的目标函数为

F =CMT (t)+CFC (t)+CES (t)+CB (t)−

µ(
4∑

i=1

ln li+
4∑

i=1

lnui)
(12)

式中 μ为障碍因子。引入潮流方程拉格朗日乘子

λ以及不等式约束上下限的对偶变量 z和 w，得到

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L =F −λT

NG∑
i=1

PGi−
ND∑
i=1

PDi+

NW∑
i=1

PWi−Ploss

−
zT (CSOC(t)− l1−CSOC,min+PGi(t)− l2−PGi,min

)
+

wT
(
PMT(t)−PMT(t−1)+u1−Rup,MT+PMT(t−1)−

PMT(t)+u2−Rdown,MT+CSOC(t)+u3−CSOC,max+

PGi(t)+u4−PGi,max
)

(13)

根据节点电价的定义对式 (13)中的 PD 求偏

导得到节点 i的节点电价为

ρi =
∂L
∂PDi

∣∣∣∣∣∗ (14)

式中*表示最优解点。运用文献 [14]中的求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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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据 KKT最优性条件和牛顿法求解非线性

方程组可以得到方程的最优解，从而得到节点电

价。原对偶内点算法和对偶变量初值的选取要恰

当，需要在每次迭代中选取一定的迭代步长，本

文中原步长和对偶步长采用文献 [15]中的参数。

2.2    上层优化——主动配电网优化模型

网络重构数学模型。由于多个互联微网的接

入会给配电网的运行控制带来很大影响，比如会

带来网络损耗的增加，节点电压的波动等 [16]。所

以配电网的主动重构 [17-18] 优化目标主要是尽量减

少微网接入对配网的影响，保障配网运行的可靠

性和较高的电能质量。本文将 1个调度时间段内

的网络损耗作为目标函数，同时考虑节点电压的

约束。具体的数学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为

min
N1∑

i j=1

Ri j
P2

i j+Q2
i j∣∣∣Ui j
∣∣∣2 (15)

式中：N1 为系统支路数；Rij 为支路 ij的电阻；

Pij、Qij、Uij 分别为支路 ij的有功、无功功率和节

点电压幅值。

约束条件包括：1） 潮流约束：包括配电线

路有功和无功平衡方程；2） 微网联络变容量约

束：微电网并网到主配网连接点变压器的最大视

在功率限制；3） 支路功率约束：对于每条配电

支路存在最大有功功率传输限制；4） 节点电压

约束：对于每个负荷节点，电压偏移有上下限约

束；5） 网络拓扑约束：对于配电网拓扑，必须

满足辐射状约束。

3    算例分析

3.1    网络参数

本文选取 3个微网系统互联接入 IEEE33节

点配电系统进行仿真分析，采用文献 [19]中的微

网结构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动，拓扑结构

如附录图 A1所示。为降低研究的复杂性，本文

认为每个微网的拓扑结构一致。各微网日负荷曲

线如附录图 A2所示，功率因数都取 0.9，线路参

数取 R=0.64 Ω/km，X=0.1 Ω/km。ES充、放电效

率取 95%； ES每小时的自放电比例取 0.1%。

各微网中风电、光伏等分布式电源的配置参数情

况如表 1所示，风电和光伏出力曲线如附录图 A2

所示，为保证可再生能源的最大经济效益，风力

和光伏发电都运行在最大功率跟踪模式。
  

表 1    各微网分布式电源配置情况表
Table 1    Configuration of the distributed generators of

each microgrid
 

微网
储能逆变器
功率/kW

储能容量
/kW·h

微型燃气轮机
最大输出功率/kW

燃料电池最大
输出功率/ kW

1号 −40~40 280 55 40

2号 −47~47 320 50 45

3号 −50~50 500 40 36
 
 

主动配电系统网络采用 IEEE 33节点配电系

统，母线电压 12.66 kV，系统总负荷为 (3 802.19+
j2 694.6)kVA。网络具体参数见文献 [20]。为简化

分析，假设主配电网系统的负荷在调度期间保持

不变，取全天负荷值固定。整个多微网主动配电

系统的结构图如附录图 A3所示。

3.2    算法参数设置

原对偶内点算法收敛误差 ε=10－6 最大迭代次

数 Kmax=50。向心参数 δ的取值对原对偶内点算

法的收敛性和误差有很大影响，本文取 δ=0.05。
本文采用二进制粒子群优化算法 [21-22] 求解配

电网重构问题。算法中粒子数 N=30；惯性系数

ω=0.8；加速系数 c1=c2=1.494  45；最大迭代次

数为 200次；粒子速度最大值为 Vmax=1，最小值

Vmin=－1。
3.3    仿真结果分析

在 MATLAB环境下编写程序，对 1d内 24个

调度周期进行仿真。主配电网侧的电价采用分时

电价，谷时电价 (1:00—7:00时)：0.43元；平时

电 价 (8:00 —15:00时 )： 0.69元 ； 峰 时 电 价

(16:00—24:00时 )：1.21元。设置了 3种不同场

景进行仿真：1） 多微网独立优化；2）多微网采

用分散协同优化；3） 多微网采用集中式优化。

3.3.1    不同场景的对比分析

分别对上述 3种场景进行仿真，表 2给出了

在第 15个调度周期内微网间的协调过程 (0号、

1号、2号、3号分别表示配电网和微网 1、2、3)，
在协调开始之前微网 1联络节点 1上的电价为

0.564元 /kW·h，其联络线另一端的配网电价为

0.690元/kW·h，电价的差异触发两微网之间的协

调，经过协调达到平衡坐标 (12.669, 0.690)，即微

网 1向配电网输送 12.669 kW的功率，两者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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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电价 0.690元/kW·h。此时，对于微网 1内部

相当于多出 12.669 kW的负荷需求，微网 1自动

更新 PCC2和 PCC3上的节点电价曲线，以协调

与微网 2、3的电力交易功率。之后根据更新后

的节点电价曲线，PCC2和 PCC3上达到电价平衡，

分别为 0.711元/kW·h、0.738元/kW·h。最终经过

12次协同后结果收敛，微网 1总共向配电网提供

15.669 kW的电力，向微网 2总共提供 10.392 9
kW的电力，微网 3向微网 1总共提供 31.885 kW
的电力。
 
 

表 2    第 15 个调度时刻多微网联络功率协同过程
Table 2    Detailed synergetic process at 15th time

 

协同
次数

协同
对象

联络线
潮流方向

联络线
功率/kW

PCC的LMP/
(元/kW·h)

1 0号,1号 1号 to 0号 12.669 0.690 (PCC1)

2 1号,2号 1号 to 2号 5.842 0.711 (PCC2)

3 1号,3号 3号 to 1号 20.850 0.738 (PCC3)

4 0号,1号 1号 to 0号 2.223 0.690 (PCC1)

5 1号,2号 1号 to 2号 1.576 0.707 (PCC2)

6 1号,3号 3号 to 1号 9.733 0.746 (PCC3)

7 0号,1号 1号 to 0号 0.751 0.690 (PCC1)

8 1号,2号 1号 to 2号 0.941 0.701 (PCC2)

9 1号,3号 3号 to 1号 0.981 0.755 (PCC3)

10 0号,1号 1号 to 0号 0.026 0.690 (PCC1)

11 1号,2号 1号 to 2号 0.034 0.701 (PCC2)

12 1号,3号 3号 to 1号 0.019 0.758 (PCC3)
 
 

表 3比较了 3种场景下微网全天经济成本，

可知场景 1由于各个微网之间独立优化调度，没

有协同配合，导致其运行成本最高。第 2、3种

调度方式下的运行成本相差很小，说明分散协同

调度可以达到集中式同样的效果，同时分散式调

度方式克服了传统集中式调度中难以处理大规模

数据、单点失效、计算时间长等问题，为含多微

网配电系统的经济调度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思路。
 
 

表 3    集中式和分散协同优化结果对比

Table 3    Results of three different dispatch
strategies 元

 

场景
分布式电源
发电成本

购电费用 售电收益
互联微网
运行成本

1 2 395.31 661.39 243.46 2 813.24

2 2 755.08 274.61 1 151.07 1 878.62

3 2 749.54 277.44 1 149.22 1 877.76

图 4给出了 1号微网在全天 24个调度周期内

各 分 布 式 电 源 的 出 力 情 况 。 在 低 谷 时 期

(1:00—7:00)，储能设备 (ES)吸收风力 (WT)和光

伏 (PV)的剩余电力，并且从主网中购买便宜的电

力用于充电，此时 WT和 PV发出的电力已经能

满足负荷需求，优先使用风力和光伏的电力，

MT和 FC处于停机状态；从 6：00开始，WT和

PV发出的电力已经不能满足电力需求，由于 ES
放电损耗折旧成本低于 MT、FC发电燃料成本，

同时低于从主网购买电力成本，所以 ES优先放

电满足负荷需求；从 10：00开始 ES放出的电量

已经不能满足负荷需求，此时 MT和 FC开始发

电出力，除了满足微网中的负荷需求，同时向主

配网出售电力，以实现微网运行成本的最低；从

16：00开始电网进入负荷高峰期，此时微网中

的 MT和 FC都处于满发状态，但是依然不能满

足负荷需求，从主配电网购买电力以满足负荷平

衡。图 5出了 1d时间内的 ES剩余容量曲线，可

以看出在低电价时段，ES从电网购买电力并吸

收 WT、PV的剩余电量，在高电价期间主动放电

以实现微网运行成本最优，达到剩余容量下限时

停止放电，实现了 ES的有序放电。图 6给出了

各联络线上的交换功率，通过微网之间的功率交

换既满足了微网内部的负荷需求，又使得整个微

网互联系统实现了经济优化运行。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4:00

主网联络功率

时刻

有
功

功
率
/k
W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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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150

ES出力
FC出力
MT出力

图 4    微网 1内分布式电源出力图
Fig. 4    Output curves of DGs in #1 microgrid

 

 

3.3.2    微网接入对主配电系统影响分析

分布式能源以微网的形式接入主配电系统后，

会对配网的运行产生较大影响，比如电压的波动

和网损的增加，而配电网重构是有效解决此问题

的手段。图 7给出了主配电系统网损在微电网接

入前后和进行重构后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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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0时段和 17:00—22:00时段由于微网从

主 配 电 网 吸 收 功 率 ， 造 成 网 损 增 加 ； 在

8:00—15:00时段，由于微网向主配电网售卖电

力，降低了系统的网损。在采用本文所提的分散

协同调度方法确定联络线交易功率后，进行网络

重构，从图 7可以看出，在进行网络重构后全天

时段内的网络损耗均大幅下降，实现了主配电系

统和多微网系统的综合经济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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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微网储能设备 (ES)剩余容量
Fig. 5    Remaining capacity of ES in each micro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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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xchange powers at each ti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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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配电系统网络损耗
Fig. 7    Network loss of distribution system

 

表 4给出了在第 15个时刻网络重构的结果。

由表 4可知，重构前，网络损耗为 199.761 4 kW，

重构后损耗为 127.508 4 kW，降低了 36.15%。同

时最低节点电压也由 0.911 7上升到了 0.943 1。
可见网络重构后，主动配电系统实现了经济最优

运行和电能质量最优运行。
  

表 4    第 15 时刻配电网重构结果
Table 4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at time 15
 

方式 断开支路
网络有功
损耗/kW

最低节点
电压/pu

重构前 8-21,9-15,12-22,18-33,25-29 199.761 4 0.911 7

重构后 7-8,8-9,9-10,28-29,18-33 127.508 4 0.943 1
 
 

4    结论

本文以电力市场为背景，建立了含多微网主

动配电系统的双层优化经济调度模型。下层优化

模型考虑微网中各种分布式电源的耗能特性，在

有效消纳间歇式发电的基础上实现了全互联微网

最优经济运行，同时上层优化模型考虑配电网主

动重构，以配电系统网损最小为目标函数，实现

微网接入配电系统后的经济优化运行，使得微网

接入后对主配电网影响最小。所提出的双层优化

模型有效地实现了主配电系统和多微网系统协同

优化运行，可为微网系统接入配电系统优化调度

提供参考。后续工作将进一步考虑主配电网中负

荷波动以及微网多接入点和环形微网的研究。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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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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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微网拓扑结构图

Fig. A1    Diagram of each microgrid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4:00
0

50

100

150

200
负荷1

负荷2

PV出力
WT出力

时刻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4:00
0

50

100

150 负荷1
负荷2
PV出力
WT出力

时刻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4:00
0

50

100

150

200
负荷 1
负荷 2
PV出力
WT出力

时刻

功
率

/k
W

(a) #1微网

功
率

/k
W

功
率

/k
W

(b) #2微网

(c) #3微网

附图 A2    各微网日负荷和风机、光伏出力曲线

Fig. A2    Curves of WT&PV output and Load of each
microgrid within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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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3    含多微网主动配电系统结构图

Fig. A3    Diagram of the a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 including
multi-micro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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