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7−2322（2021）03−0339−07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TM73

基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混合配电网
日前经济运行策略研究

易文飞 1，王鑫 2

（1.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江苏省南京市 210096；
2.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江苏省南京市 210000）

Research on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Based Day-ahead Economic
Operation Strategy of AC/DC Hyb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YI Wenfei1，WANG Xin2

（1.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te Grid Jiangsu Electric Power Co. LTD. Nanjing 21009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 State Grid Jiangsu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00, Jiangsu Province, China）

 
摘要：多端口电力电子变压器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PET)可以在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建立功率柔性调节的通路，

实现多个交直流混合配电区域间电能互联互济。提出一种

基于多端口 PET的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日前经济运行策略。

首先基于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典型拓扑，分析含 PET交直流

配网的灵活调控能力；然后根据 PET运行过程中的物理约

束，分析多端口 PET各端口功率流动关系，建立混合配网

中 PET的能量流动模型；最后以交直流混合配网运行成本

最低为目标函数，以系统功率平衡、潮流越限和设备运行

上下限的约束为约束条件，建立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日前经

济运行模型，提出了基于 CPLEX求解器的模型求解方法。

以我国某地区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示范工程为例，建立了该

示范工程的混合配网日前经济运行模型，并进行了求解。

算例结果表明，所提运行策略可以有效地降低系统运行成

本，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

关键词：电力电子变压器；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功率调节；

经济运行策略；系统损耗

Abstract：By means of multi-terminal power electronic trans-
former  (abbr.  PET)  the  flexible  power  regulation  path  in
AC/DC hyb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can  be  constructed  for   in-
teraction and mutual aid of electric energy among multi-AC/DC
hybrid  distribution  regions.  A  multi-terminal  PET  based  day-
ahead  economic  operation  strategy  for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was  proposed.  Firstly,  based  on  typical
topology  of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flexibl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y  of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containing  PET  was  analyzed.
Secondly, according to physical constraint during the operation-
al process of PET, the relation of power flowing of each termin-

al  in  multi-terminal  PET was  analyzed  and  an  energy  flowing
model  of  the  PET  in  AC/DC  hyb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was
built. Finally,  taking  the  lowest  operating  cost  of  AC/DC   hy-
b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as  objective  function  and  taking  the
system power  balance,  the  power  flow off-limit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  constraints  of equipment operation as the con-
straint conditions, a day-ahead economical operating model for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and
based  on  the  CPLEX solver  a  method to  solve  the  established
model  was  put  forward.  Taking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an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a certain region in
China for  calculation  example,  a  day-ahead  economic   operat-
ing  model  of  this  demonstration  project  was  constructed  and
solved. The results of the calculation example show that using
the  proposed  PET  based  economic  operating  strategy  for
AC/DC hybrid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the  ac-
commodation level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can be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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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ion  network； power  regulation； economic  operation
strategy；system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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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能源转型的快速推进，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以其灵活性和经济性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重

要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快分布式能源发

展，以光伏为例，2020年我国新增分布式光伏装

机 1552万 kW，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达到 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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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kW。目前，以分布式光伏、风电等形式并网

的可再生能源一般需要经过多级交直流变换才能

并入电网，能量转换环节多，交直流之间互补互

济能力差，降低了系统的综合能效，影响了系统

运行的经济性 [1-2]。

利用多端口电力电子变压器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PET)的柔性调节能力和快速响应特

性来实现含高比例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交直流混

合配电网各子网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成为目前关注

的热点 [3]。PET结合了电力电子变换器和高频变

压器，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交直流电压等级，在含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交直流混合系统中具有巨大

的应用价值 [4-5]。利用双向多端口 PET构建交直

流混合系统，通过灵活组网，可以在多个交直流

电压等级集成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实现不同类型

可再生能源的互联互通，充分消纳可再生能源，

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应用前景广阔 [6-7]。

目前对于如何根据 PET的柔性调节能力和快

速响应特性制定交直流混合配网优化策略，提升

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初步研究：

文献 [8-9]提出了包含光伏、燃料电池、储能等

多种元素的直流微电网通过 PET与交流电网的能

量管理策略；文献 [10]提出了基于 PET的交直流

混合配网优化运行框架；文献 [11]提出了并网、

离网两种模式下 PET的控制策略，仿真验证了

PET可以对交流主网、交流微网和直流微网的功

率进行快速调节；文献 [12]提出了多种运行工况

下储能与 PET的协调控制策略，并在多种工况下

验证了二者协调可以有效提高系统供电的可靠性；

文献 [13]以网损为目标，构建了含 PET的交直流

混合配网优化模型，验证了采用 PET可以有效降

低配网网损；文献 [14]考虑可再生能源预测的不

确定性，采用机会约束规划方法对多 PET互联系统

制定了日前优化调度策略；文献 [15]从最优潮流

的角度分析了含 PET的交直流混合配网优化运行

策略，提出 PET损耗是系统损耗的重要来源；文

献 [16]构建了含分布式电源、储能元件和 PET在

内的有源配电网无功优化模型，验证了 PET的无

功调节功能；文献 [17]从源荷储互动的角度以荷

储协调负荷转移策略为上层决策变量,交直流混合

微网优化运行策略为下层决策变量建立源荷储协

调二层规划模型，验证了该策略可以提高并协调

微网收益和用户效益；文献 [18]对于含 PET的交

直流混合系统，建立了其日前优化调度的模型，

以实现交直流混合系统分布式能源的充分消纳以

及经济最优。

上述研究对于交直流混合配网经济运行开展

了初步研究，对于但含多个 PET的交直流混合可

再生能源系统，系统运行场景更为复杂，交直流

网络互补运行模式和运行策略优化组合灵活多样，

如何制定合适的系统运行策略，实现系统的经济

高效运行和可再生能源充分消纳需要更为深入的

研究。本文针对含多个 PET的交直流混合配网的

经济运行问题，分析 PET的灵活调控能力，基于

系统能量流动思想，建立含多 PET的交直流混合

日前经济调度的模型，制定系统经济运行策略，

并通过实际运行工程进行验证。 

1    基于 PET 交直流混合配网系统

PET是混合微网系统中交流微网与直流微网

的连通环节，同时也是联系混合微网与上级配

电网的耦合环节。PET由高频变压器与电力电子

变换电路构成，包含高低压交流端口与直流端口，

具有变压、隔离以及能量传输的特点，可实现不

同微网间的互联以及对不同端口功率的控制。

以如图 1所示的含多个 PET的交直流混合配

网为例，该配网含 10 kV、380 V两个交流电压等

级和±750 V、±375 V两个直流电压等级，各电压

等级之间通过 PET的四个端口互联。PET的 10 kV
交流端口与外部 10 kV交流配电网连接，其余交

直流端口接入含各类交直流负荷、储能、分布式

电源等源荷储元素的交直流微网，两个 PET之间

通过±750 V和±375 V直流端口并列运行。

对于如图 1所示的含两个 PET交直流混合配

电网，由于 PET各端口自由可控、功率可以自由

交换，当任一交、直流区域出现功率冗余或功率

缺额时，功率均可以从其他区域通过 PET端口馈

入，实现能量在多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互联互通、

互补互济。以 380 V交流微网为例，当微网中的

可再生能源出力大于负荷需求时，多余的功率可

以通过 PET端口直接流向±375 V直流微网或±750 V
直流微网；当 380 V交流微网功率出现缺额时，

若±750 V直流微网有多余的发电功率，则可以

由±750 V直流微网通过 PET端口进行功率支援。

这种功率流动模式减少了交直流变换环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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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运行损耗，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2    能量流动模型

PET通过其交直流端口同时连接多个交直流

中低压配网，各端口承担着不同交直流配网之间

的功率的交换功能，是能量互联互通的通道。受

PET自身物理特性的约束，各端口能量流动必须

满足一定的运行约束，本节对多端口 PET各端口

功率流动关系和约束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t

PMACi(t) PMACo(t)

PLACi(t) PLACo(t)

PMDCi(t)

PMDCo(t)

PLDCi(t) PLDCo(t)

以图 2所示的 PET各端口功率流动示意图为

例，在时刻 ，PET各端口功率包括中压交流配网

与 PET交换的有功功率 、 ，低压交

流微网流与 PET交换的有功功率 、 ，

中压直流配网与 PET交换的有功功率 、

，低压直流微网与 PET交换的有功功率

、 。

KPET

PET作为能量转换的枢纽，其内部存在一定

的功率损耗，定义参数 为电力电子变压器的

PMACo(t)

功率损耗系数。在此基础上，可以将 PET简化为

一个节点，注入此节点的有功功率与功率损耗系

数的乘积等于 PET的总功率损耗。在 PET的运行

过程中考虑尽可能实现分布式能源就地充分消纳，

即不允许将电能从交直流混合配网输送到中压交

流配网，因此式 PET向中压交流配网的输出功率

：

PMACo(t) = 0 (1)

对于 PET的端口功率平衡：

PLACo(t)+PMDCo(t)+PLDCo(t) =
(1−KPET)(PMACi(t)+PLACi(t)+PMDCi(t)+PLDCi(t))

(2)

受 PET组件约束，各端口传输容量存在限制，

可表示为：√
PMACi

2(t)+QMACi
2(t) ⩽ S MACm (3)√

PLACo
2(t)+QLACo

2(t) ⩽ S LACm (4)

PMDCo(t) ⩽ PMDCm (5)

PLDCo(t) ⩽ PLDCm (6)

S MACm S LACm PMDCm PLDCm式中： 、 、 、 分别为 PET
中压交流端口、低压交流端口、中压直流端口和

低压直流端口的功率限值。 

3    日前经济运行策略
 

3.1    模型简化

对于含 PET的交直流混合配网日前经济运行

模型，其优化目标是系统运行的日前调度成本最

低，约束条件包含系统功率平衡等系统级约束和

设备出力上下限、爬坡速度等设备级约束。考虑

到本节重点关注 PET对交直流混合微网在运行成

本以及新能源消纳等方面的效果，对交直流混合

微网模型做如下简化：

1) 对微网内的分布式电源 (如风机、光伏以

及储能系统等)进行统一建模，并等效为一个大

容量的 DG机组；

2) 假设交流微网内的负荷类型为交流负荷，

直流微网内的负荷类型为直流负荷。 

3.2    目标函数

以图 1所示的含双 PET交直流混合配网拓扑

为例，系统的日前经济运行目标是系统在调度周

期的运行成本最小，这里不考虑新能源的发电设

 

PET 2

源 荷 储 荷

375 V 直流微网

750 V 直流微网

源 荷

380 V AC 380 V AC±375 V DC

±750 V DC

源 荷 储

10 kV AC 10 kV AC

PET 1

交流微网 2交流微网 1

图 1    基于 PET 的交直流混合配网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C / DC hybrid
distribution network 

 

PET

中压
交流配网

低压
交流微网

中压
直流配网

低压
直流微网

PLDCo (t)

PMDCo (t)

PMDCi (t)

PMACo (t)PMACi (t)

PLACi (t)

PLDCi (t)

PLACo (t)

图 2    多端口 PET 各端口功率流动示意图

Fig. 2    Sketch map of power flowing at all terminals of
multi-terminal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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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储能等设备的维护成本，因此系统的运行成

本主要是交直流混合配网的购电成本，表示为：

minC =
N∑

t=1

(PMAC1i(t)+PMAC2i(t))∗ρMACi(t) (7)

C N

PMAC1i(t) PMAC2i(t) t

ρMACi(t) t

式中： 为系统调度周期总成本； 为系统总调度

周期数； 、 分别为 时段主网输

入 PET1、PET2的功率； 为 时段配网购电

价格。 

3.3    约束条件 

3.3.1    系统功率平衡约束

对于直流微网，系统功率平衡约束为：
PLDCi(t)+PLDCo(t) = PLDC,load(t)+PLDC,ess(t) (8)

对于交流微网，系统功率平衡约束为：
PLACi(t)−PLACo(t) = PLAC,source(t)−PLAC,load(t) (9)

对于直流配网，系统功率平衡约束为：
spPMDCi(t)+PMDCo(t) =

PMDC,source(t)+PMDC,ess(t)−PMDC,load(t) (10)

对于交流配网，系统功率平衡约束与 PET端

口功率约束一致，这里也不在赘述。

下面对各类源、荷、储资源的运行约束进行

分析。 

3.3.2    可再生能源运行约束

在交直流混合配网中，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

成本较低且碳排放小，因此应当尽可能让可再生

能源出力始终处于最大值。以分布式光伏为例，

其应当运行在最大出力点跟踪状态（MPPT）。

可再生能源接入直流微网中，其出力约束为：

0 ⩽ Pi,re(t) ⩽ Pm
i,re(t) (11)

Pi,re(t) t Pm
i,re(t)式中： 为 时刻可再生能源出力； 为可

再生能源最大出力限值。 

3.3.3    储能设备运行约束

在混合直流配网中，储能设备可以根据调度

周期内系统发电与负荷功率的缺额/冗余和购电电

价情况，调整各时刻充放电功率，降低系统运行

成本，消纳多余的可再生能源。由于储能系统自

身限制，其充放电约束为：
0 ⩽ Pch(t) ⩽ Pch,max(t) (12)

0 ⩽ Pdis(t) ⩽ Pdis,max(t) (13)

µch(t)+µdis(t) ⩽ 1 (14)

{µch(t),µdis(t)} ∈ {0,1} (15)

Pch(t)−Pdis(t) = E(t)−E(t−1) (16)

Emin(t) ⩽ E(t) ⩽ Emax(t) (17)

Pch(t) Pdis(t) t

Pch,max(t) Pdis,max(t) t

µch(t) µdis(t)

t E(t)

Emax(t) Emin(t)

式中： 、 分别为 时刻储能设备充放电

出力； 、 分别为 时刻储能设备

充放电出力最大、最小限值； 、 分别为

时刻储能设备充放电状态； 为储能 SOC状态；

、 分别为储能设备最大、最小值。 

3.3.4    负荷响应运行约束

在混合直流配网中，以电动汽车、空调等为

代表的可调节负荷资源可以根据系统供需情况，

调整用电行为，以可中断负荷或者可转移负荷的

形式参与系统运行。以电动汽车通过可转移负荷

参与系统运行为例，其出力模型如下：

Pvec,min(t) ⩽ Pvec(t) ⩽ Pvec,max(t) (18)

N∑
t=1

Pvec(t) =Evec (19)

Pvec(t) t Pvec,max(t)

Pvec,min(t) Evec

式中： 为电动汽车 时刻充电负荷； 、

为电动汽车最大、最小充电负荷限值；

为参与负荷响应前典型日电动汽车充电总电量。 

4    算例分析
 

4.1    算例基础参数

|Pb| ⩽ 0.1 ⩽ Qsoc,b ⩽

0.9

|Pb| ⩽
0.05 ⩽Qsoc,b ⩽ 0.95

某地区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示范工程系统拓扑

如图 3所示。系统可再生能源主要包含光伏装机

2.704 MW、风电装机 0.02 MW、光热0.025 MW；

储能包含磷酸铁锂电池储能 (0.2 MW*2h，充放电

功率限制 0.6 MW，SOC限制为

，初始 SOC为 0.9)、混合储能（超级电容储

能 0.1  MW*15s，充放电功率限制 0.1  MW，

SOC限制为 ，初始 SOC为 0.95；
 

10 kV AC 10 kV AC

PV/

1.96 MW
PET 1/

3 MVA

PET 2/

3 MVA

380 V AC±375 V DC380 V AC

WT/

20 kW

SL/

4.7 kW

CS/

14 kW

ES/

200 kW*2 h

EH/

178 kW

CS/

300 kW

IDC/

300 kW

CSP/

25 kW

HS/

400 kW*2 h

100 kW*15 s

IDC/

200 kW

PV/

26 kW

PV/

718 kW

CS/

2070 kW

RA/

600 kW

IA/

300 kW

图 3    某地区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示范工程拓扑

Fig. 3    Topology of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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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 0.1 ⩽ Qsoc,b ⩽ 0.9

磷酸铁锂电池储能 0.4 MW*2h，充放电功率限制

0.6 MW，SOC限制为 ，初始

SOC为 0.9）； 主 要 负 荷 包 括 数 据 中 心 负 荷

0.5 MW、充电桩负荷 2.38 MW、路灯照明负荷

0.0047 MW、直流空调负荷 0.3 MW、电子公路

0.178 MW、居民小区负荷 0.6 MW；PET各端口

容量最大值为 5 MW，功率损耗系数为 0.04，系

统的可再生能源出力曲线和负荷曲线见图 4。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0

0.5

1.0

1.5

2.0

2.5

3.0 配网可再生能源总出力

配网总负荷

时刻/h

功
率
/M
W

图 4    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负荷需求曲线
Fig. 4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and load

demand curve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从图 4中可知，示范工程地区以民用负荷为

主，系统负荷在 8:00−12:00、18:00−20:00呈现典

型的民用负荷两个高峰。可再生能源发电主要是

光伏，因此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呈现出光伏发电

曲线特征。

示范工程所在地区实行峰谷电价，峰时为每

日 8:00−21:00，电价标准为 0.558元，谷时为每

日 21:00−次日 8:00，电价标准为 0.358元。 

4.2    系统运行策略

日前调度策略中以 15min为一个调度周期，

以日前 24h为调度总周期。在 matlab软件提供的

yalmip工具箱中编写算例方程，调用 cplex求解

器进行求解。计算得到的 PET各端口出力曲线如

图 5所示。从图 5看出，随着白天光伏出力的增

加，8:00之后 10 kV端口从交流配网输入的功率

下降，呈现较低的功率水平。17:00之后，光伏

出力快速下降，而系统负荷上升，10 kV端口购

电功率迅速上升。

PET1的交流 380 V端口，由于充电桩负荷尽

可能跟踪风电出力，系统流入该端口功率与夜间

路灯负荷曲线一致，呈现出典型的昼低夜高特性。

PET2的交流 380 V端口，由于光热电站功率

较小，该端口功率与 380 V交流微网 2的负荷曲

线一致。

直流±375 V端口，由于该端口接入的储能容

量较高，在夜间光伏出力少的时候，该端口向外

输出功率。白天光伏出力上升，系统消纳不足时，

系统向储能设备充电，该端口由系统输入功率。

直流±750 V端口，该端口接入的负荷较多、

可再生能源较少，因此该端口功率与±750 V直流

母线负荷曲线一致。 

4.3    系统运行成本与新能源消纳水平验证

PET投运前后系统运行成本与新能源消纳水

平的对比见表 1。由表 1可知，系统成本降低了

5.4%，系统运行损耗降低 1.8%，可再生能源消纳

水平提高了 5.2%。这是由于接入 PET后，各区

域之间能量自由流动，储能和电动汽车可以有效

参与系统互动，系统损耗降低。同时可再生能源

出力高峰时期，多余的出力可以向其他区域流动，

从系统购电的功率也就相应减小，不仅降低系统

运行成本，也减少了弃风弃光。
 
 

表 1    PET 投运前后系统运行成本与新能源消纳水平对比

Table 1    System operating cost of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renewable resource accommodatio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putting PET into operation
 

变流器形式 调度周期运行成本/元 运行损耗 可再生能源消纳率

双向变流器 11710.54 6% 94.8%
PET 11086.52 4.2% 100%

 

5    结论

本文提出利用 PET的功率调节功能，对交流

网络和直流网络之间的功率传递进行控制。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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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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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 ±750 V 端口功率

直流 ±375 V 端口功率

PET 2交流 380 V端口功率

PET 1 交流 380 V 端口功率

交流 10 kV 端口功率

图 5    PET 各端口功率

Fig. 5    The power at all PET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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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成本为目标，考虑系统约束和设备运行约

束，建立了基于 PET的混合直流配网日前优化调

度模型，并以我国某地区交直流混合配网示范工

程为例，对优化策略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采用 PET后，源、荷、储等资源可以通过端口处

功率的调控能力，使得功率在交直流各分区中灵

活流动，从而提高了新能源的消纳能力，降低了

系统的运行成本，提高了系统的经济性和清洁性。

参考文献

 TATCHO P, LI Hui, JIANG Yu, et al. A novel hierarchic-
al section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for
the future  renewable  electric  energy  delivery  and manage-
ment  (FREEDM)  system[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12, 4（2）: 1096−1104.

[1]

 张学, 裴玮, 邓卫, 等. 多源/多负荷直流微电网的能量管

理和协调控制方法[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4, 34（31）:
5553−5562.
ZHANG Xue, PEI Wei, DENG Wei, et al. Energy manage-
ment  and  coordinated  control  method  for  multi-source
/multi-load  DC  microgrid[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4, 34（31）: 5553−5562（in Chinese）.

[2]

 吴争, 孔力, 袁晓冬, 等. 基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混

合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 [J]. 电工电能新技术 ,  2019,
38（2）: 1−10.
WU Zheng, KONG Li, YUAN Xiao-dong, et al. Key tech-
nology of AC/DC hybrid renewable energy based on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J]. Advanced  Technology  of   Elec-
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2019,  38（2）:  1−10（ in
Chinese）.

[3]

 李子欣, 高范强, 赵聪, 等. 电力电子变压器技术研究综述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8, 38（5）: 1274−1289.
LI Zixin, GAO Fanqiang, ZHAO Cong, et al. Research Re-
view  of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Technologies[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8,  38（5）:  1274−1289（ in
Chinese）.

[4]

 HE Liangzong,  ZHANG Jianhuan,  CHEN cheng, et  al.  A
bidirectional  bridge  modular  switched-capacitor-based
Power electronics transformer[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
dustrial Electronics, 2016, 65(1): 718−726.

[5]

 WANG Peng, JIN Chi, Zhu Dexuan, et al. Distributed con-
trol  for  autonomous  operation  of  a  three-port  AC/DC/DS
hybrid microgrid[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
tronics, 2015, 62(2): 1279−1290.

[6]

 AGRAWAL Alok, NALAMATI Chandra, GUPTA Rajesh.
Hybrid  DC –AC  Zonal  Microgrid  Enabled  by  Solid-State

[7]

Transformer  and  Centralized  ESD  Integr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19,  66（11）:
9097−9107.
 YU Xunwei,  SHE  Xu,  ZHOU Xiaohu,  et  al. Power  man-
agement for  DC  microgrid  enabled  by  solid-state   trans-
former[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14,  5（2）:
954−965.

[8]

 YU Xunwei,  SHE Xu,  NI  Xijun, et  al.  System integration
and  hierarchical  power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a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interfaced  microgrid  system[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2014,  29(8):
4414−4425.

[9]

 蒲天骄, 李烨, 陈乃仕, 等. 基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

混合系统优化运行控制关键技术及研究框架[J]. 电网技

术, 2018, 42（9）: 2752−2759.
PU Tianjiao, LI Ye, CHEN Naishi, et al.  Key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Optimal Operation Control of
Hybrid AC/DC System Based on Power  Electronic  Trans-
former[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8,  42（9）:
2752−2759（in Chinese）.

[10]

 兰征, 涂春鸣, 肖凡, 等. 电力电子变压器对交直流混合微

网功率控制的研究 [J]. 电工技术学报 ,  2015,  30（23）:
50−57.
LAN Zheng,  TU Chunming,  XIAO Fan, et  al.  The  Power
Control of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in Hybrid AC-DC
Microgrid[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
ety, 2015, 30（23）: 50−57（in Chinese）.

[11]

 涂春鸣, 黄红, 兰征, 等. 微电网中电力电子变压器与储能

的协调控制策略 [J]. 电工技术学报 ,  2019,  34（12）:
2627−2636.
TU Chunming, HUANG Hong LAN Zheng et al. Coordin-
ated Control Strategy of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and
Energy  Storage  in  Microgrid[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19,  34（12）:  2627−2636（ in
Chinese）.

[12]

 李小宇, 胡炎, 朱冰涛, 等. 基于遗传算法的含电力电子变

压器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优化配置 [J]. 水电能源科学 ,
2019, 37（9）: 192−196.
LI Xiaoyu, HU Yan, ZHU Bingtao, et al. Optimal Config-
uration of Hybrid AC/DC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J].
Water  Resources  and  Power,  2019,  37（9）:  192−196（ in
Chinese）.

[13]

 傅守强, 陈翔宇, 王畅, 等. 基于机会约束规划的多 PET
互联的交直流配电网日前优化调度[J]. 电力建设, 2019,
40(12): 96-103.
FU Shouqiang, CHEN Xiangyu, WANG Chang, et al. Day-

[14]

344 现　代　电　力 2021 年 6 月

现代电力，2021，38（3）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https://doi.org/10.1109/TIE.2019.2899559
https://doi.org/10.1109/TIE.2019.2899559
https://doi.org/10.1109/TSG.2013.2277977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https://doi.org/10.1109/TIE.2019.2899559
https://doi.org/10.1109/TIE.2019.2899559
https://doi.org/10.1109/TSG.2013.2277977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53.2015.23.007


Ahead Optimal  Scheduling of  AC /DC Hybrid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with  Multi-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Adopting  Chance-Constrained  Programming[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19, 40(12): 96−103(in Chinese).
 耿琪, 胡炎, 何建宗, 等. 含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混合

电网最优潮流[J]. 电网技术, 2019, 43（9）: 3290−3296.
GENG  Qi,  HU  Yan,  HE  Jianzong,  et  al.  Optimal  Power
Flow  for  Hybrid  AC/DC  Grid  With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9,  43（9）:
3290−3296（in Chinese）.

[15]

 张祥龙, 周晖, 肖智宏, 等. 电力电子变压器在有源配电网

无功优化中的应用 [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  2017,
45（4）: 80−85.
ZHANG  Xianglong,  ZHOU  Hui,  XIAO  Zhihong,  et  al.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applied to optimization of re-
active  power  in  a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J].  Power  Sys-
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2017,  45（4）:  80−85（ in
Chinese）.

[16]

 李鹏, 华浩瑞, 陈安伟, 等. 基于二层规划模型的交直流混

合微网源荷储协调分区优化经济调度[J]. 中国电机工程

学报, 2016, 36（24）: 6769−6779.

[17]

LI  Peng,  HUA Haorui,  CHEN  Anwei,  et  al.  Source-load-
storage Coordination  Partition  Optimal  Economic   Opera-
tion of  AC/DC  Hybrid  Microgrid  Based  on  Bilevel   Pro-
gramming  Model[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6,
36（24）: 6769−6779（in Chinese）.
 郭世琦, 穆云飞, 陈乃仕, 等. 含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

混合分布式能源系统日前优化调度[J]. 电工电能新技术,
2019, 38（2）: 44−51.
GUO  Shiqi,  MU  Yunfei,  CHEN  Naishi,  et  al.  Day-ahead
optimal  scheduling  of  AC/DC  hybrid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with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J].  Advanced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2019,
38（2）: 44−51（in Chinese）.

[18]

收稿日期：2020−11−18
作者简介：

易文飞 (1987)，男，博士，工程师，通信作者，研究方向：

配电网运行控制、电网调度自动化，E-mail: yiwenfei2006
@163.com；

王鑫 (1991)，女，硕士，经济师，研究方向：电力经济与

电力市场，E-mail: 1028649369@qq.com。

第 38 卷 第 3 期 易文飞等：基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日前经济运行策略研究 345

现代电力，2021，38（3）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https://doi.org/10.7667/PSPC160321

	0 引言
	1 基于PET交直流混合配网系统
	2 能量流动模型
	3 日前经济运行策略
	3.1 模型简化
	3.2 目标函数
	3.3 约束条件
	3.3.1 系统功率平衡约束
	3.3.2 可再生能源运行约束
	3.3.3 储能设备运行约束
	3.3.4 负荷响应运行约束


	4 算例分析
	4.1 算例基础参数
	4.2 系统运行策略
	4.3 系统运行成本与新能源消纳水平验证

	5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