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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式光伏的并网和利用是应对当前能源和环境危

机的重要方式，高比例分布式光伏接入所导致的电压越限

是制约配电网接纳分布式光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提高配

电网对分布式光伏的接纳量为首要目标，考虑多电压等级

配电网的配合，提出利用中压主动配电网的调控能力，通

过中低压配电网的相互影响缓解低压配电网调压手段缺乏，

提升低压配电网接纳分布式光伏能力的方法：首先考虑配

电网中分布式光伏和负荷出力的时序性，根据季节和天气

构建 12种场景，对配电网进行一年的时序全过程模拟。然

后建立 10 kV中压主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和 380 V辐射

型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选址定容模型。仿真结果表明所

提方法可以提高低压配电网接纳分布式光伏的能力。除此

之外，进一步分析了分布式光伏接入和调压对中压主动配

电网电压的影响，以及低压配电网中负荷对接纳分布式光

伏和调压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低压配电网；接纳能力；主动配电网；分布式光

伏；多电压等级

Abstract：Grid-conn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abbr. PV) power are important ways to cope with
present risks in energy source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voltage
out-of-limit  caused  by  grid-connection  of  high-proportioned
distributed PV pow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ability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accept  distributed  PV
power.  Taking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accept distributed PV power as the primary objective and con-
sidering the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voltage  levels  in  distri-
bution network, a method was proposed, which utilized the reg-
ula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of  medium-voltage  active   distribu-
tion  network  and  alleviated  the  absence  of  voltage  regulation
means  via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medium-voltage  and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s  and  promoted  the  ability  of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accept  the  distributed  PV
power. Firstly,  considering time-sequence of the output of dis-
tributed PV power and load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accord-
ing to the season and weather, twelve scenarios were construc-
ted  to  carry  out  time-sequence  overall  process  simulation  of  a
whole year.  Secondly, an optimized operation model of 10 kV
medium-voltage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a site selecting
and  capacity  determining  model  for  distributed  PV  power  in
380 V radial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were establish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ability of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accept distributed
PV power  can be  enhance.  Besides,  the  influence  of  grid-con-
nection and voltage  regulation of  distributed PV power  on the
voltage of  medium-voltage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oad in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on ac-
cepting distributed PV power and voltage regulation modes are
further analyzed.

Keywords：low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acceptance ca-
pacity；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distributed  PV  power；
multi-volta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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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和传统能源日渐短缺的

背景下，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已

经受到广泛的关注且大规模并入电网。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提到，到 2030年我国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 20%的目标 [1]。光伏发电在众多可

再生能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目前光伏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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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2]。根据容量不同，光

伏发电分为两种并网形式：一是通过中高压线路

接入输电网，二是通过低压线路接入配电网 [3]。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及《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光伏并

网发电应当遵循分散开发、就近消纳为主的原则。

光伏分散式并网及电能的就地消纳已经成为趋

势 [4]。因此，在低压配电网中分布式光伏并网数

量会迅速增长，容量也不断增加。

传统的配电网是一种基于电网供电与用户用

电之间的单向电力分配网路，电压呈现从首端到

末端降低的趋势，随着分布式光伏接入负荷侧，

潮流分布发生改变，当分布式光伏的容量超过负

荷时，原有的负荷侧就会变成电源侧，形成潮流

倒送，潮流倒送导致原有电压降低的节点变成电

压升高的节点，接入容量过大会发生电压越上限

的现象。在高比例分布式光伏并网所面临的诸多

风险中，电压越限是影响光伏消纳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 [5]，在进行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接纳能力分析

时，要充分考虑电压越限的风险。文献 [6]研究

了配电网中分布式电源的最大接入容量，采用遗

传算法和牛顿-拉夫逊法求解模型；文献 [7]通过

控制分布式电源逆变器应对电压越限，提升分布

式电源的接入容量；文献 [8]利用智能软开关进

行双向功率调节，提升配电网中分布式电源的接

入容量；文献 [9-10]分析了功率因数控制和有功

削减等对分布式电源准入容量的影响；文献 [11]
分析配电网静态和动态重构对配电网接纳分布式

电源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采取适当的调压措施

可以缓解分布式电源接入导致的电压越限问题，

提高配电网对分布式电源的接纳能力。

低压配电网受投资经济性的限制，通信网薄

弱、量测不全 [12]，缺少可控资源，缺乏调压手段，

而现阶段不可控的分布式电源和可控资源如微型

燃气轮机、储能设备、联络开关及可控负荷等的

大量接入，使中压配电网形成具有一定协调控

制能力的主动配电网（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ADN）[13]。现有关于配电网接纳分布式电源的研

究都是针对单一电压等级的配电网，未考虑多电

压等级配电网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进行低压配

电网分布式光伏接纳能力分析时，考虑多电压等

级配电网的配合，提出利用中压主动配电网的调

控能力，通过中低压配电网的相互影响缓解低压

配电网调压手段缺乏，提升低压配电网接纳分布

式光伏能力的方法。建立包含 10 kV主动配电网

优化运行模型和 380 V辐射型低压配电网分布式

光伏的选址定容模型 [14-16] 的多电压等级配电网模

型。分别用遗传算法和多目标进化算法求解，计

算结果说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针对低压配电网

中负荷不同的情况，分析分布式光伏接入和调压

对中压主动配电网电压水平的影响，以及低压配

电网中负荷对接纳分布式光伏和调压方式的影响。 

1    中低压配电网的电压调节

中低压配电网联系紧密，拓扑结构 [17] 如图 1
所示，其中 VH 和 VL 分别为变压器两侧电压幅值。
 
 

K:1 R+jXVH VL

10 kV 380V
P+jQ

图 1    中低压配电网联系拓扑图

Fig. 1    Connection topology of medium and low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对中压主动配电网中可控设备的合理调控，

可以实现对 VH 的调节，通过改变 VH 的大小进而

改变 VL 的大小。变压器高压侧有不同的分接头，

变压器分接头调节是一种有效的电压控制方法，

在国内通常不考虑对分接头进行调整，但是在国

际上，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将分接头调节作为调

节低压配电网电压非常重要的手段 [18]，选择不同

的分接头改变变压器的变比，可以改变 VL 的大

小，两种方式都通过改变 VL 的大小影响低压配

电网整体电压水平，实现对低压配电网的电压调

节。两种方式对低压配电网电压的影响都是间接

的，调压后需要对低压配电网进行潮流计算来判

断发生电压越限的节点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确定

一个可以直接判断的指标，采用低压配电网不发

生电压越限时 VH 允许值范围 [VHmin，VHmax]来指

导调压。

Bd =
Vd

VL
Bx =

Vx

VL
(1)

VHmax = K
Vmax

Bd
VHmin = K

Vmin

Bx
(2)

式中：Vmax 和 Vmin 为配电网电压允许值的上限和

下限，在低压配电网中 Vmax=1.07，Vmin =0.9；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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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x 为低压配电网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Bd 和 Bx

为低压配电网电压相对 VL 的最大和最小变化率。

在未考虑电压调节时，中压主动配电网以经

济性最优运行，高比例分布式光伏接入导致低压

配电网电压越上限。可以选择更大的变压器分接

头增大变压器变比 K，由公式（2）VH 允许值范

围的上下限 VHmax 和 VHmin 增大，也可以改变中压

主动配电网中可控设备的运行方式降低 VH，通过

两种方式将 VH 限制在允许值 [VHmin，VHmax]范围

内，确保低压配电网电压不发生越限。

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接入导致的潮流倒送

和中压主动配电网可控设备的调节，都会对中压

主动配电网整体电压产生影响，采用电压总偏差 [19]

反应配电网整体的电压水平，公式表示如下：

∆V=
1
T

T∑
t=1

N∑
i=1

(
Vi,t −V∗

Vmax−Vmin

)
(3)

式中：T 为调度周期；Vi,t 为 t 时刻节点 i 电压；

V*为系统基准电压幅值，通常为 1.0（标幺值）。

电压总偏差作为检验系统安全性和电能质量的重

要指标，值越小说明电压波动越小，电压越能保

持在满意的水平上。 

2    模型建立
 

2.1    中压主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 

2.1.1    目标函数

中压主动配电网运行经济性最优目标函数为：

min F=
T∑

t=1


ndg∑
i=1

Cdg
i Pdg

i,t ∆t+Cg
i Pg

i,t∆t+

ness∑
i=1

(
αCc

i Pess
i,t +βC

f
i

∣∣∣Pess
i,t

∣∣∣)∆t+

nw∑
i=1

Co
i Mi,t+

nil∑
i=1

Cil
i Pil

i,t∆t


(4)

VH 最小目标函数为：
min(maxVH,t) t ∈ T (5)

Cdg
i Cg

i Cc
i Cf

i Co
i Cil

i

Pdg
i,t Pg

i,t Pess
i,t Pil

i,t

式中：ndg、ness、nw、nil 分别表示分布式电源、

储能设备、可投切无功补偿设备、可中断负荷的

数量； 、 、 、 、 、 分别表示分布式

电源单位发电成本、配电网向上级电网购电价格、

储能单元充电的折算成本、储能单元放电的折算

成本、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成本、可中断负荷的

补偿费用； 、 、 、 分别表示分布式电

源发电量、配电网向上级电网的购电量、储能单

元的充放电功率、可中断负荷的中断功率；Mi,t

表示无功补偿设备的投切状态是否发生改变；Δt
为时间间隔；α 和 β 分别表示储能充放电状态；

VH,t 表示 t 时刻 VH 值。 

2.1.2    约束条件

1）潮流约束
Pi−Vi

N∑
j=1

V j(Gi j cosδi j+Bi j sinδi j) = 0

Qi−Vi

N∑
j=1

V j(Gi j sinδi j−Bi j cosδi j) = 0

(6)

式中：Pi 和 Qi 为节点 i 的有功和无功功率注入量；

Vi 和 Vj 分别为节点 i 和 j 的电压，Gij，Bij 和 δij 分

别为节点 i 和 j 之间的电导、电纳和电压相角。

2）线路传输功率约束
S l,t ⩽ S l,max (7)

式中：Sl,t 为 t 时刻线路 l 传输功率；Sl,max 为线路

传输的最大功率。

3）节点电压约束
Vmin ⩽ Vi,t ⩽ Vmax (8)

在中压配电网中 Vmax=1.07，Vmin =0.93。
4）微型燃气轮机约束

PMT
min ⩽ PMT

t ⩽ PMT
max (9)

PMT
t PMT

min

PMT
max

式中： 为 t 时刻微型燃气轮机有功出力；

和 为微型燃气轮机有功出力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微型燃气轮机爬坡功率约束∣∣∣PMT
t −PMT

t−1

∣∣∣ ⩽ RMT
t ∆t (10)

RMT
t式中： 为微型燃气轮机爬坡速率；∆t 为时间

间隔。

5）储能约束

在储能系统的充放电过程中，剩余容量用荷

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表示。

S oc
t+∆t = S oc

t −
ηPess

t ∆t
S ess (11){

Pess
min ⩽ Pess

t ⩽ Pess
max

S oc
min ⩽ S oc

t ⩽ S oc
max

(12)

S oc
t S oc

max S oc
min

Pess
t

Pess
t Pess

t

Pess
max Pess

min

式中： 为 t 时刻储能的 SOC值； 和 分

别为 SOC的上限和下限；Sess 为储能的总容量；

η 为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效率； 为 t 时刻的充放

电功率 ,  <0为充电状态 ,  >0为放电状态，

和 分别为储能系统的最大和最小充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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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6）无功补偿装置投切约束
T∑

t=1

Mi,t ⩽ Mmax

Mi,t = 0或1

(13)

式中：Mi,t 为 t 时刻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状态是否

发生改变，1表示发生改变，0表示保持不变，

Mmax 表示无功补偿装置在调度周期 T 内的最大动

作次数。

7）可中断负荷约束0 ⩽ Pil
i,t ⩽ Pil

i,max∑
Pil

i,t∆t ⩽ Pil
i

(14)

Pil
i,max

Pil
i

式中： 为可中断负荷在 t 时刻的最大可中断

功率,  为可中断负荷在调度周期内的最大可中

断电量。 

2.2    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选址定容模型

在 380 V低压配电网中负荷是单相供电，因

此分布式光伏单相接入。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

选址定容模型包含两个目标函数，接入分布式光

伏容量最大和低压配电网电压升高最小。 

2.2.1    目标函数

接入分布式光伏容量最大目标函数为：

max
∑

PPV
i (15)

低压配电网电压升高最小目标函数为：

min[max
(
Va

i,t,V
b
i,t,V

c
i,t

)
−Vn] t ∈ T (16)

PPV
i

Va
i,t Vb

i,t Vc
i,t

式中： 为低压配电网节点 i 处分布式光伏接入

容量； 、 、 分别为节点 i 处 t 时刻 a、b、
c三相的电压；Vn 为基准电压。 

2.2.2    约束条件

潮流约束、线路传输功率约束、节点电压约

束与中压主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类似。

1）接入容量约束

Pi ∈ {PA ,PB,PC , · · ·} (17)

式中：Pi 为节点 i 处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容量；

{PA,PB,PC，···}为节点 i 处所能接入的分布式光伏

容量的集合。

2）电压三相不平衡度约束

节点电压不平衡度的定义是节点三相电压幅

值的偏差除以三相电压幅值的平均值。本文模型

采用的是电压幅值平方进行计算，对应的电压幅

值平方不平衡度的范围为 6%。
−6% ⩽

Vϕi,t −VP
i,t

VP
i,t

⩽ 6%ϕ ∈ A,B,C

VP
i,t =

1
3

∑
Vϕi,t

(18)

Vϕi,t
VP

i,t

式中： 为 t 时刻节点 i 处电压幅值的平方值；

为 t 时刻节点 i 处电压幅值平方的平均值。
 

3    模型求解
 

3.1    负荷和分布式电源出力的时序特性

在低压配电网中用户的负荷特性与光伏发电

功率特性不一致，负荷高峰与光伏功率高峰在不

同的时间段，导致低压配电网中节点电压在不同

时刻发生显著变化，在白天光伏发电过剩时段会

出现节点电压升高，而在夜间重负荷时段则会出

现节点电压降低。因此，为了保证分布式光伏接

入后配电网的安全运行,必须保证配电网电压在任

何时刻都不越限，在模型求解的过程中，需要了

解配电网全天各个时段负荷和分布式电源的情况，

考虑负荷和分布式电源出力的时序特性。

为了更好地把握电力负荷发展变化的情况，

把负荷分为工业类负荷、农业类负荷、商业类负

荷和居民负荷 4类。这 4类负荷的时序性各有特

点，在春夏秋冬 4季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性，负荷

曲线见附录 A，图 A1，A2，A3，A4。
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出力大小主要由地理

位置和气候环境所决定，其出力大小具有明显的

时序特性。风力发电设备的出力与风力资源直接

相关，不同季节风力发电系统出力的时序特性曲

线见附录 A，图 A5。光伏发电设备的出力与光照

强度密切相关，光照强度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

每个季节的光照强度曲线可以分为晴天、阴天和

雨天 3种情况，光伏发电设备出力的时序特性曲

线见附录 A，图 A6。根据时序特性，形成春季晴

天、春季阴天、春季雨天、夏季晴天、夏季阴天、

夏季雨天、秋季晴天、秋季阴天、秋季雨天、冬

季晴天、冬季阴天和冬季雨天共计 12种场景，

可以对配电网进行一年的时序全过程模拟 [20]。 

3.2    求解步骤

步骤 1：采用多目标进化算法求解低压配电

网的选址定容模型，得到分布式光伏的最大接入

容量和低压配电网电压升高最小之间的关系，形

第 38 卷 第 4 期 赵冬梅等：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接纳能力分析 395

现代电力，2021，38（4）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成 Pareto前沿。求解以运行经济性最优为目标函

数的中压主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得到中压主

动配电网运行经济性最优的策略及该运行策略下

12个场景的 VH 时序特性。

步骤 2：根据 Pareto前沿分布式光伏接入容

量对应选址定容结果，计算出 12个场景下低压

配电网最大和最小电压值，确定发生电压越限的

场景，得到不考虑电压调节情况下分布式光伏的

最大接入容量。对于发生电压越限的场景，结合

变压器分接头的选择和低压配电网的允许电压偏

差，由公式（1）和（2）得到对应场景下 VH 允

许值范围 [VHmin，VHmax]。
步骤 3：考虑中低压配电网的电压调节，采

用遗传算法求解以 VH 最小为目标函数的中压主

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得到 VH 时序特性；调

节变压器的分接头，计算对应的 VH 允许值范围。

综合分析全部 12种场景，得到考虑一种调压方

式和综合两种方式的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最大

接入容量。 

4    算例及结果分析
 

4.1    算例说明

中压主动配电网采用 IEEE33节点系统进行

仿真，结构如图 2所示。总负荷 3.64+j2.23MVA，

电压基准值 12.66 kV，中压主动配电网中有大容

量光伏电站、小容量光伏、大容量风电场、小容

量风机、储能系统、微型燃气轮机、可中断负荷

和无功补偿设备。分布式资源的具体参数见附录

B，表 B1，B2，B3，B4所示，配电网分时电价

如附录 B 图 B1所示。各节点的负荷类型如下：

21—25节点为工业负荷，30—33节点为农业负

荷，8—15节点为商业负荷，其余节点为居民负荷。

中压主动配电网 29节点与低压配电网通过降

压变压器相连，29节点的电压即为 VH。变压器

低压侧的额定电压为 0.4 kV，变压器在高压侧有

5个分接头，分别为−5%、−2.5%、0、2.5%和 5%。

参考 IEEE22节点系统的拓扑结构，构建 22
节点辐射型低压配电网，电压基准值为 380 V，

低压配电网中的负荷类型均为居民负荷，本文假

设在低压配电网中各节点负荷大致相同，各节点

负荷在 2.5~3.5 kVA之间随机生成，各节点负荷

的功率因数均为 0.9，随机生成的负荷总量为

59.62+j28.88 kVA。低压配电网中所有节点均可以

接入分布式光伏，可接入的容量为 5、6、7、8、
9、10 kW。 

4.2    模型求解

采用多目标进化算法求解分布式光伏选址定

容模型，得到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和低压配电网

电压升高之间的关系，形成 Pareto前沿，如图 3
所示，随着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的增加，低压配

电网的电压升高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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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布式光伏选址定容模型的 Pareto 前沿
Fig. 3    Pareto frontier of site selecting and capacity

determining model of distributed PV power 

 

以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 140 kW为例说明求

解过程，选址定容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140 kW 分布式光伏选址定容
Table 1    Site selecting and capacity determining of 140 kW

distributed PV power
 

接入相 接入位置 接入容量/kW

A相 6，7，12，16 10，10，9，9

B相 3，8，9，10，14 10，10，9，9，7

C相 1，2，4，5，11，13 10，10，10，10，10，7

求解中压主动配电网优化运行模型，目标函

数为运行经济性最优，得到 12个场景下中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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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动配电网拓扑结构

Fig. 2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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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电网以经济性最优运行的 VH 时序曲线。变

压器高压侧分接头选择 2.5%，根据 VH 时序曲线

和选址定容结果计算出在 12个场景下低压配电

网最大和最小电压的时序曲线，低压配电网电压

偏差允许范围为−10%~7%，判断各场景电压是否

在此范围内，确定发生电压越限的场景。对于发

生电压越限的场景，由公式（1）和（2）计算出

VH 允许值范围 [VHmin，VHmax]。在所有电压越限

的场景中，只列出场景 1春季晴天的结果，如

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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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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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电
压
标
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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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

VH VHmax VHmin

图 4    VH 值和 VH 允许值

Fig. 4    VH voltage value and VH allowable voltage value
 

 

由图 4可知，在时刻 12，13，14处 VH 超过

允许值的上限，低压配电网发生电压越限。在不

考虑调压的情况下，场景 1春季晴天低压配电网

无法接纳 140 kW的分布式光伏。综合分析所有

选址定容结果，当接入容量超过 109 kW时出现

电压越限的场景。

对于发生电压越限的场景，考虑采用电压调

节策略，调节中压主动配电网的可控设备和改变

变压器分接头进行调压。求解中压主动配电网优

化运行模型，目标函数为 VH 最小，得到新的 VH

时序曲线。负荷和分布式光伏的出力与季节相关，

在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分接头进行调压，一年

中分接头最多调整 4次，对低压配电网的运行没

有影响，通过变压器分接头改变 [VHmin，VHmax]，
将变压器分接头由 2.5%调整为 5%，得到新的

VH 允许值范围 [VHmin，VHmax]。调压后的结果如

图 5所示。

对比图 4和图 5(a)，通过调整中压主动配电

网的可控设备可以缓解 VH 升高，防止发生电压

越限，提高低压配电网对分布式光伏的接纳能力。

对比图 4和图 5(b)，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为 5%，

[VHmin，VHmax]的上限和下限均升高，使 VH 在

[VHmin，VHmax]范围内，低压配电网的电压不发生

越限。

当两种调压方式均可以采用时，对使用一种

调压方式依然发生电压越限的场景，可以综合两

种调压方式，进一步提高低压配电网对分布式光

伏的接纳量。调压后部分场景分布式光伏可接入

的最大容量如表 2所示。其余场景分布式光伏最

大容量远大于表中的 4个场景，对最终结果没有

影响因此省略。
  

表 2    调压后分布式光伏最大接入容量
Table 2    Maximum admitted capacity of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after voltage regulation
 

场景
ADN调压
最大接入
容量/kW

变压器分接头
调压最大接入

容量/kW

两种方式
综合最大

接入容量/kW
春季晴天 143 152 170

夏季晴天 156 136 156

秋季晴天 156 157 179

冬季晴天 146 162 178
 
 

由表 2可得分布式光伏最大接入容量为 156 kW，

选址定容结果如表 3所示。

综合上述结果，得到在不同情况下配电网可

 

0.90

0.95

1.00

1.05

1.10

电
压
标
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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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

(a) ADN调压

VH VHmax VHmin

VH VHmax VHmin

0.90

0.95

1.00

1.05

1.10

电
压
标
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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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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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调压后 VH 值和 VH 允许值

Fig. 5    VH voltage value and VH allowable voltage value
after voltag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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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的分布式光伏最大容量及渗透率 [21]，考虑中

低压配电网的配合，利用中压主动配电网的调控

能力和变压器分接头的调整，提升了低压配电网

接纳分布式光伏能力，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3    156 kW 分布式光伏选址定容

Table 3    Site selecting and capacity determining of 156 kW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接入相 接入位置 接入容量/kW

A相 6，7，12，13，18 10，10，9，10，6

B相 5，8，9，14，15 10，10，9，9，9，5

C相 1，2，3，4，11，16 10，10，10，10，10，9

 
 

表 4    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及渗透率

Table 4    Admitted capacity and permeability of
distributed PV power

 

调压方式 容量/kW 渗透率/%

无 109 164.54

ADN调压 143 215.86

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136 205.29

两种方式综合 156 235.48
 
  

4.3    中压主动配电网电压的影响

仍以场景 1春季晴天分布式光伏接入 140 kW
为例，说明分布式光伏接入和调节可控设备调压

对中压主动配电网电压的影响，如图 6所示，(a)、
(b)、 (c)分别为分布式光伏接入低压配电网前、

分布式光伏接入后、调压后的中压主动配电网的

电压水平。

相较于中压配电网的负荷和已有的分布式电

源容量，低压配电网接入的 140 kW分布式光伏

的容量很小，对中压配电网整体电压影响很小，

对比图 6(a)和图 6(b)，中压配电网的电压基本没

有发生变化，只对接入的 29节点电压即 VH 和周

围节点有电压的抬升作用，在中午光伏大发时段

比较明显，如表 5所示。但接入 140 kW分布式

光伏会导致低压配电网电压越限，中压主动配电

网通过调节可控设备的运行方式降低电压，不仅

降低了 VH，对比图 6(b)和图 6(c)，中压主动配电

网在中午时段电压整体降低，全天的电压波动明

显减小。由表 6电压总偏差可知，分布式光伏的

接入使电压总偏差降低，但影响很小；调节可控

设备调压后，中压主动配电网的电压总偏差大幅

降低，提升了配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电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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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压主动配电网电压

Fig. 6    Voltage of medium-voltage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表 5    中午光伏大发时段 VH 值
Table 5    VH value of peak distributed PV

generation at noon
 

时刻 无光伏无调压/pu 有光伏有调压/pu 有光伏有调压/pu

12 1.00896 1.01211 0.99084

13 1.01174 1.01510 0.99399

14 0.99972 1.00312 0.99751

 

表 6    电压总偏差
Table 6    Total voltage deviation

 

无光伏无调压 有光伏无调压 有光伏有调压

0.2132 0.2130 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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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负荷的影响

改变 22节点低压配电网的负荷，各节点负荷

分别在 1.5 kVA~2.5 kVA、2 kVA~3 kVA、2.5 kVA~
3.5 kVA、3 kVA~4 kVA之间随机生成，计算不同

负荷低压配电网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容量及渗透率，

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及渗透率

Table 7    Admitted capacity and permeability of
distributed PV power

 

编号 负荷/kVA 调压方式 容量/kW 渗透率/%

1 35.08+j16.99

无 137 390.54

ADN调压 163 464.65

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137 390.54

两种方式综合 163 464.65

2 48.74+ j23.61

无 104 192.02

ADN调压 134 247.42

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124 228.95

两种方式综合 153 282.49

3 59.62+ j28.88

无 109 164.54

ADN调压 143 215.86

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136 205.29

两种方式综合 156 235.48

4 68.53 + j33.19

无   58   76.18

ADN调压 101 132.65

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97 127.40

两种方式综合 126 165.48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低压配电网电压升高导致

电压越限的问题，变压器应选择尽可能大的分接

头，而变压器分接头的选择和负荷量密切相关，

由负荷和光伏出力的时序特性可知，在夜间负荷

达到高峰时，光伏出力接近于零，低压配电网电

压呈现由首端到末端逐渐减低的趋势，如果变压

器分接头选择太大可能会出现电压越下限的情况。

在负荷较小时变压器分接头可以始终保持在 5%，

只能调节中压主动配电网中的可控设备提高分布

式光伏的接入量，如表 7编号 1。随着低压配电

网中负荷增大，变压器保持 5%不变会出现夜间

电压越下限的场景，无法满足全年 12个场景的

电压约束，可以在不同季节改变变压器分接头调

压，如表 7编号 2和 3，在春、秋、冬 3季选择

分接头 5%，在夏季选择分接头 2.5%。低压配电

网中负荷进一步增大，变压器分接头在各季节的

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如表 7编号 4，在春、秋、

冬 3季选择分接头 2.5%，在夏季选择分接头 0。
由表 7可得，随着配电网中负荷量的增加，

配电网中分布式光伏的最大接入容量呈现一定的

波动性，但渗透率不断降低。在变压器分接头选

择相同的情况下，低压配电网负荷越大，其自身

所能消纳的分布式光伏所发的电能就越多，因此

可接纳更多的分布式光伏，如编号 2和编号 3。
将编号 2和 3看成一个整体，虽然从编号 1到 4
负荷逐渐增大，但变压器分接头的选择为 5%，

2.5%和 0，分接头的选择越来越小，制约了低压

配电网在光伏大发时应对电压升高的能力，导致

分布式光伏的接入量大幅降低。结合不同负荷情

况下可以采用的调压方式，改变变压器分接头进

行调压受低压配电网负荷的影响，在负荷较小时

不存在调节变压器分接头的调压方式；运用中压

主动配电网的可控设备进行 VH 调节只与中压配

电网中的可控设备有关，不受低压配电网中负荷

的影响。由于变压器分接头档位不连续，无法实

现对电压的连续调节，用中压配电网的可控设备

可以实现对电压的连续调节，但会牺牲配电网运

行的经济性。提高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的接纳

量是本文的首要目标，在根据低压配电网中负荷

量选择最优的分接头的基础上，结合中压主动配

电网的可控设备进行调压，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

低压配电网对分布式光伏的接纳能力同时保证配

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5    结论

1）相较于只考虑低压配电网单一电压等级

不考虑调压的情况，调节中压配电网中的可控设

备和变压器的分接头均可以缓解高比例分布式光

伏接入导致的电压越限问题，提高低压配电网所

能接纳的分布式光伏容量。

2）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接入导致的潮流

倒送对中压主动配电网的电压影响很小，只是使

接入点和周围节点电压略有抬升；调节可控设备

调压不仅降低了 VH，还使中压主动配电网电压波

动明显减小，电压总偏差大幅降低。

3）负荷通过影响低压配电网分布式光伏消

纳和变压器分接头的选择影响低压配电网接纳分

布式光伏的能力。在分接头一定时，负荷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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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接纳量越大；当负荷增大导致分接头

的选择发生变化时，负荷越大，变压器变比越小，

分布式光伏接纳量越小。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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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工业负荷的日出力时序特性曲线

Fig. A1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power
output of industrial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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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2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power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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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3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power
output of resident load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负
荷
率

时刻

附图 A4    商业负荷的日出力时序特性曲线

Fig. A4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power
output of commerical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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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5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power
output of wind gen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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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B1    Time sharing price 

表 B1    分布式发电单元参数
Table B1    Parameters of distributed generators

 

资源类型 接入节点 功率/kW 发电成本/($/kW·h) 是否可控

大容量光伏电站 18 1000 0.043 否

大容量风电场 33 1000 0.036 否

小容量风机 4, 5 100 0.036 否

小容量光伏 10, 11 100 0.043 否

微型燃气轮机 21 200 0.05 是

表 B2    储能参数
Table B2    Parameters of battery storage

 

接入位置 充放电功率/(kW) 容量/(kW·h) 充放电效率 充放电成本/($/kW·h)

18, 33 [−150, 150] 750 0.95 0.005

表 B3    可中断负荷参数
Table B3    Parameters of interuptible loads

 

接入位置 最大中断功率/(kW) 最大中断电量/(kW·h) 中断成本/($/kW·h)

25 50 200 0.030

32 100 600 0.058

表 B4    可投切电容器组参数
Table B4    Parameters of switchable capacitor banks

 

设备类型 接入位置 安装容量/(kvar) 允许动作次数 单次操作成本/($/次)

电容器 12 300 5 5

电容器 26 3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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