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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进线电源的微电网控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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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微电网已逐步进入工程化推广应用阶段，采用安全、可靠的微电网控制策略对于
实现微电网的经济运行，保障电网侧和用户侧的供用电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华东某低压
微电网示范工程，提出了基于双进线电源设计的微电网控制策略的设计概要，提出了微电网控制
策略模式，控制策略体系架构，并且探讨了微电网在各种状态下的运行策略和切换策略。通过工
程运行表明，表明该控制策略成熟可信，完全满足微电网工程化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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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 grid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stage, adopting micro
grid control strategy with safe and reliable is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economic operation of micro
grid, which is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tect safety power supply for power grid side and user side.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a low-voltage microgrid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the East China area, the design
scheme of micro grid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based on double line power supply, micro grid control
strategy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is also proposed, and discussed operation strategy and handover
strategy in various states of micro grid. Throug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the control
strategy is mature and reliable, fully meet the engineering design requirements of micro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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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分布式发电接入电网由于其自身的间歇
性、波动性、随机性等特点给电网带来了一定的影
响，不仅导致电网的电压潮流、故障机理特性等更
加复杂，而且由于其抗扰动能力差，导致分布式发
电年利用小时数下降，影响了分布式发电投资的经
济性。
微电网是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设备、负荷等汇
集而成的小型电力系统，自调节和自平衡能力显著
增强。通过微电网接入电网，可以实现微电网内部
波动的平抑消纳，减少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的影响，
另外通过分 布式电源和 分布式储能 的优化组合 运

行，可以提高分布式电源的消纳能力，因此微电网
已经成为充分利用分布式发电的较好形式之一。
然而目前微电网的控制策略大多基于科研项目
或学术研究，并没完全站在工程化应用的角度出发，
微电网控制策略没有考虑工程化实际应用可能存在
的问题，项目的推广或者工程化应用效果并不十分
理想。
本文以华东某地区的 380V 微电网工程应用为
依托，结合工程实际需求，基于考虑双进线电源接
入情况下的微电网典型一次网架结构，提出了低压
微电网的控制策略选择模式，控制策略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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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具体微电网各种运行状态下的控制策略，避
免了微电网控制策略的盲区，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
价值。

1

一次网架结构

该 380V 微电网示范工程的外部电源采用两路
电源进线，分布式发电单元包括 100kW 的光伏发
电，10kW 小型风电发电，10kW/4h 的燃料电池，以
及配置了 50kW/100kW· h 的电池储能。微电网接
入低压 400V 系统。根据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设计
有两路外部电源进线，要确保微电网既可以并网运
行，也可以离网运行。图 1 为微电网一次网架结构图。

器 2 退出运行。此时 PCC1 开关闭合，PCC2 开关打
开，母联开关闭合，重要负荷自切装置选择与 1 段
母线相连。如果微电网原先与 2 段母线相连，此时
需要切换到 1 段母线。
1.3 进线 2 独立供电方式
当进线 1 发生故障后因检修失电后，要求所有
的负荷转移到进线 2 母线，进线 2 独立供电，变压
器 1 退出运行。此时 PCC2 开关闭合，PCC1 开关打
开，母联开关闭合，重要负荷自切装置选择与 2 段
母线相连。如果微电网原先与 1 段母线相连，此时
需要切换到 2 段母线。
1.4 外部全失电运行方式
当进线 1、2 均发生故障或其它原因导致全失电
后，供电系统转入由分布式电源供电模式，即微电
网进入离网运行方式。此时 PCC2 开关断开，PCC1
开关断开，母联开关断开，系统中仅保留部分极其
重要负荷由微电网进行供电。

2

图1

微电网典型一次网架结构

1.1

常规运行方式
常规运行方式下，两路外部电源独立向各自的
负荷进行供电，非重要负荷相对均匀的分布在两段
母线上。此时，开关 PCC1、PCC2 闭合，母联开关
断开，两台变压器分列运行，微电网母线和重要负
荷自动切换系统自动选择默认的母线（进线 1 母线）
进行互联。
1.2 进线 1 独立供电方式
当进线 2 发生故障后因检修失电后，要求所有
的负荷转移到进线 1 母线，进线 1 独立供电，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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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式选择

目前微电网主要存在两种主流的控制策略模
式，一类是欧盟“MICROGRIDS”项目提出的微电
网中央控制器（Micro grid central controller，MGCC）
主导的集总控制模式（主从控制），可以是单主或多
主模式；另一类是以美国 CERTS 微电网计划为代表
的分布式控制模式（对等控制），各微电源处的控制
系统都能响应负荷需求或系统不平衡状况而无需借
助和其他微电源间的数据通信，以体现其微电网设
计理念中的即插即用特性。
从目前国内外微电网的研究和实践来看，基于
主从控制策略的微网系统已经逐步商业化，而基于
对等控制策略的微网系统，主要处于实验室研究阶
段。因此此示范工程中采用成熟的主从控制策略模
式。在微网孤岛运行的时候，以 50kW 储能装置为
微网运行的主电源，采用 VF 运行模式，建立起微
网运行的电压和频率，其它分布式电源是从电源，
采用 PQ 运行模式。

3

控制策略架构
根据微电网的一次网络拓扑结构，考虑到微电

网可能运行的工况，选择如图 2 的微电网运行控制
策略架构，总体定义六种微电网运行状态，即并网
状态、并/离网状态、离网状态、离/并网切换、停机
状态、故障状态以及功率闭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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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

微电网运行控制策略架构

具体控制策略

4.1

并网运行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并网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是通过对
微电网的能量优化协调控制，实现跟踪发电计划，
最大限度地利用光伏、风电等发电资源，防止微电
网向电网反送电，在快速平滑分布式发电波动的情
况实现储能设备运行在经济合理的区间。

图3

微电网并网运行下的控制策略

图 3 微电网在并网运行控制下，重点关注微电
网的优化控制问题，考虑到燃料电池只是在紧急情
况下提出功率支撑，所以正常情况下燃料电池不工

作。围绕微电网运行控制的四大目标，具体提出相
应的控制策略。
1）平滑功率波动
以平滑功率波动为目标的控制策略，根据平滑
指标，制定风光储协调的平滑策略。具体是在风光
发电系统时空互补的基础上，利用系统的储能装置
（包括储能电池、燃料电池、以及充放电桩，主要
是储能电池），快速的功率吞吐能力来平抑分布式电
源的功率波动，实现波动消纳和能量互补，优化系
统功率输出。
2）联络线功率控制
通过对微电网内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系
统以及负荷的统一调度，在首先满足微电网内负荷
需求的情况下，将微电网对外联络线功率波动控制
在允许范围之内，使微电网对于主电网而言，成为
一个可控自治系统。
3）跟踪发电计划出力
基于风电、光伏发电系统发电的历史数据和实
时监测数据，开展风光发电能力预测，充分利用风
光发电资源在时空上的潜在错位，平抑使风光发电
出力波动，按照一定的控制策略实时调节微电网内
储能装置的出力，使其实时补偿联合发电实际功率
与风光储发电计划间的差值，减小微电网系统整体
出力偏差，满足主网发电计划的调度要求，从而使
微电网发电能够充分响应主网的调度要求、从而真
正实现单一可控的目标。
4）储能协调优化运行
为了保护储能电池，最大限度地提高储能电池
的使用寿命。因根据储能设备的充放电特性，对储
能电池的荷电状态（SOC）进行实时监测，根据当
前的电池功率与电池剩余容量反馈值，确定储能系
统的工作能力，在充分考虑平湖光伏、风电波动特
性的基础上，结合储能系统的当前允许使用容量信
息和当前可用最大充放电能力信息等，尽可能使储
能设备运行在优化的运行空间。
在实际运行中，可以综合考虑上述的优化控制
目标，通过设置权重系数等方式，优化比对各种控
制策略，力争使微电网并网运行的经济性最优。
4.2 离网运行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离网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是通过对
微电网的快速协调控制，实现电压频率稳定，最大
限度为重要负荷提供电源，减少对燃料电池发电的
依赖，尽可能使储能设备运行在合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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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VF 模式，建立起微电网系统的电压和频率
参考值，然后进行 DG 输出调节、投切负荷，最终
实现电压频率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图4

微电网离网运行下的策略

在离网孤岛运行模式下，由于与外界电网断开，
缺少了频率和电压参考值，微电网系统内分布式电
源无法统一稳定工作。所以在离网孤岛运行模式下，
采用基于 V/f 的主从控制模式。即以系统中存在的
某一个控制器为主控制器，其余为从控制器，主从
控制器之间一般需要通信联系，且从控制器服从主
控制器。当微电网在孤岛模式运行时，主从控制系
统中的主控制单元需要维持系统的频率和电压。在
孤岛运行时主单元采用 V/f 控制维持系统的电压和
频率恒定。
本示范工程中选用储能系统作为微电网的主单
元。在离网运行模式下，燃料电池将投入运行，向
重要负荷提供电能；分布式电源，包括光伏系统和
风机，均按照储能装置提供的电压/频率参考值正常
运行。
实际该微网系统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储
能装置的功率远远的低于光伏发电功率，所以存在
储能装置无法稳定微网的电压和频率的风险，所以
在微网运行情况下，微网的运行方式是：切除不重
要的负荷，限定光伏发电的出力，使之要低于储能
装置的出力。
4.3 并/离网切换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并/离网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是通
过快速识别微电网的孤岛状态，快速建立微电网的
动态平衡，减少重要负荷在切换过程中的停电时间，
实现微电网系统的无缝切换。
1）非计划孤岛
受到外部电源不可预知的失电，PCC 终端检测
到微电网处于孤岛状态，微电网进行紧急功率平衡，
最主要的手段是切除非重要负荷，并且将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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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微电网并/离网切换的控制策略

2）计划孤岛
当接收到计划孤岛指令时，微电网通过调节 DG
功率和切除负荷，控制联络线功率，使流过 PCC 的
联络线功率基本为 0 时，并且将储能设备设置为 VF
模式，建立起微电网系统的电压和频率参考值，然
后进行 DG 输出调节、投切负荷，最终实现电压频
率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4.4 离/并网切换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离/并网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是通
过跟踪主网的电压频率，逐步调整微电网的电压频
率，实现同期并网，减少对微电网的扰动冲击，实
现微电网系统的无扰切换。

图6

微电网离/并网切换的控制策略

微电网从离网状态切换到并网的判据是检测到
外部电网恢复正常。在离网期间，时刻检测公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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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线路的电压、频率等参数，一旦连接线路上的
运行参数恢复正常，可认为线路已恢复供电。
微电网收到允许并网合闸指令后，自动采集和
跟踪主网的电压、频率和相角，根据主网电压、频
率和相角，调节微网电压、频率和相角，当微电网
电压、频率满足要求后，微电网和主网相角逐步接
近，考虑开关动作时间，按照一定的导前角进行合
闸操作。主控制电源（储能设备）根据 PCC 的状态
切换运行模式，PCC 闭合后，主电源根据 PCC 状态
立即切换为 PQ 运行方式。
4.5 功率闭锁输出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功率闭锁输出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
是通过短时间闭锁微电源的功率输出，实现一路进
线失压情况下的负荷快速转供，负荷成功转供后，
再逐步让 DG 输出，实现 DG 不停电情况下的负荷
无缝转供。
当系统发生一路进线故障或失压后，要求将所
有的负荷转移到另外一路进线。如果失压母线上接
入了微电网，那么带微网的负荷转供可能导致非同
期合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节微电网的功率输
出至 0，闭锁微电网 DG 的功率输出，待负荷切换
完成后，重新让微电网 DG 输出功率，这样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系统在切换过程中的发电损失。

图7

4.6

微电网功率闭锁输出状态下的控制策略

故障状态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功率闭锁输出运行下的总体控制目标
是要求微电网中大容量的 DG 提供低电压穿越能
力，在轻微故障情况下，微电网能够抵御小范围的
系统扰动，待故障切除后，恢复正常供电。
微电网发生故障后，保护测控装置迅速动作，
切除故障线路区域，实现故障隔离。在故障发生到

切除的暂态过程中，微电网中的大容量 DG 应具备
低电压传越能力，并且有源滤波器（APF）能够提
供一定的紧急无功支撑。

图8

微电网故障状态的控制策略

微电网故障切换后，如果系统尚未失稳，系统
通过连续多次地调节，逐步使电压和频率趋于稳定；
如果系统出现失稳，则发布紧急停机指令，所有 DG
停机，保护逆变器。对于微电网故障来说，离网状
态下的故障控制难度要远远高于并网状态下的故障
控制，因为离网状态下的微电网系统转动惯量很小，
一定的扰动就会导致系统失稳。
4.7 停机状态控制策略
微电网在停机状态运行控制总体控制目标是通
过识别微电网的并离网状态，设置合理的工作模式，
有序投入 DG，实现无扰动转入并网发电状态或离
网发电状态。
并网状态下的起动相对简单，闭合 DG 并网开
关，发出 DG 开机指令，设置 DG 为 PQ 工作模式，
依次投入 DG，完成并网起动。
离网状态下的起动，俗称黑起动，相对复杂。
黑起动的关键是电源点的起动。陈家镇微网中具备
自起动能力的电源是储能子系统和燃料电池。
1）采用储能设备作为黑起动电源
采用储能作为黑启动电源的前提条件是储能系
统放电程度不深，可以利用。采用储能作为的起动
电源的黑起 动策略：切 换储能系统 的运行方式 为
VF，建立起电网的频率和电压。其他电源在监测到
微网恢复正常运行后，相继投入运行，从而使微电
网进入离网运行状态。
2）采用燃料电池作为黑起动电源
储能系统如果放电太深，则不能作为起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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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停机状态下的控制策略

由于燃料电池本身配备储能系统，并且燃料电池可
自起动发电，所以燃料电池可以为黑起动提供电源。
但由于燃料电池的输出功率太低，当大容量的光伏
或风机投入系统后，难以维持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稳
定，所以燃料电池不能长时间作为微网的主电源运
行。但可以利用燃料电池给储能系统充电，待储能
系统的电能充到可以带负荷运行的时候，最终将储
能电池作为微网主电源。

[6]

刘天琪，江东林. 基于储能单元运行方式优化的微电
网经济运行[J]. 电网技术, 2012, 36(1): 45-50.

[7]

F. Katiraei, and M. R. Iravani. Pow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a Microgrid with multiple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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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 De Brabandere, B. Bolsens, J. Vanden Keybus, and
et al. A voltage and frequency droop dontrol method
for parallel invert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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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9]

结合双进线微电网结合实际工程应用，对实际
微电网工程中的控制策略架构及各种状态下的控制
策略进行了探讨，这些控制策略在现场得到了实际
应用,完全满足工程实际要求,控制效果良好。
随着分布式电源发电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电成
本的不断下降，微电网的工程化应用将会越来越广
泛，推出成熟、可靠的微电网控制策略对于保障电
网侧和用户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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