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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洁能源发电如太阳能、风能等具有间歇性和“不可控性”,当其大规模并网运行时,将影响

电网的电能质量,甚至导致电压、频率崩溃。本文基于Lyapunov逆定理,同时考虑网络拓扑、节点

初始特性以及节点类型,建立了含有间歇性能源的电网统一模型,给出使得电网能够保持同步稳定

的间歇性能源的允许功率变化范围。最后利用IEEE-14节点标准测试系统和陕北电网进行仿真,
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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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alargeproportionofgreenenergy(GE)withrandomnessand“uncontrollabili-
ty”,e.g.,solarandwindpower,isconnectedtothegrid,thepowerqualityofthepowergrid
maybeseriouslyaffectedanditevencancausethevoltageand/orfrequencycollapse.Basedon
theLyapunovinversetheorem,thispaperprovidesanadmissiblevariantpowerboundaryofGE
sourcestokeepthefrequencystabilityofpowergridwherethenetworktopology,theinitialload
ofnodes,andthetypeofnodesareconsideredinthemodellingprocess.TheIEEE14nodes
standardtestsystemandthepowergridofnorthernShaanxiProvinceareusedtoverifythecor-
rectnessofthetheoretic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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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2016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等累计装机容量2.26亿千瓦

以上,同比增长30%以上,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为3.71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达6.3%。预计在2020年,清洁能源发电容量占

总装机容量的28.4%[1]。但这些清洁能源发电具有

间歇性和“不可控性”,很多时候与用电需求在时间上

不匹配,会导致电能供需关系波动,并给电网调峰带

来困难,因此电网接纳新能源电力的积极性不高。部

分地区由于电网无法足额消纳,弃水、弃风、弃光等问

题严重,大量光伏电站、风电场、水电站的建设,无法

合理消纳,造成更多浪费。因此,如何合理地将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并保证电网稳定运

行,是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传统电网稳定性分析包括功角稳定性、频率稳

定性和电压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相关研究方法详见

文献[2-7]。这些基于长期稳定性预测模型方法很

难反映电网的短期动力学特性,如同步和分岔,不适

用于大量清洁能源并网过程中的稳定性分析。由于

清洁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电网运行参数

和工作点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这些方法很难给出电

网在变参数情况下的动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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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清洁能源允许接入容量,大多是在已

知的稳定性约束条件下通过仿真和试错法确定

的[8-12]。这些方法通过搜索遍历,仿真验证很难穷

举,因此分析复杂,可靠性不高。
本文考虑了清洁能源发电的随机性和波动性,

利用Lyapunov逆定理,从理论上给出了保持电网

频率稳定的间歇性能源可接入容量变化的定理。通

过该定理,可以计算出电网在当前工作状态下能够

保证电网频率稳定性的各个节点容量变化最大值,
为电力系统合理调度提供理论指导。

1 含有传统发电机/清洁能源/储能/负载的

电网节点模型

1.1 传统发电机/风力发电机/负载节点模型

同步电机转子的摇摆方程可以表示为:

J̈δ+Ḋδ=Tm-TL (1)
式中:δ=ωRt+θm,δ为同步机转轴在固定参考坐标系

下机械角,θm 为转轴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机械角,

ωR 为额定转速;D 为阻尼系数;J为转动惯量;Tm 为

风力发电机的机械转矩;TL 为负载转矩。机械转矩

Tm>0时为发电功率,Tm<0时为负载功率。
由式(1)结合文献[6]可得在一个具有n个节点

的电网中,风力发电机、传统发电机以及负载的节点

动力学模型:

Mïθi+Di̇θi =Pmi-∑
n

j=1
EiEj|Yij|sin(θi-θj)(2)

式中:Mi 为节点i的惯性常数;Ei 表示节点i发电

机的暂态电势;|Yij|表示节点i与节点j 之间的线

路导纳的绝对值;Pmi为节点i的机械输入功率。

1.2 具有下垂控制的太阳能发电和储能节点模型

假设太阳能发电系统和储能单元都是通过具有下

垂控制的DC/AC逆变器实现并网,下垂控制公式为:

ωi =ω* -ni(Pei-Pmi) (3)
式中:ω*为标称频率,ni 为下垂系数,Pei为节点输

出电磁功率,Pmi为标称功率。
令Di=1/ni,且ωi=ω* +̇θi,则式(3)可写为:

Di̇θi =Pmi-Pei (4)

  考虑发电/储能节点的功率波动,用变量gi(t)
代替Pmi得到太阳能/储能节点动力学模型:

Di̇θi =-∑
n

j=1
EiEj|Yij|sin(θi-θj)+gi(t) (5)

  对于太阳能发电节点,gi(t)为其周期波动功

率。对于储能单元,gi(t)为瞬时充放电功率。

1.3 统一形式的电网节点动力学模型

当研究电网频率稳定性时,式(2)中的惯性项只

会影响系统达到同步的时间,不会影响同步状态的

存在[13],因此可以忽略惯性项,即 Mi=0。同时假

设机械输入功率Pmi为变量,用gi(t)替代,可得风

力发电机节点、传统发电机和负载节点的一阶模型:

Di̇θi =-∑
n

j=1
EiEj|Yij|sin(θi-θj)+gi(t) (6)

  由于式(5)和式(6)具有相同的形式,只是参数不

同,因此可以用式(6)描述包含传统发电机/清洁能

源/储能/负载节点统一的电网节点动力学模型。对

比文献[14],本文建立的风光储及负荷模型具有阶次

低、形式统一、物理意义清晰的特点,能够大大降低电

网频率稳定性的理论分析难度,减少仿真时间。

2 电网频率稳定性分析

利用上述电网节点的统一模型,可以得到如下

保证电网频率稳定性的节点功率波动范围的定理。
这里及后文中“功率波动”是指节点功率变化幅值。

2.1 稳定性定理

考虑具有n节点的电网,将式(6)写为矩阵形式:

θ̇=f(θ)+G(t) (7)
其中:̇θ = [̇θ1,̇θ2,…,̇θn]T;G(t)= [G1(t),G2(t),…,

Gn(t)]T,Gi(t)=gi(t)/Di;f(θ)= [f1(θ),f2(θ),…,

fn(θ)]T,fi(θ)=(-∑
n

j=1
EiEj|Yij|sin(θi-θj))/Di。

若不考虑波动功率,电网频率分析模型(7)变为:

θ̇=f(θ) (8)
定理1:假设系统(8)存在指数稳定平衡点;V(t,θ)
是式(8)的一个Lyapunov函数:

c1‖θ‖2 ≤V(t,θ)≤c2‖θ‖2 (9)

∂V
∂t+∂V∂θf

(θ)≤-c3‖θ‖2 (10)

∂V
∂θ ≤c4‖θ‖ (11)

其中参数c1,c2,c3,c4 均为正实数。
对于所有t≥0当波动功率G(t)满足:

‖G(t)‖ ≤c3
c4

nπσ,0<σ<1 (12)

则对于所有t≥0,电网的频率能够稳定同步。
证明:

在非线性系统理论中,称式(7)为式(8)的扰动

系统。反之,式(8)为式(7)的标称系统。当标称系

统(8)存在指数稳定平衡点,则一定存在Lyapunov
函数V(t,θ)满足不等式(9)~(11),当V(t,θ)沿扰动

系统(7)的轨线求导时,导数V̇(t,θ)满足:

V̇(t,θ)=∂V∂t+∂V∂θθ̇=∂V∂t+∂V∂θ
(f(θ)+G(t))=

∂V
∂t+∂V∂θf

(θ)+∂V∂θG
(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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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不等式(10)~(11)代入式(13)得:

V̇(t,θ)=∂V∂t+
∂V
∂θf

(θ)+∂V∂θG
(t)≤-c3‖θ‖2+

∂V
∂θ ‖G(t)‖≤-c3‖θ‖2+c4‖θ‖‖G(t)‖=

-(1-σ)c3‖θ‖2-σc3‖θ‖2+c4‖θ‖‖G(t)‖,

0<σ<1 (14)
上述方程式第一项小于0,只要第二项与第三

项之和小于0,即:

-σc3‖θ‖2+c4‖θ‖‖G(t)‖ ≤0 (15)
则V̇(t,θ)<0。

对于θi∈[-π,π],有:

‖θ‖ ≤ nπ (16)
将式(16)代入式(15)得:

‖G(t)‖ ≤c3
c4

nπσ,0<σ<1 (17)

  所以,当‖G(t)‖≤c3/c4 nπσ,̇V(t,θ)<0,则
标称系统(8)的指数稳定平衡点也是扰动系统(7)的
指数稳定平衡点,即功率波动在满足式(17)时频率

能够稳定同步。
证毕。

2.2 参数确定

为了化简分析,将模型(6)进行线性化得:

Di̇θi≈-∑
n

j=1
EiEj|Yij|(θi-θj)+gi(t)(18)

写成矩阵形式为:

θ̇≈Lθ+G (19)
式中:̇θ=[̇θ1,̇θ2,̇θ3,…,̇θn]T,θ=[θ1,θ2,θ3,…,θn]T;

G=[G1,G2,G3,…,Gn]T,Gi=gi(t)/Di;L 为系统

的Laplace矩阵,定义为:

Lij =
-∑

j≠i
EiEj|Yij|/Di,i=j

EiEj|Yij|/Di, i≠{
j
(20)

  Laplace矩阵L 是行和为0的 Metzle矩阵,因
此系统除零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都具有严格的负

实部。对矩阵L 进行特征值分解可得其特征值矩

阵、左特征向量矩阵和右特征向量矩阵。去掉这3
个矩阵中零特征值对应的行和列,可以重构一个

Hurwitz矩阵La,并且通过求解 Lyapunov方程:

PLa+LT
aP=-I,I为单位矩阵,可得唯一解P。且

P对应的二次型Lyapunov函数V(t,θ)=θTPθ 满

足下式:

λmin(P)‖θ‖2≤V(t,θ)≤λmax(P)‖θ‖2 (21)

∂V
∂θLθ=-θ

TIθ≤-λmin(I)‖θ‖2 (22)

∂V
∂θ =‖2θTP‖≤2‖P‖‖θ‖=2λmax(P)‖θ‖

(23)
对应式(9)、式(10)、式(11)可得:

c1 =λmin(P),c2 =λmax(P),

c3 =λmin(I)=1,c4 =2λmax(P{ )
(24)

  由于c1~c4 是通过解网络Laplace矩阵对应的

Lyapanov方程得到的,因此c1~c4 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网络的拓扑连接关系。将式(24)确定的参数c3,
c4 代入式(17)中,可以得到所有节点的容许最大功

率波动范围满足:

‖G(t)‖ ≤ λmin(I)
2λmax(P)

nπσ (25)

  为了考虑各节点最大传输功率的影响,定义:

σi = Pi
max

n max
i=1,2,…,n

(Pi
max)
,0<σi<1 (26)

式中Pi
max=∑

n

j=1
EiEj|Yij|为节点物理最大传输功

率。σi 表示了节点i的容许功率波动大小占网络整

体容许功率波动大小的比重。
则各个节点的允许功率波动范围为:

‖Gi(t)‖ ≤ λmin(I)
2λmax(P)

Pi
max

maxi(Pi
max)π (27)

由于Gi(t)=gi(t)/Di,因此可得:

‖gi(t)‖ ≤ λmin(I)
2λmax(P)

πDi
Pi

max

maxi(Pi
max) (28)

式(28)给出各节点在当前状态下保证系统频率稳定

时能够允许的最大功率波动。

3 仿真分析

本节分别采用IEEE-14节点测试系统和陕北

局部电网作为算例,节点功率均采用无量纲的标幺

值,对本文所提出定理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假设节

点7、8、10、11为清洁能源节点,节点5、6为储能节

点,节点1为传统发电机节点,其他为负载节点,

IEEE-14节点测试系统拓扑示意图见图1。
由式(20)可计算IEEE-14节点测试系统的La-

place矩阵L。对矩阵L 进行特征值分解可得其特

征值矩阵、左特征向量矩阵和右特征向量矩阵。去

掉这3个矩阵中零特征值对应的行和列,可以重构

一个新矩阵La。矩阵La 是 Hurwitz的,因此可以

通过解方程:PLa+LT
aP=-I,其中I为单位矩阵,

求得唯一解P。求P的特征值得:

c1 =λmin(P)=0.0077,c2 =λmax(P)=0.2995,

c3 =λmin(I)=1,c4 =2λmax(P)={ 0.599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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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EEE-14节点标准测试系统

Fig.1 IEEE14-nodesstandardtestsystem
 

  最后将式(29)代入式(28)可计算得到各个节点

的最大功率波动限值,结果见表1。
表1 计算得到各节点功率波动的限值

Tab.1 Maximumfluctuatingpowerforeachnode

节点号 功率波动限值 节点号 功率波动限值

1 2.912 8 0.856
2 4.411 9 3.520
3 1.339 10 2.225
4 5.542 11 1.323
5 4.790 12 0.954
6 2.696 13 1.765
7 2.800 14 0.807

仿真中,笔者考虑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一:前10s,电网稳态运行。第10s开始,

系统接入清洁能源,各节点机械输入功率Pmi发生

波动,且波动后各节点的输入功率都在由式(28)计
算所得的限值之内,结果见表2。

表2 情景一中各节点的输入功率

Tab.2 InputpowerofeachnodeinCase1

节点号 节点输入功率 节点号 节点输入功率

1 2.810 8 0.730
2 -3.730 9 0.260
3 -1.260 10 2.130
4 -5.120 11 0.910
5 0.610 12 -0.240
6 2.550 13 -1.650
7 2.670 14 -0.670

假设功率波动发生后,利用储能节点维持有功

平衡。图2为情景一的电网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由此可以看出:前10s,系统以给定的初始功率稳定

运行。第10s时,系统清洁能源功率发生变化,进
而引起相关节点的频率变化,电网中各节点的瞬态

频率相对于标准频率出现不同大小的偏差。由于第

10s开始各节点波动功率都在限值以内取值,所以

图2中,系统稳态频率偏差能指数稳定至0,因此系

统的频率能够重新回到稳定的同步状态。

图2 各节点波动功率都在容许波动范围内时电网

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2 Diagramoffrequencyvariationwhenthepower
variationofeachnodeiswithinitslimit.

 

情景二:前10s,电网在标准数据下稳定运行。
第10s开始,系统接入新能源,仿真有某个节点功

率发生波动,且功率波动超出限值范围。
图3(a)为电网中仅清洁能源节点7的功率超

出定理范围时电网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图3 各节点的功率波动超出各自限值范围时电网

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3 Diagramsoffrequencyvariationwiththepower
variationofnodesexceedingthelimitrespectively

 

可以看出由于节点7的功率波动超出定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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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即波动后的输入功率超出限值(Pm7=6.070>
2.800),造成10s后系统电网频率无法稳定同步。
用储能节点5来平衡系统因节点7功率波动而增加

的功率,且节点5的功率变化没有超出范围。
在图3(b)中是清洁能源节点8发生功率波动,

且波动 后 的 输 入 功 率 超 出 限 值:Pm8=3.930>
0.856,用储能节点5来平衡系统因节点8功率波动

而增加的有功功率,且节点5的功率变化没有超出

限值范围。图3(b)为电网中仅清洁能源节点8的

波动功率超出界限值情况下电网的频率变化图,可
以看出由于节点8的波动功率超出界限值,造成10
s后系统的频率偏差出现波动,导致电网频率不能

指数稳定。
文本依次测试了IEEE-14节点标准测试系统

中所有节点的功率波动超出定理给定范围时系统的

频率响应情况。结果发现当任一节点功率波动大小

不满足本文定理范围时,系统频率都无法稳定同步,
从而验证了定理1的正确性。

下面我们利用陕北局部电网共115个节点的数

据,对定理1的正确性进行验证。根据定理1,用式

(31)可计算陕北电网各个发电站或变电站节点的允

许最大波动功率,表3给出了陕北地区部分风电站

及光伏电站的功率波动限值。

表3 陕北部分风电站及光伏电站的功率波动限值

Tab.3 Admissiblepowervariationofseveralwindand
photovoltaicpowerstationsinnorthernShaanxiprovince

节点名 榆子洲 陕狄风 陕鲁风

功率波动限值 6.460 5.310 5.270

  在陕北电网的仿真中,同样考虑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一:前100s,陕北电网的所有发电站和变

电站都按照日常调度正常运行。第100s开始,陕
北电网的部分间歇性能源发电站的出力发生变化,
且波动功率的取值都在限值之内。图4为情景一系

统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情景二:前100s,陕北电网所有发电站和变电

站都按照日常调度正常运行。第100s开始,分别

令榆子洲电站、陕狄风发电站、陕鲁风电站的出力增

大至超出各自允许能量波动范围,同时减少传统能

源发电站出力以保证功率平衡。
图5(a)~(c)分别为上述三个风力发电站分别

超出定理中各自波动限时陕北电网的频率随时间变

化的情况。可以看出100s后陕北电网的频率偏差

出现波动,最终导致陕北电网频率不能稳定。

图4 不超出限值波动,陕北电网频率随时间变化图

Fig.4 Diagramoffrequencyvariationofnorthern
Shaanxiprovincegriddispatchedwiththedisturbance

notexceedingthelimit
 

图5 各节点的功率波动超出各自限值范围时电网

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5 Diagramoffrequencyvariationwithnodes
exceedingthelimit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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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IEEE14节点测试系统和陕北局部电

网的115节点模型进行了仿真测试,发现当单个新

能源发电节点的功率变化超出本文定理范围时,即
使网络整体能量可以通过改变储能节点或者常规能

源节点的出力达到平衡,系统频率也无法维持稳定

同步状态,从而验证了本文定理的正确性。

4 结 语

本文建立了形式统一的电网动力学模型,降低

了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电网稳定性分析工作的计算

复杂度,减小了仿真时间。本文运用Lyapunov逆

定理,首次提出为保证电网频率稳定性,电网中新能

源节点出力大小应该遵从的定理,给出了每个节点

具体的功率波动限值。通过IEEE-14节点标准测

试系统和陕北电网115节点简化模型的仿真验证了

本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本文提出的定理为电网频

率稳定性问题以及大量清洁能源并网运行的调度问

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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