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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储微网与充电桩一体化系统管理与能量调度 

赵文仓
 

(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从平台的架构及控制策略方面阐述风光储能微电网与充电桩一体化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对风能、太阳能

发电微电网系统的预测、储能控制，结合微电网功率及风能、太阳能的出力情况，建立了基于 PSO 算法的能量调

度模型，对充电桩充电需求的能量提前做出调度方案，满足电动汽车在公共电网供电不足或供电峰谷情况下的充

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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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energy scheduling system based on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microgrid and charging st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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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interconnection of integrated system for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microgrid and 
charging st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 in terms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ntrol strategy, and establishes the economical 
model of energy scheduling based on PSO algorithm to predict the microgrid system for wind and solar power generation 
and control th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ferring to the rate of microgrid wok, wind and solar power, it makes a schedule 
ahead to the energy needed by charging pil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rging demands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when the public supply system suffers from a power shortage or is in electricity peak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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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电力系统呈现出用电负荷不断增加、

输出电容量不断增大，但仍然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

用电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新型电力电子技术的不

断成熟和完善，基于风能、太阳能等分布式发电技

术的蓬勃发展，风光储能微电网已成为未来发展的

趋势，对改变现有用电高峰引起的“电荒”和支持

国家大力提倡的“减排节能”[1]起着重要的作用。

浙江万马新能源的风光储能微电网与充电桩一体化

系统管理与调度项目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本文

着重介绍其系统管理及能量调度功能的在线应用情

况，以便更好地促进本项目的改进和完善。 

1   微电网系统分析 

1.1 硬件平台构成 

本项目风光储能微电网系统由分布式发电(风
能、光伏发电)负载、储能装置及控制装置等部分组

成，作为整体部分通过公共接点充电器与公共电网

相连[2]，它们基于以太网技术及软件平台(电动汽车

充电桩云服务平台、设备调度及控制中心)遵守

IEC61850 规约，实现设备及设备之间、平台与设备

之间的互联互通[3-5]，从风光储能微电网系统整体出

发结合当地电网供电价格、供电平衡、电网的特殊

要求、电能质量要求、天气环境等信息作整体决策，

以决定风光储能微电网系统与公共电网的交换功

率[6]，风光储能微电网电源输出分配及负载控制指

令，从而实现控制策略上的设备管理与能量调度最

佳匹配。图 1 为风光储能微电网硬件平台示意图。 
1.2 软件平台构成 

项目的实时监控调度控制平台及电动汽车充电

桩云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基于 TCP/IP 技术和根据

需求开发通信接口[7-8]实现各个模块的独立性又相

互相连的特点，使风光储能微电网设备管理及能量

调度逻辑层方面的互通。图 2 为风光储能微电网软

件平台示意图。 



赵文仓   风光储微网与充电桩一体化系统管理与能量调度                         - 19 - 

 

 
图 1 风光储能微电网硬件平台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ftware platform for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microgrid 

 
图 2 微电网软件平台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microgrid software platform 

2   微电网能量控制模式及需求 

2.1 能量供给控制模式 

本储能微电网系统的能量调度控制模式可分为

并网运行状态和孤网运行状态[9]。并网运行是指公

共电网与风光储能微电网系统同时储能，由公共电

网为电动汽车充电的运行方式。孤网运行是公共电

网发生故障或微电网系统能量富足或其他原因与公

共电网断开，由风光储能微电网独立为电动汽车充

电的方式运行。图 3 为风光储能微电网供电模式的

相互转换。 

 
图 3 风光储能微电网供电模式的相互转换 

Fig. 3 Conversion of power supply modes for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microgrid 

2.2 项目能量需求 

风光储能微电网建设要平均满 10 辆电动汽车

每天 4 小时充电容量，根据这个需求储能电池对外

总容量为 300 kW，即 50 Ah、3.2 V，0.16 kWh/只
铁锂电池，1 875 节。具体风能、光伏电站、公共电

网需要按哪种方式配比能量分配，需要根据短期的

能量预测情况及当时实时能量监控的合理安排，通

过软件平台及设备之间的互通互联实现通能量调度。 

3   风光储能微网能量调度控制 

3.1 能量调度负荷预测 

微电网能量调度负荷预测首要解决短期预测和

超短期预测[10-12]，短期预测时间尺度为 0~48 小时，

主要用于合理安排常规机组发电计划，解决公共电

网调峰及能量调度匹配问题；超短期预测时间尺度

为 0~4 小时，15 min 滚动预测，主要用于实时调度，

解决风能、光伏电站、公共电网配比问题，把功率

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合理调度，同时也考

虑能量调度的经济效益与对储能电池充电、放电的

影响。 

3.1.1 光伏调度负荷预测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主要考虑太阳辐射强度、

阵列的转换效率、大气压、阵列的安装角度、阵列

温度及其他不可预估因素都会对电站出力产生不可

预估的影响，其主要考虑的是天气类型、日最高温

度。图 4 为光伏发电晴天、阴天出力情况。 

在建立光伏电站出力的预测模型时[13-14]，天气

类型变化对其出力影响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中日

类型指数指标，根据记录历史出力序列中出力大小

与天气类型关系，对总装机容量为 350 kW 的实际

光伏电站 2017 年中的小时出力序列和对应天气类

型情况统计分析如下，晴天出力为 135 kW，阴天为

85 kW，雨天为 72 kW，雪天为 55 kW。设光伏电

站晴天日类型指数为 1，那么阴天、雨天、雪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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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光伏发电晴天、阴天出力情况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output on sunny and cloudy days 

日类型指数分别为 0.63、0.53、0.41。本项目采取小

波神经网络法对建立的出力预测模型进行能量调

度，软件平台规划未来 48 h 的能量调度安排，并要

根据实现情况进行允许范围内的调整。 

3.1.2 风能调度负荷预测 
预测风塔风速数据与风机输出功率数据同步时,

可得不同时间段的风速与风机功率之间的关系，从

而找到风机在不同的气象条件下的功率曲线。通过

气象部门未来的天气数据以天为单位基于小时的数

据预测，根据风机功率输出特性，预测风电机组未

来 48 h 的功率变化情况的短期预测，通过 PSO[15]

算法建立风能调度模型，在本模型范围内根据风电

机组实时情况进行能量配比。图 5 为风速与风能电

机功率曲线图。 

 
图 5 风速与风能电机功率曲线图 

Fig. 5 Power curve of wind speed and wind energy motor 

本项目风光储能微电网的能量来源主要是风能

充电、光伏充电。它们的电能具有波动性、间歇性

和随机性，但却有互补的特性，在通过储能电池储

能的同时要解决能量的波动对储能装置的影响。把

波动对储能电池的影响控制在许可范围内[16]是本

项目研究的重点。图 6 为风光储能出力配比波动。 

 
     图 6 风光储能出力配比波动 

 Fig. 6 Fluctuating ratio of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3.1.3 风光储能微电网的经济调度 
风光储能微电网的经济调度预测是在微电网系

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配比光伏、风能、公共

电网能量和储能电池的出力以最小成本满足负荷需

求。其调度策略如下： 
1) 优先使用风能、太阳能等无污染的清洁能源

充电，因其出力无其他消耗费用，前期又大量投入，

避免浪费。 
2) 在没有电动汽车使用充电桩充电时，根据储

能电池能量的富足程度及风光储能微电网电源的能

量预测情况决定是否开启公共电网给储能电源充

电，既要满足随时使用充电桩充电又要满足用电高

峰时的经济调度。 
3) 在有电动汽车使用充电桩充电时，根据储能

电池能量是否能满足用电高峰时的经济调度，否则

使用公共电网充电。 
根据上述调度策略，基于风光储能微电网的经

济解度考虑。图 7 为风光储能微电网预测的经济型

调度模型。 

    
图 7 风光储能微电网预测的经济型调度模型 

Fig. 7 Economic dispatch model for wind-photovoltaic-storage 
 micro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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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阐述了从风光储能微电网硬件平台的组成

到软件平台的系统集成的系统架构；又从影响太阳

能、风能出力因素及经济角度建立的智能能量调度

预测模型，结合风光储能微电网采集的能量数据及

其他数据进行实时调度安排。为风光储能微电网及

电动汽车充电桩一体化能量调度控制提供了可靠的

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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