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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互联网是依托现有电网技术和资源基础，结合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

能系统，融合互联网“开放、对等、分享、互联”思想的新型电网结构。能

源互联网是以能量路由器为核心节点的网络，通过能量路由器实现电气设备

之间信息流与能量流的双向、对等传输。由于风能、太阳能等一系列可再生

能源受限于自然情况的变化，其发电功率具有波动大且不确定性强的特点，

导致能源互联网中能量需求与供给在时域与地域上匹配程度很差，给网络平

稳运行和能源高效利用提出挑战。本文中，结合广域能源互联网的特点和应

用需求，提出一种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通过分析广域能源

互联网的拓扑结构，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升电能使用效率为优化目

标，分别提出基于图论的中心化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最后，

结合实际需求，提出一种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以及相应的分布式控

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通过分析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拓扑结构，

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升电能使用效率为优化目标，将广域能源互联

网控制等效为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并提出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

化控制方法。  

2)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在能量路由器只获取其附近电网状

态信息的情况下，提出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结合基于图论的中

心化控制方法与广域能源互联网仿真系统生成的电网运行状态信息与控制

指令数据集，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通过实验分析，证明该方法可行性且优

于其他分布式控制方法。  

3)对广域能源互联网划分区域并分布式控制。结合广域能源互联网的结

构特性，以及分布式控制方法的实际特点，提出基于聚类算法的广域能源互

联网区域划分方法；并将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应用到区域划分后

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  

 

关键词：广域能源互联网；能量路由器；深度学习；分布式控制；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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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Internet (EI) is a new-type power grid architecture, it bases on the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of conventional power grid and combines wi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and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d imitates 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Internet "Openness, Equal, interconnection and Sharing". As the 

core device of an EI, the energy router (ER) is used to connect various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ensure the two-way and peer-to-pee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nergy flow.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leads to an imbalance between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in time and space, and 

poses challenges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EI. In this paper, an improved ER’s 

structure i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feature and requirement of wide area EI. In 

addition, we analysis the topology of wide area EI, an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to reduce power transmission loss, 

we propose a novel centralize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based on graph 

theory and a novel distribute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Finally, a regional division method of wide area EI is 

proposed based on actual demand.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s:  

1) A novel centralize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based on graph theory. 

The energy management of wide area EI is equivalent to the minimum cost 

maximum flow problem based on the topology and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which is t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to reduce 

power transmission loss. The graph theory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2) A novel distribute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We proposed an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the neighboring ERs is required.  We use 

centralize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wide area EI simulation system to 

generate data and use it to train the neural network. Simulation results are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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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novel network partition method and energy management approach. 

Based on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de area EI, the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used to divide the region. Then a modified approach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s 

proposed. 

 

Key words: Wide Area Energy Internet; Energy Router; Deep Learning; 

Distributed Energy Management; Grap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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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对照表 

EI 能源互联网 (Energy Internet) 

ER 能量路由器 (Energy Router) 

PV 光伏发电 (Photovoltaic) 

WTG 风力发电机 (Wind Turbines Generator) 

ES 储能装置 (Energy Storage) 

MT 微型发电机 (Micro Turbine) 

ANN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CNN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SE 均方误差 (Mean Squar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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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能源互联网的概念 

电力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已经工业生产的必需品。如同空气一样，大多数人

一生中都在使用它，但对其存在性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只有当某一段时间内电力缺

失，才意识到生活中电对于大家的重要性。电网是由各种电力设备组成的动态运行

的网络[1]，电力需要在同一时刻产生、运输和供应的工作。同时，电网是一个巨大

的物理装置与人融合的网络，将成千上万的发电装置与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连接起

来。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时间里，电网的结构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化。随着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内，电网将面临不同

的挑战与机遇，而新技术将成为这些挑战的宝贵机会[2]。其中一些技术进步已经发

生，比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布式发电以及智能量测装置。如果电网运营商不能很

好的克服这些挑战，将导致电网可靠性降低、成本大幅上升并且不能实现公共政策

目标。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有必要将电网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能源互联网的构想是为了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等全球性挑战。

最近 50 年以来，随着电气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对于电能的需求不断提高[3]，如图

1.1 所示，从传统方式通过煤炭等化石资源制造电能不仅会造成资源消耗，而且会

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为了

解决用电需求量激增，可再生能源接入与控制、提高电能使用效率等问题，科学家

提出了能源互联网[4]的概念。 

 

图1.1  过去50年，全球能源需求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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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能源互联网，是依托现有的电网技术资源上，结合新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和储能系统，配合用户侧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设计理念技术的分布式能源平台

[5]。 

 

可再生能

源发电 

互联网

技术 

需求侧

管理 

储能

系统 

 

图1.2  能源互联网技术分析 

能源互联网与之前传统电网最大的区别在于借鉴了互联网的思维方式。互联

网“开放、对等、分享、互联”的模式跟传统电网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有着就巨大

差异。通过借鉴互联网自下而上的设计理念，能源互联网可以保证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量灵活输入和就地消纳。能源互联网可以在保证网络平稳安全的情况下，

提高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壁垒，实现能量流双向流通。图 1.3 是能源互联网

的应用场景[6]。作为能源互联网，必须包含以下属性： 

1、优化和高效。在不增加额外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将电网能够支持的电力

传输能力提高，能源互联网将最新的技术整合到优化其已有设备的使用上。实时监

控和系统控制允许通过基于场景的不同策略来提高设备的效率，这标志着需要在

正确的时间点对设备运行策略进行切换。此外，该平台将允许更智能的电力调度系

统运行，动态调整电力传输线路，追求有效的资产管理。监控和控制电力系统的运

行状态可以减少损失和消除拥堵，包括根据电力需求的时间和地点调整发电装置

的开关来提高系统的效率。此外，通过在不同类型的系统控制策略中选择最小损耗

能量传输线路，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将得到提高。向用户提供实时消费数据将为他

们提供根据个人偏好（定价、稳定性等）修改其所需电能类型的可能，这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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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而且对整体系统资源进行更优分配。 

 

图1.3  能源互联网的应用场景 

2、集成化。能源互联网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整合内部任何技术年代的电气设备，

以此来降低电力建设浪费。它不仅适用于大型发电厂，也适用于新型的分布式发电

装置。这种集成覆盖了不同的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小型发电厂，储能装置。这

样的融合方式将加快电力供应商、电力经营商以及用户的价值链的增长。因此，能

源互联网对于不同的客户群体提供了“即插即用”的可能。 

3、分享。通过保证电力系统中不同用户的双向实时通信，将有助于减少日常

需求中电力峰谷的需求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用户可以在不同时间内选择购买或

出售电能来帮助平衡供需关系。这些修改由于是消费者的选择，从而激发了不同的

购买模式和行为。这些选择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关于电力使用的新信息汇总，以及

新的电价和激励措施。 

4、新模式。能源互联网为其不同参与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市场。市场的有效

运作可以为用户提供在多种竞争性服务中做出选择的可能。能源互联网通过增加

传输路径、积极整合供需关系和促进持续电力供应的辅助服务条款，为市场提供了

新的活力。为了实现与新兴市场的合作，电力系统运营商必须同时处理好不同变量

之间的关系，如能量、容量、位置、时间、变化速度和质量等。监管机构、资产所

有者、电网经营者和消费者需要灵活地修改业务规则，以适应新的操作和市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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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能质量。能源互联网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根据其不同的用电需求提供差异

化的电能质量等级和价格。这可以提供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电力质量，不受阻碍、

冲击和干扰，并为不同等级的负荷提供动力。对于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民用用

户而言，电能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可以通过合同形式，要求电力供应商提供优质

电能质量的服务，并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随着技术的进步，先进的控制方法可以

随时监控关键部件，并对影响电力质量的事件进行快速诊断和解决，如闪电、短路、

线路故障和谐波源等。 

6、鲁棒性。随着去中心化和通信协议安全性的不断增强，能源互联网可以保

证并提高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能源互联网的鲁棒性指的是系统对于干扰、攻击、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这主要通过隔离有问题的部分，保证系统的其余

部分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某些保护措施是提前性的维护、自我修复和通过增强传

输能力加强供应安全。这种自我修复动作的结果是减少对于用户的服务中断，并帮

助电网运营商延长的管理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7、可持续发展。由于能源互联网结合了低碳技术，可以放缓全球气候变化的

进程。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使用新的发电方式并使用以电为动力源的运输设备都

对环境改善起到重大帮助作用。此外，需求不确定性的减少可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

率，这同时也对环境有着正面影响。使用分布式可再生发电装置将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并减少大型发电厂的气体排放，这都有利于减少对于环境的持续破坏。 

1.1.2. 能源互联网发展计划 

目前而言，除了相关技术进步的进行，消费者意识、建立监管框架和经济投资

是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全球各地都在积极建设示范项目，以证明能源互联网的

优越性，验证其大规模部署的可能性并寻找一种低成本推广的方法。各国政府通过

设立投资计划来加快能源互联网试点项目的建设，并将其作为促进电网发展，提供

新服务的重要商业机会。为了更好的了解世界各地示范项目的现状，下面介绍一些

国家的发展计划[7]： 

1、中国。中国政府在介绍十二五计划(2011-2015)时，强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

领域的国家重点发展方向[8]。发展能源互联网的驱动力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电力生

产与消费的地理不均衡型以及电能总体需求量的不断提高。目前，大部分电能仍然

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热发电厂提供[9]。国网公司计划在 2010 年开始建设能源互联

网示范项目，预计 2030 年完成；并且制订了一项长期投资计划用于发展能源互联

网，预计到 2020 年至少达到 96 亿美元。 

2、印度。印度政府正在积极推广一些智能电网项目，将其作为中央和政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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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源争夺的一部分。这些举措包括提高电网容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农村电气化推广以及通过负载管理优化电能使用并提高电网运行效率。印度强调

智能电网在能源生产/供应方面私人投资的必要性，并将电力监管部门从政府中分

离出来，并建立一个新的监管框架来监督所有参与智能电网建设的机构。印度电网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技术流失和商业损失，力争实现实时性的自动化状

态监控和电力调度，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并智能管理的负载，拥塞和电能缺失。 

3、美国。在美国智能电网的发展倡议始于 2007 年 12 月公布的一项公共法律

[10]. 在这项法律中，政府支持电力传输和配电网络的现代化进程，并推广可靠和安

全的电力基础设施，比如建设未来可再生电能传输及能量管理系统(The Future 

Renewable Electric Energy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system，FREEDM system)[11]。

美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需要进行的相关研究，以确定未来电网的特征，确定需

要的关键技术，并从技术、社会、经济和立法方面提出相应的短期和长期发展部署

计划。政府计划的投资包括 450 亿美元用于电网现代化建设，348 亿美元用于将已

证实的技术快速整合到现有电网中，435 亿美元用于区域智能电网示范，以及 185

亿美元用于储能装置建设和演示[12]。 

 

图1.4  FREEDM系统的关键部件 

4、欧盟。与此同时，欧盟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平台在 2006 年发布了其对欧洲电

网未来发展战略的计划[13]。欧洲的智能电网发展计划包括整合所有低碳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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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励电力供应方在供应链中发挥积极作用。考虑到欧盟强制目标的施行对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以及 2020 年到 2050 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影响，智能电网技术平台

所确定的关键技术挑战包括：增强型电网， 系统控制的分散式架构，提供通信基

础设施，激活需求侧管理，整合间歇性发电装置，促进分布式发电和存储系统以及

准备电动汽车的联网。因此，欧盟内部的不同国家正在分别开发智能电网技术平台

的不同部分。例如，在德国，电力能源资助计划有几个项目侧重于能源系统的信息

通信技术研发。在法国，电力运营上 ERDF 在一个试点项目中部署了 3 万个智能

电表，该项目基于一个名为 Linky 的高级通信协议。在西班牙，政府要求电力运营

公司在 2008 年用新的智能电表取代现有的电表;而且这项工作必须在不增加客户

成本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智能电表的更换必须在 2018 年之前在西班牙全境内完成。

在意大利，经济发展部还为智能电网示范项目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电网升级计划

提供了 200 多万欧元的资金。此外，Telege store 项目在积极的中压分配系统上，

成功获得了 8 个基于关税的资助，以证明集成智能电网的高级网络管理和自动化

解决方案的可行性[12]。 

5、英国。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其发布的《UK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 (2009)》[14]中确定了英国智能电网发展的关键技术点。随着间歇性

可再生能源和更加稳定的核能发电的不断扩张，配合上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以及

供暖、运输的电气化进程，再加上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以及储能装置的综合利用，都

为电动汽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此外，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提出了一

个名为“注册电力区域（Registered Power Zone）”的项目，该项目将鼓励电网运营

商去发展和实施创新的解决方案，最终目标是将分布式装置连接到智能电网当中。

OFGEM 已经成立了一个低碳电网基金，它将为测试、实施新技术和商业安排的项

目提供高达 50 亿英镑的支持[12]。 

5、日本。日本政府宣布从 2009 年至 2020 年，日本要实现减少 75%的碳排放

量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济、贸易和工业部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来研究智能

电网的发展方向。这些委员会集中精力研究低碳电力系统，下一代传输和运营电网

以及如何在日本的基础电网环境下部署智能电网[9]。日本电力公司联合会正在制定

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太阳能发电与智能电网相结合，这项计划预计在 2020 年实现，

政府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12]。该项目被称为“下一代输电和配电系统最优控制技术

的示范测试项目（The Field Test Project on Optimal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由日本 26 家电力公司、制造企

业和研究实验室共同进行，目的是开发与智能电网相关的技术。日本政府同时宣布

了一项全国智能电表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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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文研究内容与本人贡献 

本研究基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结构，面向能源互联网的重要问题——运行控

制方法，提出了有效的算法以及仿真平台，最终构建了一个高效、稳定、扩展性强

的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第 3 章、第 4 章、第 5 章分别对中心化、分布式、区域结

合分布式控制方法进行了介绍。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于研究现状，提出了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能量路由器

是能源互联网的核心设备，是能源互联网可观可控的基础。目前，能量路由器的结

构基本大部分针对局域微电网或者小型能源互联网。为了符合能源互联网基本要

求，同时具备高鲁棒性、强扩展性、高容错性兼容大量电气设备同时运行的广域能

源互联网，我们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并针对由它组成

的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进行了分析。 

(2)提出了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通过分析广域能源互

联网的拓扑结构并对其控制目标进行研究，将控制目标等效为最小费用最大流问

题，并通过图论方法进行求解。该方法可以在能源互联网设立中央控制器的前提下

对广域能源互联网实现最优控制。 

(3)提出了适用于深度学习训练的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数据集。深度学习需要

大量的数据集作为基础，但目前并没有标准化的数据集以及数据集生成方法，本文

结合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生成用于深度学习的数据集，为以后同类问题的

求解奠定基础。 

(4)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充分利用能量路

由器可以实现信息转发的特点，制定合适的分布式控制方法，结合深度学习算法，

利用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生成的数据集，实现了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进而

实现了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 

1.3. 本文研究内容和组织架构 

第 2 章介绍能量路由器的基本概念和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的基本现状，然后

对后面用到的图论算法和深度学习概念进行介绍，最后，并提出了适用于广域能源

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 

第 3 章介绍了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是分布式控制方

法的基础。通过分析广域能源互联网拓扑结构，将其优化控制目标等效为最小费用

最大流问题。该方法在每次求解时需要获取全网所有电气设备等状态信息，因此是

中心化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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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介绍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首先，通过

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生成数据集。其中包含必要的电网状态信息和监督值。

然后，利用能量路由器可以实现信息转发的功能，在每次进行分布式控制时，能量

路由器需要获取其周围的电力状态信息，将其送入到深度神经网络预测控制指令。

本章的重点是如何构建适合深度学习算法的优化目标以及数据格式，以及如何设

计合适的神经网络解决该问题。 

第 5 章根据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在信息转发次数与结果分析的基础上，

介绍了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以及在区域划分状态下的分布式控制方法。首先

通过能源互联网设备的电器属性，结合聚类算法对其进行分区，保证区域内联系更

加紧密。然后调整分布式控制算法，使其更适合区域划分以后的场景。 

第 6 章是对全文工作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第 2 章  研究现状 

 9 

第2章  研究现状 

能源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电力传输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融合产物[15]。此处信息

系统用来组织和保证全局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能源互联网中，各种量测装置如电源

管理单元 PMU (Power Management Unit)[16]被用来实时获取电网中各个设备的运行

状态信息，并将其发送给控制单元，保证控制单元能够根据实时变化情况对电气设

备做出相应的控制。事实上，了解能源互联网控制的难点，必须了解能源互联网的

结构，以及控制对象。本章首先介绍了能量路由器的使用场景及概念；并对现有的

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进行综述；然后，对本文提出的控制方法所使用的图论算法、

深度学习算法进行介绍，最后，针对本文所提出的控制方法，提出一种适用于广域

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结构。 

2.1. 能量路由器概念 

能量路由器是能源互联网的核心设备，是各个电气设备组网运行，传递信息和

优化控制的基础节点。能量路由器的结构由当前电气技术发展水平与电网实际需

求两方面共同决定，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会有不同的结构特点。本节首先对能量路

由器的概念、需求分析以及当前能量路由器的功能进行介绍。 

能量路由器(Energy Router, ER)的概念最早由 Yi Xu 等人提出[17]用于智能电网

当中。智能电网（Smart Grid）与能源互联网都是未来电网的发展形态，其概念大

致相同，只是美国学者通常使用智能电网这个名称。作为结合已有电力网络的综合

性电网，能源互联网具有很多新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结合可再生能源以及

对传输能量的智能优化管理。 

能源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可以总结为以下 6 个领域：分布式发电，传输，分配，

可控，用户以及服务提供商。下面，对每个领域的应用场景分别进行介绍。 

1、分布式发电领域。在未来，大量的电能由可再生能源提供。这些能量源通

常被连接到它们附近的负载上。在某个时间段内，在局域微电网中的电力

供应超过其电力需求时，剩余电能通过能量路由器流向能源互联网。反之，

在某个时刻局域微电网中电量短缺时，能源互联网可以将补偿能量通过能

量路由器传递到局域微电网中。 

2、传输领域。传输领域指的是能量路由器对电能从发电商到用户的传输过程

负责。对于分布式发电站，由于任意时间点用户的用电需求都在改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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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互联网的控制中心需要对每个发电站产生电能的传输方向进行动

态规划。因此，能量路由器可用来实现能量流传递的动态规划过程。 

3、分配领域。能量分配需要通过能量路由器来实现。由于用户的电力需求随

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能量路由器需要负责采集用户电力需求变化，由此来

实现动态能量分配。 

4、可控领域。为了电力控制得到优化，需要时刻收集网络状态信息，例如分

布式发电站在某一时刻的各自电能生产能力，每个用户在某一时刻的电力

需求等。这些状态信息需要由能量路由器来获取，并用来优化电能分配和

传输 

5、用户领域。用户通过能量路由器向电网购买电能。同时，用户也可能通过

分布式能源产生电能，能量路由器可实现在局域微电网中不同用户之间供

需平衡，保证生产出来的电力能够优先就近消耗，同时，如果局域微电网

中生产的电能大于需求量，剩余电能能够通过能量路由器向能源互联网中

其他用户进行销售。 

6、提供服务领域。电力供应商可以自己生产电能，或者从电力生产者（通常

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购买电能。他们需要有实时的能量供给和需求信息

来优化服务，这些信息的获取依赖于能量路由器。 

能量路由器是构建能源互联网最基本的功能设备。在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

器将广泛分布，并承担很多的功能。与互联网中的路由器类似，能量路由器有不同

层级的属性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大致分类为用户层功能和网络层功能。 

1、用户层功能。当能量路由器被安置在能源互联网中，它与电网中用户设备

直接相连。这其中主要包含三类用户：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储能装

置以及负载。这些用户设备与能量路由器共同组成了局域微电网，其中能

量路由器为中心协调装置。局域微电网中能量路由器直接与每个用户装置

进行通信，并按照用户装置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下面我们列出能量路

由器所需要实现的所有用户层功能。 

连接用户。能源互联网需要具有即插即用的电能与信息传输端口。当

用户装置通过能量路由器连接到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负责与用

户设备建立信息与电路连接，并对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服务需求。当已连接的用户装置需要开启某项服务时，用户设备需要

发送服务请求信息到能量路由器，能量路由器对请求进行应答并控制

相应的电气设备对用户设备提供相应电能服务。 

状态更新。当用户设备的运行状态发生改变时，用户设备发送状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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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息到能量路由器，能量路由器需要及时更新用户状态信息。 

服务终止。当用户端需要终止服务时，它将发送服务终止信息到能量

路由器，能量路由器确认终止信息后将控制相应电气设备使得电能服

务终止，同时，用户端在收到能量路由器的终止确认信息后，将断开

与能量路由器的电气连接。 

用户分离。当用户端从能源互联网中离网后，能量路由器需要及时发

现连接断开并更新其用户端接口信息。这个功能的实现需要能量路由

器向每个用户端发送周期性应答请求并接受其应答信息。如果能量路

由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某个用户端的应答信息，则认定该用户端

处于离网状态。 

2、网络层功能。每个能量路由器不仅与用户设备相连，还与能源互联网中其

他能量路由器直接相连，他们共同协作完成能量的优化调度。 

在每个局域微电网中，能量路由器有两种运行模式分别为并网模式及离网

模式。 

在并网模式中，局域微电网通过能量路由器与能源互联网相连，电能可以

通过能量路由器流入/流出局域微电网。能量路由器此时扮演电能流动调度

角色，根据局域微电网中电能需求调配电能供应。 

在离网模式下，能量路由器将微电网从能源互联网中分离起到保护作用。

局域微电网中的负载需要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以及分布式储能装置提供

电力支持。为了保证离网状态下运行时长，能量路由器需要尽可能减少低

优先级负载的耗电量。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操作情景。在白天，此时光伏发电系统可以将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并将其传输给能量路由器。能量路由器查看本地电能需求，这其中包

含当前的负载需求以及分布式储能装置的充电需求，然后将光伏发电产生的电能

传输到负载及储能装置上面。 

在傍晚，光伏系统停止发电，并且此时由于人们照明等需求，负载用电量增

多。光伏发电系统此时向能量路由器发送服务终止信息并与微电网断开电力连接。

能量路由器此时调用分布式储能装置来提供电能供应。 

在深夜，负载需求减少，能量路由器此时将产生的剩余电能储存到分布式储

能装置当中。 

在全天时间内，风力发电机都处于运行状态，在风力强度合适的情况下，可

以将风能转化为电能并传输到能量路由器。由于风力发电功率与负载功率随时间

变化并不一致[18]，如图 2.1 所示，因此在发电量大于负载需求量的情况下，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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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能将储存在分布式储能装置当中。 

 

图2.1  风力发电功率与负载功率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根据能源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和能量路由器在其中需要执行的多种功能，可以

对能量路由器的设计要求进行分析。 

在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承担重要的电力控制功能，以此来保障电力正确

及有效传输。能量路由器是是电力电子、通信和自动化的技术集成产物。因此它的

设计需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A、 电力电子要求。 

能量路由器需要电力电子技术来实现自动的电力分配与管理。根据应用场景的

分析，能量路由器会实时采集电网中电力供需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动态调整电

能分配状态。通过电力电子技术，可以将智能管理模块的电力调度指令应用到

固态变压器上。电力电子技术需要响应快速并高度可靠，以此来保证电力调度

指令能够被正确执行。 

B、 通信要求 

在每个时刻，能量路由器的动作取决于其获取到的网络中电气设备的状态信息。

例如，当能量路由器发现本地负载电力需求大于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能时，启

动分布式储能装置提供电力补偿，或者当检测到电气设备没有正常运行时将其

电力连接切断。能量路由器之间的通信必须满足如下三个要求： 

1) 传输延迟要求。传输延迟定义为在通信链路中信息传递的最大时延。能量

路由器之间的通信可能有不同的传输延迟要求[19][20]，这取决于不同的发送

信息的触发机制。在能源互联网中，最重要的关键信息需要的传输延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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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3 毫秒以内。因此，能量路由器必须具有足够快的处理和通信能力，

以保证低延迟的信息交换服务。 

2) 通信可靠性要求。能量路由器之间的通信必须是可靠的[21][22][23]。能量路由

器之间的通信链路需要设计成丢包率最小化。此外，能量路由器需要具有

通信故障检测能力，以便快速地重传丢失的信息。如果某个能量路由器遇

到设备故障，其他的能量路由器应该能够通过绕过该点，通过路径继续通

信。 

3) 信息安全要求。能量路由器之间交换的信息包含电网的操作指令。伪造或

假冒的这些信息将危及能源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因此，能量路由器必须确

保通信是安全的。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阅读和篡改能量路由器之间的

信息，需要适当设计的加密机制。如果恶意用户注入伪造的信息，能量路

由器应该能够检测出伪造信息并将其丢弃。 

C、 分布式控制要求。除了电力电子要求和通信要求，能量路由器必须具备分布式

控制模块来保证能源互联网的能量管理控制。这个控制模块利用通信模块收集

到的电网状态信息来生成能量控制决策，以此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控制。 

结合能量路由器的设计需要，人们提出了几种能量路由器结构，我们对其中

一种进行详细介绍[24]。该能量路由器由电力电子模块、通讯模块和分布式控制模

块组成。在电力传输和分配系统中，不同位置的设备其电压和电流存在很大的变

化范围。在这种解决方案中，他们采用 20kW 固态变压器作为电力电子装置。能

量路由器的结构如图 2.2 所示。 

 
 

图2.2  20kW能量路由器结构示意图 

A、 电力电子模块 

电力电子模块的核心功能是将电力传输线上的高压电降压到不同等级的低压

电来供应给不同的电力设备。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模块由一系列连接的子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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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组成，例如 7.2Kv 交流到 10kV 直流，10kV 直流到 400V 直流，400V 直流

到 120V 交流等等。可以从一个变压器的输出直接链接到另一个变压器的输入。

通过多次变压达到目标需求的电压值。对于不同电力应用的接口，子变压器链

接到不同的电力端口。这些端口向许多电力设备提供即插即入的电力服务，同

时这些端口也与能源互联网直接相连。 

B、 通信模块 

能量路由器的通信模块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能量路由器内通信，另外一部分

是能量路由器之间的外部通信。内部通信又被称作电力通信接口如图所示，这

个组件负责固态变压器的控制器与各个电力端口之间的通信。内部通信组件可

以设计成一个单独的通信板，它是用嵌入式系统构建的。它可以提供通信设施，

与能源互联网中信息交换设施相连。网络协议可以采用 ZigBee、以太网或者

WLAN。 

C、 分布式控制模块 

分布式控制模块从通信模块获取能量路由器的状态信息，并为局域微电网内以

及能量路由器之间生成电力传输优化动作指令。分布式控制模块的动作指令被

传递给电源质量管理组件，该组件负责相应地改变固态变压器的配置。典型的

变化包括端口激活、连接电气设备和微电网的并网/离网。 

2.2. 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综述 

目前，由于能源互联网处于发展初期，相关研究较少，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参

考了针对传统电网以及微电网的研究。其中，很多学者在传统微电网中加入能量

路由器、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等组成局域能源互联网，并研究其控制方法；或

者是将几个能量路由器相互连接，组成小型能源互联网，并对其进行研究。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针对微网中安装能量路由器组成的局域能源互联网，这

种电网其基本机构与传统局域微电网类似，控制方法与传统方法也比较类似，其

中一部分研究基于数学分析的方法，例如图论算法[25]， 2H 控制算法[26]，H控制

算法[27]等。Haochen Hua 等人提出基于 H控制的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28]，该方

法面向能源互联网中具有能量路由器某个局域微电网，通过对微电网模型进行建

模，列出发电设备、储能装置以及能量路由器的数学关系式，通过 H控制算法

对方程组求解，实现通过控制各个电气设备，保证微电网直流母线电压稳定的效

果。 

除此之外，也有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这种微型能源互联网进行控制。

Yuanyuan Xi 等人提出通过增强学习算法实现微电网中分布式控制[29]。他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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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控制器安置在微电网的不同电气设备上，在每个时刻控制器获取当前微电网中

交流母线的电压、频率信息，通过增强学习算法对其状态进行判断，并生成适合

不同电气设备的动作指令。该方法在小型微电网中有较好效果，但不适合大型复

杂电网。 

除此之外，一些工作针对由几个或十几个能量路由器组成的能源互联网进行

研究，提出相应的控制方法。Ruichi Wang 等人基于图论算法，提出了对于小型

能源互联网中能量流路径规划的方法[30]。针对小型能源互联网中包含节点数量少，

全网通信速度快的特点，首先建立能源互联网电力传输路由表，其中包含每个节

点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电能传输损耗，然后依照路由表，在给定能量传输起点、

终点的情况下规划传输损耗最小的路径。该方法解决了小型能源互联网中路径规

划问题，但是存在较大局限性：它无法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而且能源互联网

中通常电能传输的起点、终点只能确定一个，该方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介绍的算法大部分都采用集中式控制，这并不能满足能源

互联网的需求。能源互联网为了适应大范围、多目标的控制并提高网络运行的鲁

棒性，分布式控制方法更加合适。 

Bonan Huang 等人多微电网互联场景下，提出了基于遗传学习的分布式控制

方法[31]。该方法在每个微网中安装一个控制器，控制器首先根据微电网中电能剩

余状态，确定微电网中电能价格；然后通过网络得到其他微电网中电能价格，以

生产电能获利最大化为目标，通过遗传算法确定电能生产功率以及电能传输方向。

该算法在多次迭代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控制效果对于迭代次数很敏

感，在迭代次数少的情况下效果很差。 

2.3. 最小费用最大流算法 

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是图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网络优化场景都可以等

效为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的特例，比如最短路径问题、指派问题等等。在传统电

网的场景下，有一些学者采用最小费用最大流算法进行流量优化的研究[32]，但对

于能源互联网场景下，尚未 you 成熟的研究成果。下面，介绍最小费用最大流问

题的定义： 

在一个规定每条边的容量和费用的网络G = (V,E,W,c)中，给定起点集合Vs 和

终点集合Vt ，对于 ( , )i jv v E  ，参数 ijw 表示经过该条边的费用，参数 ijc 表示该条

边的容量，设 f 是G 的可行流，则费用总和为： 

( , )

( )
i j

ij ij

v v E

f f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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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小费用最大流就是在网络G = (V,E,W,c)中求一个费用最小的最大流。 

对于该问题，有很多求解算法，本文中采用宋常城等人提出的算法[33]，其求

解可分为一下三个过程： 

1）对于网络G = (V,E,W,c)，从初始可行流 f （设为零流）开始； 

2）构建图中的剩余网络 ( )G f ，寻找V Vs t 的最小费用路；若如法对 P 进行

增广，此时 f 是G 中的最小费用最大流；否则，选取 ( )G f 的一条路径，进行下一

步； 

3）沿着 P 对可行流 f 进行增广，得到新的可行流 f ，若此时不存在V Vs t

路，停止。此时，求得的可行流 f 是最小路径最大流。 

在本文实际求解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时，调用 python 语言的 networkx 软件

包中 min_cost_flow 函数，可以对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进行求解，该函数的算法

经过并行优化，满足多节点大型网络的计算要求。 

2.4. 深度神经网络简介 

深度神经网络[34][35]是人工神经网络的一种，随着近些年来计算机科学的不断

进步，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不断增强，人工神经网络的规模可以不断扩大，其中最主

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叠加更多网络层数来构成深度神经网络。本节主要从两方面介

绍深度神经网络：首先，对人工神经网络以及相关函数的算法进行介绍，然后介绍

本文所采用的卷积神经网络。 

2.4.1. 人工神经网络（ANN） 

人工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于人类的大脑神经元网络。1943 年，Warren S. 

McCulloch 和 Walter Pitts 发明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第一个概念模型，并希望它可以

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36]。他们描述了一个神经元功能的基础：神经元可以接收输

入，处理输入，产生逻辑输出信号。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可以将人类的大脑看作是

一个自然的神经网络，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一个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矩阵，他们之间

电子信号相互交流。本节的目的不是解释生物神经元功能的细节，而是对帮助创建

人工神经网络的神经元的基本元素进行详细说明。 

人的大脑是由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神经元相连。这些神

经元是控制身体并保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的主要器官。每个神经元可以与其他上

千个神经元相连。神经元在特征和结构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有中央细胞部分，同

时有像触须一样的细长部分，被称为树突和轴突[37]，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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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神经元结构示意图 

树突接收来自其他细胞的信息并将其发送到中央细胞，而轴突则将信息发送

给其他神经元。神经元可以产生电势，降低或增加电压差，与它正在处理的信息类

型有关。神经元通过抽取钾（K）或钠（Na）进出的方式来改变它的电势。当电势

能累积并超过一定的阈值时，神经元就会触发一个电子化学信号。这种放电被称为

动作电位，通过轴突到达突触和邻近的神经元传递一些信息。 

然而，神经元是一种物理系统，它需要时间来积累足够的电荷来进行信息传

递。神经元的动作电位是由输入的条件和细胞反应决定的。而人工神经元具有与

之相似的处理过程：它首先接受输入分量 ix ，然后与其自身的权值 iw 相乘，以

此来模拟一个信号通过一个神经元的过程。当一组信号同时通过该神经元得到输

出时，需要将这些乘积进行求和，并于偏置项相加，再通过激活函数，来得到神

经元的输出，公式如下所示： 

( )Ty w x b                          (2-2) 

其中，x 表示输入信号向量，w 表示每个信号对应权值向量，b表示偏置项，

 表示激活函数，其函数特性用于模拟神经元处于兴奋或抑制状态。如果函数输

出值接近 0，则表示这个神经元处于抑制状态；如果函数输出值接近 1，则表示神

经元处于兴奋（激活）状态。早期，人们常用的激活函数有两种：sigmoid 函数[38]

和 tanh[39]函数，其公式如下： 

1
( )

1 x
sigmoid x

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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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e e
tanh(x)

e e









                       (2-4) 

函数曲线分别如下： 

 

图2.4  sigmoid函数示意图 

 

图2.5  tanh函数示意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 Sigmod 函数对于中间区域放大区域增益效果明显，而对两侧

区域效果较小，类比神经元，表示中间区域为神经元的兴奋状态，而两侧为神经元

的抑制状态。 

随着人工神经网络的不断发展，激活函数也在不断进步，适用性更好、更利于

信号传播的激活函数也被不断开发出来。近年来 ReLu 函数[40]被广泛应用，它可以

使得网络更加稀疏，有利于网络的计算与存储。其方程如下： 

0  

  

(x 0)
ReLu(x)

x (x >0)


 


                      (2-5) 

对应的函数图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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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ReLu函数示意图 

通过实验发现，ReLu 函数对于无监督训练有着巨大帮助，也可以实现更快的

训练速度，相比于传统的 Sigmod 函数，它具有三个特点：1、实现单边抑制；2、

具有更宽的激活边界；3、稀疏激活性。 

单一神经元可以解决某些简单的分类问题，例如，如果一个问题是线性可分的，

就能够在其输入空间 x 上找到一个点，将其分割为左右两部分。通过多个神经元

分层相连，可以实现多层神经网络，实现多层感知功能，此时通过对多个线性分类

器的组合，可以实现复杂的非线性分类问题求解。因此，多层神经网络的公式为： 

1( )l l l la W a b                          (2-6) 

其中，l 表示其所在网络层数， [1, ]l L ，
la 表示 l 层网络的输出值。

lW 表示

l 层网络的权值矩阵，其中
l

ijW 表示第 l 层网络的第 j 个神经元与 1l  层网络第 i 个

神经元之间的权值。
lb 表示第 l 层网络的偏置值。 

2.4.2. 卷积神经网络（CNN） 

人工神经网络提出较早，但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其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其网

络结构单一、训练参数较多，基于传统多层人工神经网络的控制器学习能力差、容

易造成过拟合，因此逐渐不再受到人们重视。 

近年来，卷积神经网络[41]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

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人工神经网络结构。卷积神经网络的网络结构与普通人工神

经网络相类似，包含了输入、输出、激活函数，与普通人工神经网络不同的是，它

包含了卷积层、池化层，可以令卷积神经网络得到更好的效果。 

卷积层的数学公式如下： 

(( * ) )ij ijh W x 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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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卷积操作： 

( )( )* uv i u j vu v
W x W x                     (2-8) 

 

图2.7  卷积运算示意图 

比如，对一个矩阵进行卷积操作如图 2.7 所示（此处，
1

9
uvW  ）。 

将多个卷积层按照顺序连接起来，前一层的输出作为下一层的输入，则组成了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中通常采用权值共享的方式来减少网络参数数量。比如，以

Krizhevsky 在 ImageNet 比赛中采用的卷积神经网络[42]为例，图像的输入尺寸是

[227,227,3]，第一个卷积层的输出尺寸为[55,55,96]，因此，在第一个卷积层中包含

55*55*96=290400 个神经元，由于第一层的卷积尺寸为[11,11,3]，因此每个神经元

包 含 了 11*11*3+1=364 个 参 数 ， 综 合 起 来 ， 第 一 层 神 经 网 络 包 含 了

290400*364=105705600 个参数，而且这还只是一层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显然这

么巨大的参数量将对网络训练造成巨大的计算开销。因此，为了减少参数数量，可

以令一些神经元的参数进行共享。由于对图片同一图层中不同位置进行卷积操作

具有相似型，因此，在这个算例中，经过共享参数后第一层卷积网络只保留了

99*11*11*3+96=34944 个参数。这大大减少了训练参数的数量，而且从实验效果来

看，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避免过拟合。 

然而，在只有卷积层的情况下，在数据的尺寸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会导致训练

参数过多。这就需要在卷积层之后引入其他网络层来减少数据尺寸。池化层

（Pooling）因此被发明出来[43]。它是卷积神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减

少数据尺寸并相对完整的保留数据信息。由于其采样特性丢失了部分不重要的信

息，可以使得神经网络对于样本的鲁棒性更强。池化层在每一个纵深维度上单独操

作，因此图像的纵深维度保持不变。最常见的池化层是最大池化，池化尺寸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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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幅为 2 的池化层如下图所示： 

 

图2.8  池化运算示意图 

最大池化层具有两方面优势：首先，通过最大值采样，可以保留数据中最显著

部分，从而提出局部微小变化以及数据平移造成的影响。其次，它可以降低数据尺

寸，减少网络参数数量，提高后续处理速度。 

2.5. 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 

在前文，已经介绍了能量路由器所满足的基本需求，以及它在能源互联网中

可以实现的功能，并给出了一种能量路由器的结构。本节，将针对广域能源互联

网中的连通性与鲁棒性需求，并提出一种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结

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面积在不断增加，超大城市对

周边小城市的带动效应在不断提高。以中国为例，现在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

等区域性共同发展城市群。在这种趋势下，在较大范围内，众多城市共同发展的

场景在未来将会不断出现。这种场景下的电力需求，以往小范围的能源互联网无

法对其提供服务，此时需要广域能源互联网来提供服务。广域能源互联网的使用

场景与现有电网的差别主要在一下几个方面： 

1、总体用电量的提高。随着工业发展进步以及居民城市化进程，工业用电

以及生活用电的需求量总体提高，这将推动电网的不断升级改造以保证

提供更大用电量的服务。 

2、用电区域的扩大与均匀化。以往，城市是人们居住以及工作的主要场

所，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大量工业场所

搬迁到远郊地区，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创业项目逐渐增多，大量远郊地区

都将被工业用地所覆盖，这就导致从以前只有城市用电量大，逐渐变化

为城市中心以及远郊地区分别需要供应居民生活用电以及工业生产用

电。这意味着用电区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现有的电网结构下，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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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络分布在城市中，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电力传输网络相连。而在

未来，类似京津冀区域，大量的郊区也需要电力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

这就需要广域能源互联网能够在更大的区域内，均匀化提供电力服务。 

3、广域内电力控制。目前电力传输主要依靠电力传输网络进行。通过架设

长距离高压输电线，以较少的输电线路实现长距离的电力传输。但由于

未来电力需求的均匀化，这种长距离输电的应用场景将不断减少，在很

大的地理范围内，大量短距离、灵活化的电力传输将成为主要需求。 

4、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可再生能源是未来产生电力的主要方式。利用地理

优势，适时的建设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将可以大大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环境质量。也

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根据上面的需求分析，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与目前能量路由

器的结构有如下相同/不同之处： 

1、与传统能量路由器类似，可以在局域电网中承担供需平衡功能，提供电

能服务，并将局域电网与能源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功能。需要有多个接口

连接可再生能源、负载、储能、微型发电机等设备。能够实现局域微电

网中各个电气设备实时状态信息的获取。 

2、与传统能量路由器不同，广域能源互联网中的能量路由器还需要承担广

域内能量调度的功能，因此，我们提出广域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最

多于另外 3 个能量路由器对等连接。这种设计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首

先，根据网络连接性理论，一个节点至少与另外 3 个节点相连的情况

下，节点与边可以形成网格形状，否则只能组成线形或树形，能量路由

器之间组成网格结构可以尽可能保证能源互联网整体鲁棒性；其次，由

于电力传输线的成本较高，因此在保证网格结构的前提下应该尽量减少

电力传输线的数量，进而降低建设成本。因此将每个能量路由器的最大

连接数量定义为 3 个。除此之外，由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电力调度是以

网内所有电子设备的实时状态信息为基础，所以能量路由器还需要负责

电网中电力设备状态信息转发功能，保证信息可以被足够多的能量路由

器获取到，为电力控制提供基础保障。 

因此，结合其他能量路由器的结构，以及广域能源互联网的应用需求，提出

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结构如图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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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广域能源互联网能量路由器结构示意图 

下面对其各个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1、直流母线及稳压控制器 

能量路由器的各个接口均连接到低压直流母线上，采用直流母线可以很

好规避交流母线负载谐波问题，保证母线电压更容易控制。直流母线的

稳压控制器直接控制各个 DC/DC、AC/DC 固态变压器，采用现有的低压

直流母线稳压算法（比如下垂控制[44]，最优控制等[45]）保证母线电压平

稳。 

2、交流输入/负载接口。 

交流输入/负载接口连接交流发电源（比如风力发电装置或微型发电机

等）或交流负载，可以将交流发电源的电能通过固态变压器转变为直

流，并输入到能量路由器内部的母线上；或是将母线的电力逆变为交流

供负载使用。 

3、直流输入/负载接口 

直流输入/负载接口连接直流发电源（比如光伏发电装置或生物质能发电

等）、储能装置或直流负载，可以将直流发电源的电能通过固态变压器

转调整到母线电压后输入到能量路由器内部的母线上；或是将母线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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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变压后为直流供负载使用。同时，能量路由器需要连接储能装

置，一方面用于能量路由器母线电压稳定，另一方面用于能源互联网的

动态调控。 

4、能量-信息路由端口。 

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一个重要特性是每个能量路由器需

要与最多 3 个能量路由器直接相连。因此，能量路由器上需要有三个能

量-信息路由接口。每个接口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电力传输线，考虑到

尽量减少电力传输损耗并降低电能质量保持难度，我们采用高压直流输

电用于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能传输；其次是信息传输线，考虑到通用性

与扩展性需求，信息传输采用与互联网传输线相同的光纤通信。 

5、分布式控制器 

广域能源互联网不仅需要解决本地能量供需平衡，而且要在广域内实现

能量控制，保证广域内供需平衡并实现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等目

标。分布式控制器直接连接三组能量-信息路由端口，首先通过其信息传

输端口获取能源互联网的实时运行状态信息，然后根据其控制策略控制

与另外三个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值。 

通过这种能量路由器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储能设备、负载等可以组成广

域能源互联网，其连接结构如图 2.10 所示。 

R1PV

ES
WTG

MT
R6

R9

R10

R3

R5

R8

R2

R4

R7

Load

WTG

PV Load

ES

 

图2.10  广域能源互联网连接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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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代表能量路由器，PV 代表光伏发电装置、WTG 代表风力发电装置，

ES 代表储能装置，Load 代表负载，MT 代表微型发电机。 

由示意图可见，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能源互联网不仅可以实现发电设备和负

载的接入，而且可以大范围大规模的组网，打破了现有电网的分层传输模式，并

且由于其网格结构，可以提高能源互联网整体的鲁棒性。 

2.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能量路由器的基本功能进行介绍，然后对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

进行综述。在介绍图论的基本理论基础和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的求解算法后，对

深度学习算法进行介绍。最后结合广域能源互联网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提出了一

种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源路由器结构本章的工作是研究广域能源互联网控

制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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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 

 在广域能源互联网中，由于所有电气设备的实时状态信息都可以通过能量路

由器进行获取并转发，这就为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提供了可能。在本章，我

们介绍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首先，对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拓

扑结构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能源互联网的控制优化目标；最后，介绍基于图论的

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 

3.1. 广域能源互联网拓扑结构分析 

广域能源互联网是一个由众多电气设备组成的连通网络，因此，在对其进行研

究时，许多学者将其抽象为图[46][47][48]。 

根据图论，一个图 G 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元组(V，E，W，c)，其中 V 代表节点

集合，而 E 代表边的集合，W 代表边的权重，c 代表变的容量。通常也将节点称为

顶点，而边称为连接线。在本文中，我们称为节点与边，但其含义与顶点和连接线

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一节中，我们用 n = |V |表示图中的节点个数，m = |E|表示图

中边的个数，由于 W 代表每条边的权重，c 代表边的容量，因此 m = |W|，m = |c|。 

在图中，边可以是有方向的或无方向的，这取决于我们试图建模的关系类型。

有方向的边表示图中的信息或能量只能按照这条边既定方向传播不能反向传播，

比如社交网络中，关注就是一种定向关系。而在无方向的边上，由于没有既定方向，

信息或能量可以双向流动，比如社交网络中好友之间就是一种无方向连接，好友之

间可以任意通信。 

边的权重，也成为权值、长度等，是边的一种属性。它可以代表这条边的长度

（比如在地图上），也可以代表边的重要性（比如在通信网络中），边的权重可以

是任意实数，在图论的计算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拓扑角度分析，能源互联网通常分为 3 个不同的部分： 

能量路由器：作为图中的节点。由于能量路由器充当将局域微电网链接到能源

互联网的角色，所以在拓扑结构上来看，能量路由器可以作为代表其所在局域微电

网的节点。而局域微电网中与能量路由器相连的电气设备，则作为这个节点的电气

属性而存在。 

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线：作为图中的边以及其对应的权重和容量。在广域能源

互联网场景下，能量路由器之间通过传输线进行相连，其中包含信息传输连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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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传输线。在本章中，我们将能量路由器之间的传输线作为图的边。在电力传输

过程中，有很多方面可能导致电力传输损耗，比如电力传输线的线损，固态变压器

的转换效率等，由于固态变压器的转化效率通常为固定值，与传输距离等变量无关，

因此我们不将其纳入优化范围，所以，在最优化全网传输损耗的前提下，将电力传

输线的长度（即传输线损比率）作为这条边对应的权重。同时，每条电力传输线都

有其设计最大传输功率，这应该作为该条边的容量。 

其他电气设备：比如发电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水力发电、微型发电机等）、

储能设备、负载装置（工业负载、民用负载等）都连接到所属局域微电网中能量路

由器上，在这种情况下，电气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信息将决定能源互联网中电力调

度的方向，但是在拓扑分析当中，他们并不能对应图中的点、边或权重。 

因此，图 3.1 中能源互联网的结构对应的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R1

R2

R8

R10

R5 R6

R7 R9

R3R4

 

图3.1  能源互联网局部示意图的拓扑结构图 

图中 R1……R10 代表 10 个能量路由器，由于其连接的其他电气设备在拓扑中

被视为节点的属性，因此在并没有在结构图中有所体现。由于能源互联网中的电力

传输线均可以双向流动，因此图中的连接线均为无向的，即这个拓扑结构图为无向

图。 

3.2. 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 

下面，对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进行介绍。首先，确定广域能源

互联网的控制目标；然后，基于控制目标，结合图论算法，详细介绍广域能源互联

网的中心化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 

3.2.1. 广域能源互联网优化目标确定 

根据第一章的介绍，能源互联网的应用需求主要解决一下电力问题：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接入与充分利用，能源互联网电能使用效率。因此，需要从两方面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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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优化目标进行分析。 

1、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最高。 

在电网中，负载损耗的电能与发电源发出的电能相等（忽略传输损耗的情况

下）。传统电网中，发电源的工作时间和提供的功率仅仅取决于负载在不同情况下

的所需功率，在发生两者不匹配的情况下，通过舍弃电源或切断负载的方式保证电

网的平稳运行。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功率只取决于自然环境（比如光伏发电取决于光照强

度、温度，风力发电取决于风速等），但是，这种变化过程与负载的功率需求变化

过程并不符合。因此，如果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一直连接在电网中，会加剧发电

功率与负载功率不匹配的情况。但是在能源互联网中，由于储能系统的加入，它可

以吸收多余的发电功率，也可以补偿负载功率，因此在每个时刻，发电源功率与负

载功率可以存在一定的差额。 

因此，为了保证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最高，需要保证任何情况下将可再生能源发

电功率的持续输入。如果在发电功率大于负载功率的情况下，超出的电能可以存储

到储能装置中；如果负载功率大于发电功率，则优先储能装置进行补偿，如果仍然

不足，则调用微型发电机进行补偿。 

在本章，我们只考虑脱离大电网的能源互联网场景，因此能源互联网中消耗的

电能只有两个来源：可再生能源和微型发电机。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

产生能量的利用率最高，也就意味着微型发电机需要补偿的电能值最小，那么在任

意时刻，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最高可表达为如下公式： 

Mimin P                            (3-1) 

其中， MiP 代表能量路由器 i 所连接的微型发电机在当前时刻的发电功率值。 

2、能源互联网电能使用效率最高 

能源互联网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与负载分布存在差异，以及

收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将导致电网中存在发电-负载功率分布不匹配情况，即

某些局域微电网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较多，存在发电功率剩余情况，而某些局

域微电网由于发电功率不足，导致存在负载功率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储能装置，将剩余功率吸收，或补偿负载功率缺口，

实现每个局域微电网中供需平衡。储能装置分为物理储能、电磁储能和化学储能三

大类，目前，电网中应用最多的是化学储能装置。由于化学储能装置自身的特性，

输入到储能元件的能量并不能全部释放，中间存在损耗，电能存入后只能释放出大

约 85%[49]。所以，在只依靠储能装置对每个局域微电网进行功率调控，会造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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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功率损失。 

还有一种解决方式是通过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力传输线将某些局域微电网中

功率剩余传输到有负载功率缺口的局域微电网中，在能源互联网全网范围内实现

电能调度，由于短距离电力传输消耗比例通常不超过 3%[50]远小于使用储能装置的

损耗比例，因此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提高电能使用效率的需求。 

因此，为了提高能源互联网的电能时用效率，我们采用优先本地消耗，全网能

量均衡的方式，将某些微电网中剩余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传输到负载功率过剩

的微电网中，这时，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能传输将带来电力传输线损。能源互联网

电能使用效率与电能传输过程中的线损成反比。我们将任意时刻能源互联网中线

损功率公式定义如下： 

ij ijT = PW                          (3-2) 

其中， ijP 表示能量路由器 i 向能量路由器 j 当前时刻的电能传输功率， ijW 表

示能量路由器 i 与能量路由器 j 之间电力传输损耗百分百。 

综上所述，结合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最高与能源互联网电能使用效率两方面，我

们将广域能源互联网优化目标确定为: 

ij ij Mimin( PW + P )                       (3-3) 

在给定每条电力传输线最大传输功率的情况下，优化目标等效为图论中最小

费用最大流问题（Minimum-cost flow problem）[51]。此时，可以通过图论方法对其

进行求解。 

3.2.2. 控制方法介绍 

在前面章节中，已经确定了广域能源互联网优化控制目标，并介绍了求解方法，

本节将介绍在能源互联网中应用图论进行电力控制的具体方法。该方法中需要能

源互联网中存在一个中央控制器接入，它具有接受能源互联网中所有能量路由器

电力状态信息，并发送电力调度控制指令的功能。在生成电力调度控制指令时，同

时考虑优先本地消耗、最大化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线路传输损耗的目标。控制方

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获取能源互联网结构和拓扑关系。首先，获取能源互联网中所有的

能量路由器，并对其编号1, 2, N ，得到向量 ER ，作为网络拓扑的点；然后，获

取能源互联网中所有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力连接线，得到向量 Edge，作为网络拓

扑的边； 获取电力连接线的线损比例，得到向量W ，所谓网络拓扑中边的权重；

最后，获取每条电力连接线的最大传输功率，得到向量 C，作为网络拓扑中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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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至此，得到能源互联网的拓扑图：G = (V,E,W,c)。 

步骤 2：获取当前时刻广域能源互联网中所有能量路由器的实时功率信息。

由于能量路由器具备电气设备状态信息获取以及信息路由功能，每台能量路由器

可以采集其所连接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当前时刻的发电功率总和，记为G i ，

所连接负载当前时刻的功率总和，记为L i ，所连接储能装置当前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最大充电功率和最大放电功率，分别记为 iSOC 、 max iC 和

_ maxiDis C ，所连接微型发电机最大发电功率，记为 maxiMG ，然后将其发送到

能源互联网的中央控制器上。 

步骤 3：计算当前时刻，每个能量路由器上功率差额 i i i-LD G ，以及能源互

联网当前全网功率差额 iD= D 。设定每个能量路由器上储能充电 iC 、放电功率

_ iDis C 的初始值为 0；每个能量路由器上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 iMG 为 0。 

步骤 4：如果D>0，则能源互联网处于总体功率剩余状态，进入步骤 5；如果

D<0，则能源互联网处于总体功率缺失状态，此时若所有荷电状态大于 10%的储

能装置的放电功率全部大于 0，即储能释放功率已经饱和，则需要微型发电机进行

负载功率补偿，进入步骤 6；否则，可通过储能装置进行负载功率补偿，进入步骤

7；如果D=0，则能源互联网处于功率平衡状态，进入步骤 8。 

步骤 5：按照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 iD 由大到小进行排序，首先取功率差额

iD 最大的能量路由器，查看该能量路由器的荷电状态，如果荷电状态小于 90%

（仍然可以进行充电，否则进入充电保护状态），则确定该能量路由器为本步骤

控制对象，否则，取功率差额 iD 第二大的能量路由器，以此类推，找到一个能量

路由器作为本步骤控制对象。 

此时该能量路由器所连接的储能装置仍然可以进行充电，需要该储能装置吸

收剩余功率。其充电功率值 iC 为全网功率差额D 、当前能量路由器功率差额 iD 以

及当前能量路由器上储能装置最大充电功率 max iC 的最小值，即： 

i= min( , , max )i iC D D C                      (3-4) 

最后，重新计算该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 i i iL iD G C   ，并更新全网功率差

额 D，进入步骤 4。 

步骤 6：按照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由大到小进行排序，首先取

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最大的能量路由器，如果其连接的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为 0，

则确定该能量路由器为本步骤控制对象，否则，说明该节点已经经过控制，取功

率差额绝对值 | |iD 第二大的能量路由器，以此类推，找到一个能量路由器作为本

步骤控制对象。 



第 3 章  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 

 31 

此时可该能量路由器所连接的微型发电机可通过发电进行负载功率补偿。其

发电功率值 iMG 为全网功率差额绝对值 |D|、当前能量路由器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以及当前微型发电机最大发电功率 maxiMG 的最小值，即： 

= min(|D|,| |, max )i i iMG D MG                   (3-5) 

最后，重新计算该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 i i iL iD G MG   ，并更新全网功率

差额 D，进入步骤 4。 

步骤 7：按照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由大到小进行排序，首先取

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最大的能量路由器，如果其连接的储能装置荷电状态大于 10%

（仍然可以放电，否则进入放电保护状态）并且储能装置放电功率为 0，则确定

该能量路由器为本步骤控制对象，否则，取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第二大的能量路

由器，以此类推，找到一个能量路由器作为本步骤控制对象。 

此时可通过该能量路由器所连接的储能装置放电进行负载功率补偿。其放电

功率 _ iDis C 为全网功率差额绝对值 |D|、当前能量路由器功率差额绝对值 | |iD 以

及该储能装置最大放电功率 _ maxiDis C 的最小值，即： 

_ = min(|D|,| |, _ max )i i iDis C D Dis C                (3-6) 

最后，重新计算该能量路由器的功率差额 i i iL _ iD G Dis C   ，并更新全网

功率差额 D，进入步骤 4。 

步骤 8：此时能源互联网处于功率平衡状态，需要确定能量路由器之间传递

能量的方向和大小。将每个能量路由器上功率差额 iD 、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力连

接线 Edge、电力连接线的线损比例W ，电力连接线的传输功率最大值C ，组成

图的四元组 i( , , , )D Edge W C ，采用最小费用最大流算法，得到每条电力传输线上

传输功率的大小和方向，即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的大小和方向。 

步骤 9：能源互联网的中央控制器将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的大小和方向、

储能的充电/放电功率、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指令分别发送给对应的能量路由器。

在下一步仿真中，进入步骤 2。 

3.3. 仿真实例 

3.3.1. 仿真场景简介 

由于目前并没有广域能源互联网的实例或标准模型，因此在验证控制方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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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自己构建仿真系统。本节，介绍了广域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并对其各个组成

部分的特性进行分析，我们结合这个仿真平台，验证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

心化控制方法的可行性。 

由于本文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控制方法，而不是针对电气设

备的物理结构和仿真模型进行研究，因此并未对能源互联网中的电气设备进行详

细的建模分析，主要采用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的简化模型。在广域能源互联网

中，除了能量路由器之外，还包含发电装置、储能装置、负载、电力传输线这四

大类别电气设备，下面，分别对其采用的模型进行介绍。 

1、发电装置。在本文中，能源互联网的发电装置包含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和微型发电机。其仿真模型的分别参考蓝澜[52]、Roelandts R [53]和刘雪花[54]文章，

在实际使用时，首先设定每个发电装置的最大发电功率，然后在每个仿真时刻，

根据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受控状态，生成对应的发电功率。例如，光伏发电功率

在不同季节随日照变化曲线如图 3.3 所示。在仿真中，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不

受控装置，其功率变化取决于动态的天气参数，微型发电机为完全受控装置。 

2、储能装置。本文中，对储能装置的模型进行了简化处理，只保留三个预

设属性：最大放电功率（MW），最大充电功率（MW）和容量（MW·h）。储

能的为完全受控器件，其工作状态只取决于电网控制指令。 

 

 

图3.3  光伏发电功率在不同季节随日照变化曲线 

3、负载装置。将负载装置类型划分为工业负载，生活负载和工业-生活混合

负载，在仿真中，首先需要确立负载的类型以及对应的最大负载功率（MW），

然后在每个时刻生成其负载功率[55]。例如，工业负载功率随时间变化规律范例如

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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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工业负载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4、电力传输线。本文中，对电力传输线模型进行简化，只保留 2 个预设属

性：最大传输功率和线损系数，其中线损系数与传输线长度成正比。 

目前，能源互联网大多数与传统大电网相连，相比局域的能源互联网，大电

网可以认为发电功率和负载功率都是无穷大，因此其具有极强的鲁棒性和容错

性。但是在新的场景下，大电网会被重新解构组成广域能源互联网，因此在本文

中，我们只考虑脱离大电网的能源互联网控制场景。 

根据前文介绍的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以及能源互联网中其他

电气模型，可以构建广域能源互联网仿真系统。 

首先，根据预设的能量路由器数量和能源互联网覆盖的地理范围，随机分布

能量路由器的位置。每台能量路由器选择与其距离最近的 3 个能量路由器进行连

接。根据能量路由器之间的距离，确定每条电力传输线的线损系数。 

然后，根据预设的能源互联网中其他电气模型分布状态，在每个能量路由器

周围搭配适当的发电装置、储能装置以及负载。此时可以根据每台能量路由器上

所连接负载的最大功率，确定这台能量路由器与其他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

的最大功率值。通常，为了保有一定的功率剩余，电力传输线的最大功率取其两

端能量路由器上负载功率最大值的 2 倍。 

最后，设置一定的仿真步长，每次对全网中所有电气设备的状态进行更新，

并对受控电气设备参数进行调整。 

为了更好贴合真实场景，我们模拟了一个在 1000 平方公里土地上，包含 200

个能量路由器的广域能源互联网。 

假定每个能量路由器所在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分别是工业园区、生活

区和工业生活混合区。为了尽可能模拟不同属性园区电力状态，我们令不同的园区

中所包含的负载类型、负载规模、微型发电机规模和储能装置规模属性均有所不同。

0 7 14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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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能量路由器上这些装置属性按照概率随机生成，在次仿真中，我们规定各个属

性的概率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各功能区的装置属性及概率统计表 

  工业园区 生活区 混合区 

  规模 概率 规模 概率 规模 概率 

负载规模及概率 

300MW 0.2 100MW 0.3 200MW 0.3 

200MW 0.3 50MW 0.7 150MW 0.4 

100MW 0.5   100MW 0.3 

微型发电机规模及 

概率 

50MW 0.3 30MW 0.7 50MW 0.3 

40MW 0.3 20MW 0.3 30MW 0.7 

30MW 0.4         

储能规模及概率 

80MW·h 0.2 50MW·h 0.7 80MW·h 0.3 

50MW·h 0.3 30MW·h 0.3 50MW·h 0.7 

30MW·h 0.5         

 

我们规定储能装置的放电速率为 1C，充电速率为 0.5C，即 1 MW·h 的储能

装置最大放电功率为 1 MW，最大充电功率为 0.5 MW。 

同时，我们规定每个能量路由器上连接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概率如

表 3.2 所示。 

表 3.2 能量路由器连接各发电系统概率统计表 

光伏发电系统 风力发电系统 水利发电系统 

200MW 0.5 80MW 0.4 300MW 0.02 

100MW 0.3 50MW 0.2 10MW 0.1 

0MW 0.2 0MW 0.4 0MW 0.88 

 

结合介绍的能源互联网中各个电气设备模型，生成了用于验证控制方法的广

域能源互联网。下面将得到的广域能源互联网能量路由器之间相对位置和连接关

系作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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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广域能源互联网拓扑关系示意图 

图中，红色节点为能量路由器，黑色代表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电力传输线。需要

注意，每个能量路由器至少需要连接一个、最多能够连接其他 3 个能量路由器。本

文后续的仿真中，都基于这个能源互联网仿真模型。  

3.3.2. 仿真结果 

本节给出基于图论的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与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协同

仿真的实例。实验中，以能源互联网运行 1 分钟作为仿真步长，进行 1000 次仿真

以及电网控制，分别统计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值总和、微型发电

机的发电功率总和以及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总和，如图 3.4 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变化，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功率在不断变化，且呈现

出明显的跟随关系，这种跟随关系与光伏发电变化规律一致，说明当天光伏发电是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主体；同时，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基

本通向运动，因为传输的功率主要用于将剩余的可再生能源功率进行再分配；微型

发电机的发电功率则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反向运动，说明当可再生能源功率不

足时，微型发电机成为主要电能供应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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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值总和、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总和以及可再生能源

发电功率总和 

3.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针对广域能源互联网的使用场景和结构，对其拓扑结构进行分析，然

后依照可再生能源使用效率最高并且全网电能利用率最高的要求，确定了能源互

联网控制化目标，并将其等效为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然后，结合能源互联网中其

他重要电气设备：风力发电装置、储能装置、负载、电力传输线各自的简化模型，

构建了广域能源互联网仿真模型。并详细介绍了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

化控制方法和具体实施步骤。最后设定了一个结合工业和生活园区的能源互联网

仿真场景，对算法进行验证，得到了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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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 

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这种方

法需要有一个中央控制器获取能源互联网全网运行数据，然后通过图论得到全局

最优的控制策略。 

然而，中心化方法对于广域能源互联网而言有很多应用弊端[56]。首先，随着网

络规模的扩大，处在网络边缘能量路由器发送的信息需要很多能量路由器的转发

才能到达中央控制器，这不仅使得信息传输时间很长，而且会导致临近中央控制器

的能量路由器信息转发需求巨大，容易造成网络拥塞。其次，中心化控制方法的鲁

棒性较差。在中央控制器停机或遭到网络攻击无法正常通信时，将导致能源互联网

全网瘫痪，很多类似的例子发生在现有电网的大断电事故中[57]。 

本章介绍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该方法首

先利用第 3 章中介绍的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与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生成用

于学习的能源互联网运行状态数据集，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以单个能量路由器周

围的几个局域微电网运行状态信息作为输入值，该能量路由器与其他能量路由器

之间的传输功率值作为监督值，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在训练结束后，每次输

入这些局域微电网的运行状态信息，即可得到对应的能量路由器控制策略。通过实

验证明，该方法可以进行电网控制，并且与其他分布式控制方法相比，控制效果更

好。 

4.1. 数据集生成与预处理 

由于深度学习方法中神经网络规模大、参数多，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因

此，首先介绍数据集生成的方法。在第 3 章介绍的基于图论的的中心化控制算法

中，需要获取广域能源互联网中所有节点的实时功率信息，包含每台能量路由器所

连接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当前时刻的发电功率总和，所连接负载当前时刻的

功率总和，所连接储能装置当前荷电状态、最大充电功率和最大放电功率以及所连

接微型发电机最大发电功率。同时，考虑到受控单元的时间连续性，也将发电机和

储能装置的实时功率作为参考量。 

由于电网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复杂系统，各个电气设备彼此之间高度耦合，因此

作为能源互联网的控制器，应该对其中所有的电气设备状态信息有所了解。结合本

文采用的能源互联网仿真模型中包含的电气设备种类，在每个时刻，每个能量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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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作为深度学习输入值 x 的数据包含以下 8 项，如图 4.1 所示： 

表 4.1 输入数据类型统计表 

序号 数据类型 

1 负载实时功率(MW) 

2 光伏实时功率(MW) 

3 风机实时功率(MW) 

4 储能总容量(MW·h) 

5 储能剩余电量百分比 

6 储能吸/放实时功率(MW) 

7 发电机最大功率(MW) 

8 发电机实时功率(MW) 

 

由于该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对优化目标进行全局优化，

因此，得到的结果为全局最优解，很适合作为监督值使用。计算得到的动作指令包

含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的大小和方向、储能的充电/放电功率、微型发电机发

电功率这 4 项，但是，当每个能量路由器上所需要传输功率的大小和方向确定后，

可以按照优先储能充电/放电，如果仍有不足启动微型发电机补偿的策略计算出储

能装置及微型发电机的功率值；同时，考虑到电能传输的方向可以通过正负值来表

达；因此，可以将深度学习监督值定义为每个能量路由器上 3 条电力传输线的传

输功率值，其中发出功率为负值，吸收功率为正值，其绝对值为传输功率大小。 

至此，用于深度学习的数据集所包含的数据类型已经介绍完毕，下面介绍利用

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化控制方法与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相结合，生成

数据集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构建广域能源互联网，其中包含能量路由器、发电设备（如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微型发电机等）、储能装置、负载等。确定能量路由器之间连接关系，

并确定每根电力连接线的线路损耗向量 W 以及最大传输功率向量 C。 

步骤 2：运行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在第 i 个仿真步长后，获取全网电气设备

状态信息，按照能量路由器编号1, 2, N ，每个能量路由器 8 个输入数据项的顺

序，得到 8N 的 2 维数据，将其保存为数据 ix 。 

步骤 3：根据步骤 2 中获得的全网运行状态信息，并结合线路损耗向量 W 以

及最大传输功率向量 C 通过图论算法得到对每个能量路由器的控制指令。将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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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发送到能量路由器上，并在下一步仿真中更新。 

针对每个能量路由器，分别记录其所连接的能量路由器编号 j 以及与对应能

量路由器的功率传输值
jP ，由于每个能量路由器最多与另外 3 个能量路由器相连，

因此可以得到 6 个数据值（空值用 0 填充）。按照能量路由器编号1, 2, N 依次

得到 6 个数据值，可以得到 6N  的 2 维数据，将其保存为监督值 iy 。 

步骤 4：重复步骤 2、3；直到得到足够多的输入数据 ix 与监督值 iy 。算法完

毕。 

在采用第 3 章能源互联网仿真场景参数设置下，以 1 分钟作为仿真间隔，进

行 30 天仿真，则一共获得 60*24*30=43200 组 ix 和 iy ，分别记作数据集 X 和 Y，

统计所有能量路由器上各个输入数据 ix 与监督值 iy 的偶数项（奇数项为能量路由

器编号，无统计意义）中各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各类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统计表 

 数据类型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负载实时功率(MW) 264 0 67.225 

光伏实时功率(MW) 184 0 36.344 

风机实时功率(MW) 69 0 19.922 

储能总容量(MW·h) 80 0 56.300 

储能剩余电量百分比 0.879 0 0.191 

储能吸/放实时功率(MW) 40 -80 -0.150 

发电机最大功率(MW) 50 0 38.560 

发电机实时功率(MW) 50 0 11.650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1传输功率(MW) 348 -380 7.837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2传输功率(MW) 380 -288 9.224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3传输功率(MW) 316 -348 6.540 

 

可以看出输入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与均值的差距远远大于 1，这不利于深度

学习算法对其进行学习。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预处理。 

本文采用对数函数进行数据预处理，对于数据项 1 2 3 4 6 7 8 2 4 6, , , , , , , , ,x x x x x x x y y y

中每个量 a ，进行如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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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预处理后，所有能量路由器上各个输入数据 ix 与监督值 iy 的偶数项中各

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预处理后各类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统计表 

 数据类型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负载实时功率(MW) 2.423 0 1.243 

光伏实时功率(MW) 2.267 0 0.652 

风机实时功率(MW) 1.845 0 0.541 

储能总容量(MW·h) 1.904 0 1.784 

储能剩余电量百分比 0.879 0 0.191 

储能吸/放实时功率(MW) 1.613 -1.903 -0.005 

发电机最大功率(MW) 1.707 0 1.637 

发电机实时功率(MW) 1.707 0 0.811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1传输功率(MW) 2.541 -2.581 -0.062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2传输功率(MW) 2.581 -2.459 -0.067 

能量路由器电力线路 3传输功率(MW) 2.501 -2.543 -0.084 

从表格可以看出，经过预处理的数据，其分布范围更小，同时保留了相对关系，

更加适合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学习。 

4.2. 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 

本节介绍基于深度学习的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对于能源互联网中每

个能量路由器而言，它所需要承担两个责任：保证所在局域微电网内功率供需平衡、

通过与其他能量路由器之间的功率传输保证全网的功率平衡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减小传输损耗。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可知，在某个局域微电网中负载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已

知的情况下，确定其能量路由器对外传输功率值之后，可以通过调用储能装置和微

型发电机保持局域微电网内功率供需平衡。因此，对于每个能量路由器的控制可以

等效为对其与其他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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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路由器之间的功率传输，主要是能源互联网中不同局域微电网的发电与

耗电功率不均衡性造成的。因此，对于某一个能量路由器，当其获得了它周围能量

路由器的状态信息以及电力传输值，就可以对其周围能量路由器上发电与耗电的

功率不均衡性进行估计，然后结合自身状态信息，得出下一时刻与其他能量路由器

的功率传输值。 

在能源互联网中，由于其电力双向传输以及网格特征，任意两个能量路由器

之间可以通过途径能量路由器的转发传递能量和信息。对于如图 3.1 所示的能源

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 7R 与 10R 之间传递信息需要经过 8R 与 9R 的转发，此时，借

用互联网中路由器[58]的概念，我们称能量路由器 7R 与能量路由器 10R 的之间的网

络拓扑距离为 2 跳。 

因此，对于能源互联网中的分布式控制方法，可以令每个能量路由器都获得其

周围 h 跳距离之内的能量路由器上所有电力状态信息。结合自身的状态信息作为

神经网络输入值。由于每个能量路由器最多与另外 3 个能量路由器直接相连，因

此，一个能量路由器的信息在 h 跳内可以被获取到的能量路由器（包括自身）个数

为： 

h

routerN = 3 (2 -1)+1                       (4-2) 

以 3h  为例，则
h

routerN = 3 (2 -1)+1= 22 ，即一个能量路由器的信息最多被

22 个能量路由器得到，这等价与每个能量路由器可以获得其周围 22 个能量路由

器的信息用于计算下一时刻的动作状态。同时，为了得到电网状态变化趋势的信

息，每个能量路由器将其接收到的状态信息存储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每次做出预

测时，可以根据一定长度的历史信息与当前时刻信息共同作为输入值。 

在上一节，已经得到了用于深度学习的数据集 X 与监督值 Y，其数据维度分

别为[43200,200,8]和[43200,200,6]，数据第一个维度代表仿真次数，第二个维度是

能量路由器编号，第三个维度是具体的电力信息。其中监督值 Y 的第三个维度 6

项中 3 个奇数项为能量路由器编号，3 个偶数项为能量路由器之间传输功率值。 

结合前文，下面详细介绍基于深度学习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算法神

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步骤 1：确定受控能量路由器编号 i。每次训练都是一个能量路由器的控制器

为训练目标，不同能量路由器需要分别训练。 

步骤 2：确定能源互联网中信息转发次数 h，据此获得能量路由器 i 在每个时

刻能够获得电力信息的能量路由器序列 L，序列长度为
h3 (2 -1)+1 。确定每个能

量路由器记录状态信息的长度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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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随机选取仿真时刻 t ，取数据集 X 中 t Per 到 t 时间段，序列 L 中

每个能量路由器的 8 项电力状态信息，组成维度为[ Per，
h3 (2 -1)+1 ,8]的矩阵，

将其作为深度神经网络输入值 x。同时，在数据集 Y 中获取 t 时刻能量路由器 i

的三条电力传输线上传输功率值，得到维度为[3,1]的矩阵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监督

值 y 。 

步骤 4：将矩阵 x和矩阵 y 送入深度神经网络进行一次训练，得到对应损失

函数的 Loss，转到步骤 3，直到训练 Loss 趋于平稳，训练过程完毕。 

输入神经网络的数据是 3 维矩阵，与图片数据的维度很相似；而且数据中每

列代表一个能量路由器的状态信息变化，每行代表同一时刻一组能量路由器的状

态信息，根据数据的相关性推测，对于能量路由器的每个状态项，每行/列之间存

在空间关系。因此，我们选用卷积神经网络（CNN）来搭建控制器的神经网络结构。 

根据神经网络输入输出矩阵维度，设计了主从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其结构如

图 4.2 所示： 

主网络

子网络 子网络 子网络

电网状态信息

[Per, 3x(2^h-1)+1, 8]

传输线路1

功率值

传输线路2

功率值

传输线路3

功率值  

图4.2  主从结构神经网络示意图 

输入数据首先经过主网络，然后将主网络的输出分别经过三个子网络，子网络

之间参数不共享。最后每个子网络输出一个值，分别对应能量路由器一条电力线上

的传输功率值。 

以 3h  ，能量路由器存储信息 24Per  为例，基于 CNN 的主网络结构参数

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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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基于 CNN的主网络结构参数统计表 

类型 卷积池/步长 输入数据维度 

Conv padded 3Ⅹ3/1 24Ⅹ22Ⅹ8 

Conv padded 3Ⅹ3/1 24Ⅹ22Ⅹ128 

Conv padded 3Ⅹ3/2 24Ⅹ22Ⅹ128 

Batch_normalization  12Ⅹ11Ⅹ256 

Conv padded 3Ⅹ3/1 12Ⅹ11Ⅹ256 

Conv padded 3Ⅹ3/2 6Ⅹ6Ⅹ512 

Batch_normalization  3Ⅹ3Ⅹ1024 

Conv padded 3Ⅹ3/1 3Ⅹ3Ⅹ1024 

Conv padded 3Ⅹ3/2 3Ⅹ3Ⅹ1024 

 

每个子网的网络结构参数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基于 CNN的子网络结构参数统计表 

类型 卷积池/步长 输入数据维度 

Conv padded 3Ⅹ3/1 3Ⅹ3Ⅹ1024 

Batch_normalization  3Ⅹ3Ⅹ1024 

Average Pool 3Ⅹ3/1 3Ⅹ3Ⅹ1024 

linear logits 1Ⅹ1Ⅹ1024 

linear logits 1Ⅹ1Ⅹ32 

linear logits 1Ⅹ1Ⅹ1 

 

上表中，Conv padded 代表卷积网络层，Batch_normalization 代表正规化层[59]，

有助于提高训练精度，Average Pool 代表均值池化层，linear 代表普通线性神经网

络。神经网络一共包含 5044803 个训练参数 

通过这种结构的神经网络，可以将一段时间内区域能量路由器的电力状态信

息与某个能量路由器与其他能量路由器的传输功率之间的分线性关系进行学习，

进而得到该能量路由器的分布式控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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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仿真实例 

本节，首先利用通过图论算法得到的电网运行状态数据集 X 和监督值 Y，对

所提出的控制方法进行训练，然后通过与其他控制方法进行对比，验证本方法的可

行性与优越性。本节实验中，采用 4.3 节所介绍的神经网络，具体结构和参数请参

照前文。 

4.3.1. 神经网络训练结果 

首先，以令能量路由器信息转发次数 3h  ，此时每个能量路由器可以获取 22

个节点的信息，同时令每个能量路由器可以存储 22 个时间点电能状态信息，此时

输入数据矩阵[22,22,8]分别对应 22 个能量路由器，22 个时间节点以及 8 项电力状

态信息。22 个能量路由器的排列按照由受控能量路由器开始，逐渐向外延伸，宽

度优先的顺序。 

训练中，batch_size=128，激活函数为 Adam，损失函数 Loss 采用均方误差

[60](mean_squared_error，MSE)，子网络最后三层参数初始化采用正态分布。以单一

能量路由器作为训练目标，数据集共有 43200 个仿真步长，采用前 90%用作训练

集，后 10%用于测试集，与某些训练方法不同，训练中不是采用数据集中所有数据

顺序输入的方法，而是每次训练从数据集中随机选择 batch_size 个时刻组成训练样

本送入神经网络，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增加一组数据中不同时刻信息的差异性，使

得训练收敛更快，可以得到更加鲁棒的训练效果。训练结果如图 4.3 所示。 

 

图4.3  神经网络训练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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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Loss 和 Test Loss 分别表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 MSE 值，可以看出经

过 40 次训练，两者区域平稳，可以看出神经网络较好的学习到了输入数据与监督

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图4.4  传输功率预测值分布直方图 

 

图4.5  传输功率真实值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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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能源互联网中，能量是优先本地消耗的，所以能量路由器之间大部分时

间并没有电力传输，这导致数据集中 0 占比很大，在出现过拟合的情况下，神经网

络很可能通过输出全 0 来降低 Loss 值。为了确定神经网络的有效性，随机抽取 50%

的数据输入到神经网络中得到预测值，并绘制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分布图如图 4.4 和

图 4.5。 

可以看出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分布大致相同，说明神经网络并没有出现过学习

现象，输出的预测值符合预期。 

可考虑到神经网络分为主从结构，根据迁移学习[61]的思想，我们猜测：不同能

量路由器可以共用同一个主网络，通过只对子网络进行训练，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为了验证猜测的真实性，我们首先选取一个能量路由器 A 对其进行训练，然

后选取一个与其没有直接相连的能量路由器 B，将能量路由器 A 的主网络参数共

享到能量路由器 B 上，然后再对能量路由器进行训练。然后，不对能量路由器 B

进行参数共享，用同样数据重新训练能量路由器 B，得到对比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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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迁移学习训练结果对比 

可以看出，通过参数共享，能量路由器 B 的训练速度得到提高，因此，对于

包含众多能量路由器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可以先对一个或几个能量路由器进行训

练，然后通过主网络参数共享方式就减少其他能量路由器时所需的训练时间以及

计算资源。 

4.3.2. 控制方法横向对比 

上一节中，我们得到了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通过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本节，通过该方法与其他分布式控制方法进行对比，验证其优越性。 

我们分别采用第 3 张介绍的基于图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本章介绍

的控制方法，以及基于遗传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31]结合能源互联网仿真平台进

行仿真，实验中，通过预设环境变量以及负载变量，保证多次实验中能源互联网环

境完全相同。由于环境变量完全相同，因此仿真过程中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功率以及

负载功率完全相同，此时，好的控制方法可以在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较低的情况下

保证能源互联网平稳运行，因此，通过对比全网微型发电机发电功率来比较控制方

法的优劣。 

基于遗传学习的控制方法中需要能量路由器之间进行多次通信迭代，每次迭

代包括发送和接受数据两个过程，可以等效为能量路由器的 2 次转发，为了在网

络通信次数与本章所用方法具有可比性，实验中我们分别设置 1 次迭代和 5 次迭

代两种模式，分别比较其实验效果。基于深度学习的控制方法实验参数与上一节一

致，采用 3h  的参数，实验结果对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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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四种控制方法效果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算法效果最好，但由于这是中心化

控制方法，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在分布式控制方法中，本章提出的算法要优于 1 次

迭代和 5 次迭代的遗传学习算法，这说明有好的数据集和正确的神经网络，深度

学习在分布式控制方面可以取得比传统算法更好的效果。 

4.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详细描述了通过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和能源互联网仿真平

台，生成用于神经网络训练数据集的方法；然后，给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具有主从结构的神经网络，并介绍了该网络输入信息的内容和维度；然后，对分布

式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进行介绍。最后，结合实验验证了该分布式控制方法的有效

型，对比其他分布式控制方法验证器优越性，并且，基于迁移学习思想，提出了一

种多控制器训练加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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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合区域划分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 

第 4 章介绍了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该方法中每个能量路由器完

全对等相连，每个能量路由器的信息转发次数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工

业布局、人口聚集等因素，能源互联网会呈现一定的区域性特点。此时，可以适当

对广域能源互联网进行区域划分，针对分区后的能源互联网可以进一步优化信息

转发次数。 

本章，首先通过实验证明了分布式控制算法中信息转发次数对于广域能源互

联网控制结果的影响。然后介绍了一种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

该方法只需要能源互联网的电力设备信息，然后通过 k-means 聚类方法对其进行

区域划分。结合区域划分结果，可以适当调整不同能量路由器发送信息被转发的次

数，此时可以在有效节约网络带宽的情况下达到与第 4 章同样的控制效果。 

5.1. 区域划分的意义 

对于第 4 章中介绍的分布式控制算法，其输入数据包含了周围能量路由器电

力状态信息，前面的实验中信息转发次数 3h  ，下面，我们分别取 1h  和 2h  ，

分别对应最多 4 个和 10 个能量路由器的电力状态信息。为了统一实验参数，我们

仍采用前面的数据维度和神经网络，空缺位置补零。经过相同的训练过程，得到对

比结果如下图： 

 

图5.1  h=1时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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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h=2时训练结果 

横向对比可以看出，随着信息转发次数的增加，受控能量路由器可以获取周围

跟多的电力状态信息，网络训练 Loss 更小，预测值更加准确；同时，当 1h  时测

试数据 Loss 一直有较大波动，说明此时由于属于数据信息过少，神经网络预测的

正确性波动很大，此时控制器鲁棒性较差。 

因此，结合广域能源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区域特性，可以将广域能源互联网进行

区域划分，然后再进行控制。 

5.2. 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 

对传统电网区域划分有多种方法，有基于采用聚类算法[62]，或者采用遗传算

法[63]。但是，目前并没有针对广域能源互联网的区域划分方法。结合对于传统电网

的区域划分方法以及能源互联网的结构特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聚类的广域能

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方法流程图 5.3。 

下面，对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的具体步骤方法进行详细

介绍。 

步骤 1：获取广域能源互联网的电气结构 

首先，统计能源互联网中能量路由器的个数 N ，并对其进行编号

1 2 NER ,ER , ER 。 

然后，假定能量路由器 1ER 连接的所有发电设备（如：微型发电机、风力发

电站、光伏发电站等）的瞬时最大发电功率的总和为 1p  (MW),分别以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为节点，获取各个能量路由器上所连接的发电设备最大瞬时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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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得到向量 1 1 2 N( , )NP p p p   

根据广域能源互联网中的能量路由器连接的发电设备的最大瞬时发电功
率、能量路由器连接的所有负载的最大瞬时用电功率、能量路由器与其
他能量路由器两两之间的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以及传输效率，

作为能量路由器的特征指标

将每个能量路由器作为一个样本，并分别输入对应该能量路由器的特征

指标，构造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所述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的每一行/列
元素对应一个样本

根据k-means聚类算法对所述样本进行聚类，获得每个样本对应的能量
路由器的类别

S1

S2

S3

 

图5.3  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流程图 

假定能量路由器 1ER 连接的所有负载（如：工业负载、生活负载等）的瞬时

最大功率总和为 1l  (kW), 分别以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为节点，获取各个能

量路由器上所连接负载的最大瞬时功率，得到向量 1 1 2 N( , )NL l l l   

假定能量路由器 1ER 与能量路由器 2ER 和 3ER 之间有电力传输线之间连接。其

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分别为 12t (MW)和 13t (MW)，能量路由器 1ER 与能量

路由器 4 5ER ,ER , ER N 之间没有电力传输线连接，则其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

功率 14 15 1, , 0Nt t t   (MW)。以此类推，依次获取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与其

他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得到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

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矩阵 N NT  。 

公式如下： 

11 12 1

1 2

   

        

   

N

N N

N N NN

t t t

T

t t t



 
 


 
  

                      (5-1) 

其中， ( , [1, ])ijt i j N 表示能量路由器 i 与 j 之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

因此 ij jit t ，且 0i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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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能量路由器 1ER 与能量路由器 2ER 和 3ER 之间有电力传输线之间连接。其

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分别为 12e 和 13e ，能量路由器 1ER 与能量路由器

4 5ER ,ER , ER N 之间没有电力传输线连接，则其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

14 15 1, , 0Ne e e  。以此类推，依次获取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与其他能量路由

器之间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得到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矩阵 N NE  。 

公式如下：  

11 12 1

1 2

   

        

   

N

N N

N N NN

e e e

E

e e e



 
 


 
  

                      (5-2) 

其中， ( , [1, ])ije i j N 表示能量路由器 i 与 j 之间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因此，

ij jie e ，且 1iie  。 

步骤 2：计算广域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首先，计算能源互联网电力传输矩阵 

能源互联网中电力传输能力由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和电力传输线传

输效率决定，将步骤 1 中得到的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矩

阵 N NT  与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传输效率矩阵 N NE  进行点乘，得到能源互联

网电力传输矩阵 N NTE  。 

公式如下： 

 N N N N N NTE T E   
                  (5-3) 

然后，计算能源互联网电源-负载矩阵 

分别将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上连接电气设备的最大瞬时发电功率向量

1 1 2 N( , )NP p p p  和最大瞬时负载向量 1 1 2 N( , )NL l l l  转化为对角矩阵得到能

源互联网电源矩阵 N N NP  和负载矩阵 N N NL  。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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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N =IN N N NP P                         (5-4) 

1 1N =IN N N NL L                         (5-5) 

其中 1IN 为全 1 列向量。 

那么能源互联网发电-负载矩阵 N NPL  可以定义为： 

1

2(N N )N N N N N NPL P L                    (5-6) 

最后，计算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能源互联网的结构特征由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上电源-负载特征以及

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特征决定，因此，通过能源互联网电力传输矩阵 N NTE  、

能源互联网电源矩阵 N N NP  和负载矩阵 N N NL  相乘，得到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N NC  。 

公式如下： 

 

1 1

2 2(N N )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C P L TE P L                   (5-7) 

由于能源互联网电源矩阵 N N NP  和负载矩阵 N N NL  除对角线以外其他部分元

素均为 0，且矩阵 N NTE  为对称矩阵，所以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N NC  为对称矩阵。 

步骤 3：对能源互联网进行区域划分 

首先，对已有的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N NC  中每行元素分别求和，获得对角矩

阵 N ND  ： 

N ND  是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每个元素的值为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N NC  中

每行或列的和，由于 N NC  被证明是对角矩阵，可知 N NC  中对应行或列的和相等。

因此： 

, ,

N

i i i j

j

D c
                         (5-8) 

 然后，取对角矩阵 N ND  和能源互联网特征矩阵 N NC  的差值，作为拉普拉斯

矩阵 _ N ND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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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N N N N N ND L D C                        (5-9) 

根据拉普拉斯矩阵 _ N ND L  的定义可知，其对角线上每个元素 i,iD_L 表示能源

互联网中除去能量路由器 i 以外其他所有能量路由器的特征信息之和。对角线之外

的每个元素 i, jD_L 表示能量路由器 i 与能量路由器 j 之间的特征信息的负值。 

最后，求解拉普拉斯矩阵 _ N ND L  的 K 个最小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将

K个特征向量按照顺序组成一个特征向量矩阵，这个矩阵具有所需要的结构特征，

可以对其进行分类运算。 

形成一个维度为 N K 的矩阵 F ，对矩阵 F 做 k-means 聚类，聚类的结果是

一个 N 维向量 1 NS  。 1 NS  中元素均为[1,K]之间的整数。分别对应能量路由器

1 2ER ,ER , ER N 的所属区域，比如 3 4S  表示能量路由器 3 属于区域 4。这就是

最终区域划分的结果。 

5.3. 结合区域划分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 

对于本章提出的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由于以每个能量路由器上连接的

发电设备的瞬时最大发电功率的总、负载的瞬时最大功率总和以及能量路由器之

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和传输效率为区域划分的数据，采用聚类方式进

行区域划分，所以划分结果将使得每个区域内部电力耦合紧密，区域之间电力关系

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本节提出一种结合区域划分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

法。 

结合区域划分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的基本控制思路与操作过程

第 4 章提出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分布式控制方法相同。主要差别在于，无论网络预

设电网状态信息转发次数 h 是多少，对于处在两个区域交界处的能量路由器， 如

果向所属不同区域的能量路由器传递电力信息时，不转发其他能量路由器的电力

信息，只传输该能量路由器的电力状态信息。因此，在每个时刻，只有处于区域边

缘的能量路由器的电力状态信息可以被其他区域中的能量路由器获取到，而无论

能源互联网预设转发次数，区域内部的能量路由器的电力状态信息，都不能被转发

到其他区域当中。 

此时，处在区域边缘的能量路由器获取信息数量影响最大，若该能量路由器与

其他 3 个能量路由器相连，其中 1 个能量路由器不属于它所在地区域，那么，在其

他每个能量路由器都与本区域内部相连，且每个能量路由器都与另外 3 个能量路

由器相连的理想状态下，在此种信息转发方式能量路由器可以获得的信息个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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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h

routerN = (2 -1)+                       (5-10) 

假设能源互联网中预设信息转发次数 3h  ，此时该能量路由器可以获取 16 个

能量路由器的状态信息，而没有区域划分的情况下，可以获取 22 个能乱改路由器

的信息，信息获取量减少 27.3%。 

这种结合区域划分的电力状态信息转发策略，可以带来以下优点： 

1、节约网络通信带宽。 

由于在区域划分时考虑到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

和传输效率，所以不同区域之间的能量路由器通常彼此之间影响较小（彼

此之间电力传输线最大瞬时传输功率较小），而且连接距离较远（传输效

率值较小）。因此，降低转发信息数量可以有效降低所需带宽，可以降低

建设成本。 

2、节约计算资源。 

对于靠近区域边缘的能量路由器，由于只能其他区域内最边缘的能量路由

器状态信息，因此输入控制器的数据维度可以降低，在构建神经网络时可

以适当采用更小规模的神经网络，此时，对于控制器硬件成本可以大大降

低。 

下面，通过仿真实例验证该方法的效果。 

首先，对第 3 章采用的包含 200 个能量路由器的广域能源互联网进行区域划

分，分别划分为 3 个区域和 5 个区域，区域划分结果如图所示： 

 

图5.4  分割为3个区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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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分割为5个区域结果 

图中，不同区域的能量路由器以及区域内部的电力连接先分别用不同颜色标

注，为了突出处于区域边缘的能量路由器，特别将其位置用红色 X 标注出来，并

将跨区域连接的电力连接先标记为红色。 

从图上可以看出，在区域划分算法的作用下，不同区域之间电力连接线较少，

而区域内部能量路由器之间电力传输线较多，因此，本算法可以有效起到区域划分

的作用。 

另外，对处于区域边缘的能量路由器，由于其能够获取的电力状态信息减少，

可能会导致其分布式控制器控制效果变差。为了探究该方法对控制效果的影响，我

们将能源互联网划分为 3 个区域，取其中 11 个处于区域边缘的能量路由器按照结

合区域划分的分布式控制方法训练控制器。最后针对每个仿真时刻，分别预测 6 根

跨区域电力传输线上的传输功率值。 

与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的所得到的电力传输功率进行对比，得到结论

如表 5.1 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跨区域电力传输线，在中心化控制状态下传输功率

明显少于其他电力传输线的传输功率，符合区域划分算法的预期；同时，采用结合

区域划分的分布式控制方法得到的跨区域电力传输功率均值比基于图论的的均值

更低，说明此时控制器偏向采用保守策略，尽可能与本区域内能量路由器进行电力

传输，减少跨区域的电力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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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电力传输功率对比统计表 

数据范围 功率值（MW） 

基于图论非跨区电力传输线 4.434 

基于图论跨区域电力传输线 2.164 

本算法跨区域电力传输线 1.557 

 

5.4. 本章小结 

本章，考虑到广域能源互联网中地理环境、工业布局、人口聚集等因素，提出

了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对其步骤进行了详细介绍。然后，面

向有分区属性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对第 4 张的算法进行了调整，通过修改能量路

由器转发电力信息的规则，可以节约网络通信带宽并节约分布式控制器的计算资

源需求。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区域划分方法以及结合区域划分的分布式控制方法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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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总结与展望 

6.1. 论文工作总结 

本文主要研究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控制方法。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非常强

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加上广域能源互联网中能量供给和需求在时域和地域无

法做到精准匹配，对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控制提出了很大挑战。本文首先提出适用于

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然后提出了中心化分布式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

法，最后，提出一种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以及相应的分布式控制方法。 

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归纳如下： 

1)能量路由器设计与广域能源互联网建模。考虑到广域能源互联网在综合建

设成本、扩展性需求、鲁棒性需求的情况下，应该以能量路由器为节点组成网格

结构，且每个节点最多与另外三个节点相连。基于现有能量路由器的结构，设计

了一种适用于广域能源互联网的能量路由器。同时，结合广域能源互联网中主要

发电装置、储能装置、负载装置和电力传输线的简化模型，构建了广域能源互联

网仿真系统。 

2)提出了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基于图论，分析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拓

扑结构；为了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升电能使用效率，将广域能源互联网优

化目标确定为微型发电机和电网传输损耗功率之和的最小化，这可以等效为图论

中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最后，在广域能源互联网存在中央控制器的前提下，提

出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并对其控制步骤进行详细介绍。 

3)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由于能量路由器具有信息转发功

能，在保证网络传输时延较低、对网络带宽需求较小的前提下，每个能量路由器

可以获取其附近电网状态信息，然后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器，对每个

能量路由器运行状态进行控制。结合基于图论的中心化控制方法与广域能源互联

网仿真系统生成的电网运行状态信息与控制指令数据集，对分布式控制器进行训

练并验证其效果。 

4)对广域能源互联网划分区域并分布式控制。考虑到广域能源互联网中不同

能量路由器连接电气设备最大发电功率、最大负载功率、能量路由器之间最大传

输功率和传输效率的特征，提出一种基于聚类的广域能源互联网区域划分方法，

然后针对区域划分后的能源互联网，改进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布式控制方法。通

过实验验证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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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来研究工作展望 

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后续研究工作主要可以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1）针对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数据分布不均衡的特性，改进基于深度学习的

控制器设计。由于能源互联网场景下电能优先本地消耗，所以能量路由器之间大部

分时间处于无电能传输或低功率传输情况，但是在小部分时间内存在高功率传输，

这造成用于深度学习的数据集当中，监督值存在巨大的不均衡性，这也是用深度学

习解决现实问题经常遇到的问题。因此，可以深度学习在其他领域处理不均衡数据

的方法，对基于深度学习的控制方法进行改进。 

（2）丰富广域能源互联网优化目标。本文工作主要提出广域能源互联网的控

制方法，但控制目标的设计相对比较简单，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充分挖掘现实需求，

提出更加有效和复杂的控制目标。 

（3）构建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数据库。深度学习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

原因是不同算法之间可以通过同一个公认、有代表性的数据集进行比较。由于精力

有限，本文中能源互联网模型包含电气设备的数量较少，模型复杂度较低，只能对

控制方法经初步验证，无法做到精确仿真。因此，下一步可以继续丰富能源互联网

仿真模型，并构建标准化数据集，降低广域能源互联网控制方法研究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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