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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是智能配电网状态可观测性提升与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然而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因场景差异性较大和实施效果的有效定量分析方法缺失，常出现其难以完成对突发事件的智能快速响应。
为此，从配电网高效运维的角度阐述并分析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及实施效果评价的涵义、框架和关键技术。首
先，介绍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的内涵、框架和挑战；其次，从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的视角深入阐述了智能配
电网态势感知在态势觉察、态势理解和态势预测等 3 个阶段中各自主要的关键技术；最后，为实现对差异化场景
下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价，考虑配电网运行数据质量现状与主客观评估的模糊性，从指标体系和赋
权方法 2 个方面阐述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的关键技术内容和发展趋势，并分析归纳了自学习评价
技术的框架和理念，以期为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评判标准，也为配电网智能调控的实现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
关键词：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赋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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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tuation awareness (SA) of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SDN) is a vital guarantee for the observability
improvement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SDN.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 of scenes and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SA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SA is oft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actual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rapidly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in SDN. We analyze the meaning, framework,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SA in SDN and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t operation.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framework, and challenges of SA in SDN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A in SDN in the three stages of
situation perception, situation assessment, and situation prediction ar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iculous operation of SDN. Finally, to achieve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SA effectiveness of SDN,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the SDN
operation data and the ambigu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we describe the key technic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SA in SDN from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weighting
method, and analyze the framework and concept of self-learning evaluation technology.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pecific
criteria for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A in SDN, and provide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control of
SDN.
Key words：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situation awareness;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weighting method

———————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807134)；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北工业大学)开放课题基金(EERI_KF20200014)。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80713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ERI_KF20200014).

2270

2021, 47(7)

高电压技术

0 引言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situation awareness，SA)

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然智能配电网在运行状态、
设备类型、拓扑结构上均具有多样性特点[9-12]，不
同场景下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差异较大，

的理念源自于涉及感觉、知觉、行为习惯等的人类

一些应用场景下所配置的配电网态势感知没有较好

心理学，包括察觉、理解和预测等 3 方面。在心理

通过实时监视功能提升智能配电网的状态可观测

学领域，感觉是大脑对直接作用于人体感觉器官的

性，并为主动防控提供关键信息[13]，从而保障配电

客观事物中各种属性的反映[1]，人对客观事物的认

网安全、稳定、高效运营的能力[14]，因此有必要深

知均以感觉为起点，它是对复杂事物的初步察觉，

入探讨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也是知觉、行为等复杂的认知活动的基础；基于感

在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发展初期，文献[4]已从系统

觉信息，知觉按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多类感觉信息，

接入的角度对其内涵和关键技术做出了阐述。而现

根据个体的经验来解读由感觉提供的信息，挖掘感

如今智能配电网运行形式已然发生变化，交直流混

觉信息的深层涵义，即理解；行为是指人体受到内

合、源–网–荷–储交叉耦合、多源互补等形式使得配

外部刺激后做出基于感觉、知觉产生的活动，其可

电网出现更复杂的运行状态和故障种类；清洁能源

以通过“计划行为理论”从感知信息加工的角度、

高比例并网、分布式发电无序接入导致电网不确定

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人体决策行为，并预

性显著增加；同时区域电力负荷提升、供电保障指

测未来的行为和趋势[2]，即预测。总体来说，人体

标细化，使得“获得电力”水平要求越发严格。伴

通过感觉来搜集个体所需要的信息，依靠知觉来处

随着态势感知在智能配电网的日益广泛应用，亟需

理感觉收集到信息，最终的行为趋势可通过“计划行

从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的角度重新对智能配电网态势

为理论”进行解释和预测。这正对应着智能配电网态

感知关键技术进行归纳分析，并对态势感知的实施

势感知的基本理念，其实计划行为理论使用函数表

效果进行系统评价。

达式量化解释“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

智能配电网中的交直流混合[15]、源–网–荷–储

制”的机制正对应着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中对实施

交叉耦合[16]、多源互补[17]等形式的迅速普及使得配

效果的定量评价技术。

电网的运行方式日益复杂、失稳风险日益加大，进

另外，态势感知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对所

而给态势感知技术的实施带来诸多挑战[18]。此外，

处环境中各元素的觉察、理解及对未来态势的预

来自经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压力致使智能配电

测[3]。为此，态势感知的流程可划分为态势觉察、

网日益达到其电能供应能力的极限，态势感知技术

态势理解、态势预测等 3 个阶段[4]。现代社会已经

需针对当前智能配电网进行适配和改善。为应对以

踏入信息化时代，态势感知逐步应用于网络安全、

上挑战，文献[19]从设备状态监测水平、电能质量

军事管理、评估实践和情报学等各个领域[5-8]。文献

监测水平、电网可靠性水平、电网自愈能力、电网

[5]提出了一种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技术以实现对全

消纳可再生能源水平等 5 个方面对态势感知实施效

球网络威胁的全局感知；文献[6]构建了人员量化能

果进行评估，但其未结合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的关

力评估领域中的态势感知体系；文献[7]旨在提高情

键技术，没有针对每项技术的需求特性进行指标建

报感知能力，归纳融合情境感知、数据感知和态势

立；文献[20]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使用有限的量

感知等相关领域构建了适于开展情报感知的技术模

测数据实现对智能配电网的监视。基于改进区间层

型；文献[8]讨论了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态势感知技

次分析法和多目标规划法的线性组合，文献[21]评

术、协同互动控制技术、协同任务管理分配技术、

估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在各阶段的实现效果；文

协同航线规划技术和协同能效评估技术等关键技术。

献[22]基于同步相量测量单元进行输电网态势评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

估，但该类方法并不适用于实时量测信息不健全的

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对我国能源供应保障

配电网；文献[23]提出了一种针对电力系统电压安

能力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作为电力能源系统枢纽的

全等级在线评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帮助管理部门进

智能配电网，因其直接面向用户终端，其完备性将

行决策；文献[24]提出了一种用于综合评估大规模

直接影响着终端用户的供电可靠性和用电、用能质

光伏能源渗透下的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经济运行可行

量，且离不开运行状态充分的监测与分析，即智能

性的方法。总而言之，上述工作仅聚焦于智能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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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某一方面性能或局限于智能配电网状态与态势
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结合智
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无法凸显
态势感知技术的特征，或其权重固定的评估模式难
以实现兼容多类型配电网的动态评估，对态势感知
实施效果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故仍需制定一套科
学的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实施效果评价体系进
行辅助和借鉴。
文中阐述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的内涵、
框架和挑战，从智能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的角度归纳
提出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各阶段的关键技术，分
析了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在指标体系
和赋权方法两个方面的关键技术内容和挑战，为后
续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1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概述
针对智能配电网场景多样、数据量大、运行态
势复杂的特点，归纳分析了适应于配电网的多模态
数据融合态势感知关键技术，进而构建了多场景态
势感知实施效果综合评估模型。所构建的智能配电
网态势感知和实施效果评价技术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和实施效果评价技术框图

1.1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内涵

Fig.1 Technical framework of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态势感知技术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对周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 smart

身环境中各元素的觉察、理解以及对未来态势的预
测[4]。态势感知技术的实现过程可划分为

distribution network

3 个阶段：

首先是态势觉察阶段，
完成数据或信息收集的任务，

态势的智能感知、智能化改善和修正态势，从而为

即获取并检测环境中的重要特征元素；第 2 阶段为

后续配电网态势往好方向发展，提供一定的建议。

态势理解阶段，本质上通过数据分析获取对自身和

4）能够进行安全态势分析，实时检测潜在的

外界的认识，即整合获取到的数据信息，剖析数据

配电网运行风险，及时发出预警，提高智能配电网

中的对象及其行为和对象间的联系，从而完成运行

的韧性和弹性。

态势理解；第 3 阶段为态势预测阶段，实现对认知

1.3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面临的挑战

的实际应用，即基于前两阶段对环境信息的觉察和

1）态势觉察挑战。由于系统场景多样、数据

理解，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量大、运行态势复杂，态势感知面临巨大挑战。随

1.2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目标

着如高级量测体系、智能电表、同步相量测量装置

1）能对智能配电网进行实时或准实时的态势

(phasor measurement unit，PMU)等新型量测设备的

感知，快速准确地判断出配电网安全状态，并基于

快速部署，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采集的数据量同时

配电网安全属性的历史状态记录，为管理调度人员

激增，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态势觉察的冗余数据处理

提供合理准确的配电网运行趋势数据。

压力[25]；采集的电力数据大多只能反映配电网的良

2）实现超前预测，即对可能发生的故障和事

好运行状态，而缺乏反映系统故障或不良运行状态

故进行预测，为配电网管主动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的信息，导致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系统的输入数据

降低事故风险。

不对称，故障预判可靠性差。如何快速觉察配电网

3）通过创新算法等形式，培养智能配电网态
势感知系统自学习和自适应的能力，实现对配电网

状态是未来研究的焦点。
2）态势理解挑战。配电网终端的倒送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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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电压波动和失电风险加大，大规模分布式发

数据处理系统和通讯网络，结合了态势觉察、态势

电使得传统调度模式难以为继。不同地区智能配电

理解和态势预测等 3 个阶段以深入剖析智能配电网

网的系统结构和自动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26]。如何

态势感知的结构框架及其关键技术。面对运行方式

精准理解配电网实际情况必将是未来的研究热点。

复杂多样、清洁能源大量并网、供电指标持续细化

3）态势预测挑战。终端能源替代导致供受失

的新型智能配电网，从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的角度归

衡挑战，电网的稳定性裕度难判定。不同于无源配

纳并分析了当前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在态势觉

电网，智能配电网具有更高比例的分布式电源[27]。

察、态势理解、态势预测等阶段的关键技术。

高渗透率分布式电源的并网提升了配网灵活性，但

2.1 态势觉察

同时增加了智能配电网运行的不确定性[28] 。如何有
效准确研判配电网趋势成为态势感知的难点。
4）实施效果挑战。智能配电网数据类型复杂、

态势觉察是数据获取阶段，该阶段获取智能配
电网分析和调控所需的数据，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
面实现对智能配电网的全面感知，其架构见图 3。

数据规模大、不确定性因素众多，所配置配电网态

态势觉察主要关键技术包括：大数据技术、5G 通讯

势感知技术的用户差异化大，如何有效判定所实施

技术、虚拟采集技术、高级量测体系构建技术等。

的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在差异化场景下能保障系统

目前智能配电网进入数据密集时代，但数据类

稳定运行，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挑战大。

2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关键技术

型复杂、变化迅速、规模和价值密度低[29]，态势感
知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通过应用海量数据压缩存
储方法、数据预处理技术、异构网络融合技术以及

开展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关键技术的研究，并

多源数据融合等技术以适应智能配电网现状，为态

促进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态势感知技术在智能

势感知的实现提供数据基础；通讯技术是影响智能

配电网中的应用，在电力系统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

配电网观测性的核心因素，当前先进的第 5 代移动

空间与极高的应用价值。文中构建了一种如图 2 所

通信(5G 通讯)技术凭借其高数据传输率和低传输

示的多维度的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物理框架，其集

延时的优势[30]，开始投入到坚强智能电网与电力物

成了智能配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upervisory

联网建设中来，并逐步应用于智能仪表和状态监测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5G 通讯技术、

系统，以满足态势感知对高容量、高带宽和低延时

能量管理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信息采集系统、

需求。

图 2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物理框架
Fig.2

Situational awareness physical framework of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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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运维数据采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智能
配电网虚拟采集技术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该技术
并未通过实装的传感器、采集器和集中器等量测设
备对配电网数据进行采集[31]，而是对无法实时采集
或采集难度较大的数据进行预测或数据外推以替代
实际采集的一种新型预估技术，其利用智能配电网
大数据平台，将实时完整采集的配电网运维数据作
为标准，根据部分配电网运维数据判断待采集配电
网的相似区域，通过挖掘该配电网与该配电网相似
区域的实时采集数据的内在映射关系，结合相似区
域本身具有的部分实时采集数据，对相似区域剩余
数据实现预测，实现智能配电网运维数据的全面
采集。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离不开完善的量测装置
硬件基础，高级量测体系构建技术包含量测优化配
置技术、PMU 配置优化和数据应用技术等，通过对
智能电表、广域通信网络、量测数据管理系统和用
户户内网络的整合，
实现智能配电网量测的智能化，

图 3 智能配电网态势觉察架构
Fig.3

从而保障智能配电网的可观测性。

Framework of situation perception for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2.2 态势理解
态势理解是数据分析阶段，深入理解与挖掘在
态势觉察阶段中收集到的数据，并从系统稳定性、
经济性、负载转供能力、可靠性、灵活性、供电能
力、负荷接入能力和分布式发电消纳能力等方面分
析智能配电网的运行态势，其架构如图 4 所示。态
势理解主要关键技术包括：
不确定性潮流计算技术、
混合状态估计技术、
配网弹性分析与自愈控制技术、
配网可靠性与灵活性分析技术、
配网协同调度技术、
配网故障定位技术、电力市场技术、虚拟电厂技术、
边缘计算技术等。
不确定性潮流计算技术，涉及区间潮流[32]、模
糊潮流[33]、概率潮流[34]等算法，旨在估计不确定性
因素带给配电网的影响，其将确定性潮流计算中的
已知和待求量都视为随机变量，并基于模糊数或概
率统计理论分析等方式建立配电网不确定潮流计算
模型，仅通过一次计算即可为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

图 4 智能配电网态势理解架构
Fig.4

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分析，从而减轻配电网不确定因

Framework of situation assessment for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素导致的重复运算负担；当前配电网运行数据主要
来自于 SCADA 系统，为进一步提升配电网量测精

态估计技术)来提升态势感知精度和广度，未来阶段

度、时效和范围，提供量测信息更全面的 PMU 逐

的研究将会聚焦于不同类型量测装置在频率、
时标、

渐在智能配电网中普及，但短期内智能配电网处于

结构、延时等方面的区别，并探寻合适的数据处理

传统与新型量测装置大量并存的状态，所以亟需基

方法。

于 PMU/SCADA 混合量测的状态估计技术(混合状

配网弹性分析与自愈控制技术可有效提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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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电网的韧性和柔性，其主要包含配网故障恢复
定位技术、配电网网络重构技术、配电网快速仿真
与模拟技术、高级配电自动化技术等，该类技术结
合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现扰动预判分析，以保障
重要基础设施在各类突发事件下的可靠持续供电；
配网可靠性与灵活性分析技术，充分利用态势觉察
提供的配电网信息来完成对配网可靠性和灵活性的
深入分析，并建立兼容多类配电网终端设备的可靠
性模型，
进而实现智能配电网运行状态的灵活校正。
为充分协同不同类型能源和储能的互补性，配
网协同调度技术成为构建多能互补配电网的关键，
其协同一次系统和二次系统实现时间尺度和空间布
局上的系统调控，引导智能配电网走可持续发展路
线；电力市场技术，围绕电力市场的发展规律，运
用博弈理论建立基于电能生产者和用户的双向良性
竞争的电力市场；电力物联网的普及使物联网终端
趋于微型和智能化，通过边缘计算技术实现各智能
终端间的灵活协同，可以有效提升智能配电网态势
感知的计算效率和响应速度[35]。
2.3 态势预测
态势预测是状态预测阶段，用于预测智能配电

图 5 智能配电网态势预测架构
Fig.5

Framework of situation prediction for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网状态的未来变化趋势，例如不确定性负荷、分布
式电源和电动汽车的功率预测；同时态势预测可以

负荷的时空预测仍是目前的研究难点，而基于大数

实时评估配电网络的运行风险，并提醒配网管理部

据的电动汽车充电预测技术可妥善处理该类问题，

门及时做出调控，其架构如图 5 所示。态势预测主

通过融合大数据技术来精准预测电动汽车负荷的时

要关键技术包括：三相不平衡负荷预测技术、考虑

空分布是态势预测的核心工作之一；为加快推动坚

不确定性的分布式发电出力预测技术、基于大数据

强智能电网建设，智能配电网安全性态势预测与预

的电动汽车充电预测技术、分布式能源规划技术、

警技术兴起，其通过对配电网安全运行状态与潜在

配网安全性态势预测与预警技术。

威胁的分析，评估并预测配电网运行风险与安全态

三相不平衡负荷预测技术，在大数据背景下构

势，最终提出安全校正控制法并实现在线预警[24]，

建三相不对称负荷态势分析及其预测方法，建立高

而快速准确提取配电网安全态势要素及辨识态势异

效的三相不平衡度计算模型，实现高精度的不对称

常状况是其技术核心和关键需求。

负荷与配电网不平衡度预测以适应配电网三相不平

智能配电网多能互补技术有效促进未来城市

衡的特性；分布式电源出力的间歇性不利于配电网

的能源转型升级，伴随着风力/光伏能源、直流电解

的稳定运行，而分布式发电出力预测技术量化了智

水制/储氢设备、交流供电冰蓄冷/水蓄冷设备等能

能配电网中分布式电源的不确定性影响，通常采用

源设备顺利接入智能配电网，如何实现各类能源的

概率统计规律、区间估计算法、模糊理论等算法来

优化配置，改善配电网能源结构是未来亟需解决的

预测分布式电源的出力，使预测结果兼容包含各类

问题，而基于鲁棒优化理论开展分布式能源规划技

不确定性参数的智能配电网区域。

术，并实现多扰动的源–网–荷–储协调优化，可满足

当今社会新能源汽车技术迅速发展并普及，但

智能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的需求，同时降低不确定决

其高度的时空随机性为智能配电网优化调度策略带

策的盲目性；随着配电网结构日益复杂，配电网故

来重大挑战[36]，如何模拟电动汽车出行链，提取电

障类型众多且影响因素冗余性增强，配电网故障预

动汽车充电的特征因素，并实现高精度的电动汽车

测技术面临如何提取故障特征和故障定位分层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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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题，而通过结合态势觉察和态势理解完成深层
次数据挖掘，实现配电网故障的超前预测和定位，
可有效提升精益化管控水平和抢修效率，为配电网
精益化运维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持。

3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关键
技术
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
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改善配电网运行环境的措
施，有利于协助配电网快速响应台风、霜冻、暴雨、
暴雪、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20]，同时大幅提升智能
配电网柔性、韧性、弹性以及电力决策的准确性、
快速性[37]。不同于配置完备的输电网，配电网结构
复杂多样，准确可靠的数据采集单元难以覆盖其全

图 6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顶层设计

部节点，因此削弱了配电网态势感知的实施效果。

Fig.6 Top-level desig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

伴随着诸如高级量测设备、智能传感器之类的新型

tion effect of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situation awareness

量测设备的大量接入，智能配电网运行数据的采集
难度随之降低，但海量数据的预处理会显著加重运

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性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

算负担甚至导致大量数据失效。态势感知技术的不

果评价提出了更高的兼容性和鲁棒性要求。

完备以及态势感知实施效果的不完善被视为全球范
围近期多起大规模供电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23]。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可分为指

3）如今大量间歇性能源接入配电网，发电功
率的波动导致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技术难以准确
判断智能配电网状态。

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两部分。鉴于智能配电网态势感

4）与输电网相比，智能配电网数据量测的覆

知物理框架和智能配电网新特性，智能配电网态势

盖率和精度实际上较为落后，这将会大幅降低态势

感知的技术架构和影响因素较为复杂，若想制定出

感知效果评价准确性，目前为定量分析智能配电网

合理的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降

态势感知效果所做的研究有限。

低评价的片面性和主观偏袒性，并提高指标计算效

3.2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率和实用性，必须针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在不同

近年来，态势感知技术已经逐渐应用于智能配

阶段的关键技术，根据其技术特征设计对应评价指

电网领域中来，但是对于态势感知在智能配电网中

标及其量化公式，同时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

的实施效果如何进行综合评价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果评价方法应该使综合评价结果具有足够的鲁棒性

若是评估指标体系只是针对智能配电网某一特定性

和灵活性。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的顶层设

能进行分析，如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等，但如

计如图 6 所示。

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可能无法恰当地建立起量化指标

3.1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困境

与态势感知关键技术的联系，对于智能配电网态势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的最终目

感知需求的适应性欠佳。

标是通过定义合适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科学的赋权方

为对应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的 3 个阶段，态势

法来全面理解态势感知技术在各种智能配电网环境

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含目标层、准则

下的实现效果。但是配电网络的特殊性为智能配电

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代指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

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带来以下困境：

的综合实施效果，准则层针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

1）智能配电网的数据类型复杂并且数据规模

中的 3 个阶段“态势觉察、态势理解和态势预测”

较大，须筛选出合理且代表性强的评价指标，并在

进行划分，指标层应根据相应态势感知阶段的关键

有限的数据规模下采用高效合适的赋权方法。

技术特征及需求设计对应评价指标，具体层次结构

2）不同地区智能配电网在系统架构和自动化

如图 7 所示。按照以上架构定义全部评价指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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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根据一定的原则对现有的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
指标进行筛选，指标挑选原则包含可计算性、兼容
性、实用性、科学性、真实性、层次性等。
针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中的 3 个阶段“态势
觉察、态势理解和态势预测”，态势觉察主要聚焦于
配电网可观测程度、测量冗余度、通讯延时等指标；
态势理解主要聚焦于配电网电压越限风险、潮流越
限风险、供电可靠性等指标；态势预测主要聚焦于
配电网负荷波动程度、功率预测误差、故障预测率
等指标。据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可有效促进高精度态

图 7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势感知技术在智能配电网中的应用，为态势感知关

Fig.7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键技术的实施提供评判标准和技术支撑，将会有效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situation awareness

提升智能配电网在安全、环保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
面的性能表现。
3.3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方法可初步划分为主观评价方法、客
观评价方法以及综合评价方法，其中综合评价方法
可进一步细分为传统的组合评价方法和新兴的自学
习评价方法。数据驱动的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
效果评价流程如图 8 所示。
3.3.1 主观评价方法
主观评价方法在权重中融入了专家、工程师对
评价对象的知识认识、主观态度、运行经验等隐形
知识，使评价结果贴合于评价专家的主观偏好，区
间算法和模糊算法的引入拓宽了主观评价模糊性的
解决途径，增强了评估可信度和灵活性，但不同专
家对于指标的偏好程度不同，并且缺乏客观数据的
支撑，仍然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偏颇或不稳定，同时
区间结果不便于工程中的直接应用。主流的主观评
价包括层次分析法[38]、区间层次分析法[39]、模糊层
次分析法[40]、二项系数法[41]等。
3.3.2 客观评价方法
客观评价方法通过分析客观数据的特征来判

图 8 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流程

断指标间的数学关系，具备较强的数学理论依据，

Fig.8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但其依赖于大量准确的客观数据，对数据规模和精

situation awareness in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s

度有着较高的要求，权重结果缺少专家主观意见的
修正，可能会使评价结果偏离实际需求。目前的主

观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而自学习方法是以主观权重

流客观评估方法包括熵权法 [ 4 2 - 4 3 ] 、多目标规划

区间作为边界，基于一定迭代寻优方法遵从客观准

法[21]、主成分分析法[44]等。

则来实现主观思想和客观理论的有机融合。组合评

3.3.3 组合评价方法
为防止信息的缺失，避免单一评估方法造成的

价方法大都采用线性加权的形式[45]，具体如下所示
ωi = α ai + (1 − α )bi
(1)

片面影响，综合评价方法应运而生，其中组合评价

式中：α 为 0~1 之间的主观权重系数，1–α 为客观

方法通过一定形式的数学运算将主观评价结果和客

权重系数；ωi 为指标 i 的组合权重；ai、bi 分别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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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i 的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
组合评价方法将主观赋权方法和客观赋权的
方法结果进行整合，通过调节主观权重系数和客观
权重系数，实现主客观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互补，但
组合评价只是将两种评价方法的结果进行分步组
合，没有将客观理论和主观思想融合进一个完整算
法中来，权重因子的确定缺乏理论支撑，进而导致
评价效果有时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3.3.4 自学习评价方法
目前逐渐有学者开始研究自学习评价方法，并
初步应用于电力系统中来，文献[46-47]在量化评价
领域提出权重自学习(自适应)的概念，以极大熵准
则为目标导向，优化算法为求解途径，专家认知为
启动基石，建立起主客观思想有机融合的动态赋权
方法。但其采用的如梯度下降法、退火模拟算法等
传统优化算法，寻优效果较主流的群智能优化、商
用求解器仍有一定差距。
自学习评价方法蕴含着自学习、自适应、动态
调节等涵义，可以实现对动态的场景、需求和目标

图 9 自学习评价框架

的自适应。自学习评价的运行框架如图 9 所示，主

Fig.9 Self-learning evaluation framework

要包含目标函数、主观区间、优化算法、约束条件
等 4 个部分，具体如下：
1）目标函数。为提升评价的客观性，自学习

升自学习评价的灵活性、快速性、兼容性，进而实
现低成本下的多场景动态适应。

评价方法通常定义 1 到多个可量化的自学习目标，

3）主观区间。通过主观评价方法获取各指标

并将目标函数(适应度函数)取为某种客观性准则，

的权重区间，并将得到的权重区间应用于自学习评

如极大熵准则[46]，由此在自学习过程中目标函数将

价中权重的上限和下限，以生成自学习权重初值并

引导权重不断向着熵值增加的方向变化，使权重分

限制权重的修正过程。这一环节将专家、工程师、

布更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且数值趋于均衡，

现场管控人员的主观经验和思想融入到自学习评价

从而降低因数据缺失或误差造成的不合理评价风

结果中来，提升自学习评价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并

险，提升自学习评价的鲁棒性和容错率。

为后续自学习寻优过程提供边界条件。

2）约束条件。在自学习过程中，限制只有满

4）优化算法。优化算法是整合上述目标函数、

足约束条件的权重才可输出为最终的权重结果。当

约束条件、主观区间的关键，其以主观权重区间为

政策方针或运行环境发生变化时，往往管理部门需

边界条件，在约束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引导权重向着

要重新邀请专家和工程师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权衡，

提升目标函数值的方向变化。目前对于优化算法的

而约束条件的设立可以实现自学习评价的动态调

选择暂未有统一定论，商用求解器、智能群优化算

整，无需反复邀请专家、学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法如粒子群算法[48]、灰狼算法[27]等都是求解自学习

在已有的指标重要性信息基础上，管理者可以根据

评价模型的高效方法。

不同的场景需求增加或修正约束条件，如“规定某

自学习方法凭借着主观区间和客观准则，保证

一指标的权重值不低于一定数值”
，
“限制最优评价

了组合评价方法在主客观融合上的优势；此外，通

值与最劣评价值间的差值不大于一定数值”等约束

过在自学习过程中引入或更改人为约束，自学习评

手段，从而适应外界环境发生的变化，实现对权重

价实现了对指标偏好和评估分布的人工干预，相比

或评价结果的动态干预。新约束条件的加入可以通

于传统的赋权方法处理约束更为方便快捷，并提升

过程序快速求解得到新环境下的权重结果，由此提

了评价的灵活性与可信度；另一个显著优势是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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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Keran, WANG Yanfei. Analysis on information awareness

习评价改良了“单次评价，权定终生”的不合理局

methods[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8, 41(8):

面，面对外界环境或方针政策的变化，其以低成本
实现了对不同环境的动态适应。综上所述，自学习

11-16.
[8]

樊洁茹，李东光. 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研究现状及关键技术浅
析[J]. 无人系统技术，2019，2(1)：39-47.

评价方法将是未来针对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

FAN Jieru, LI Dongguang. Overview of MAV/UAV collaborative

果的主流评价方法，具备着良好的研究前景和应用

combat and its key technologies[J]. Unmanned Systems Technology,

潜力。

2019, 2(1): 39-47.
[9]

4 结论

WEN L, GAO L, LI X Y. A new deep transfer learning based on sparse
auto-encoder for fault diagnosis[J].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2019, 49(1): 136-144.

现阶段，态势感知技术已经顺利在智能配电网
推广应用，但随着 5G 通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10] VON MEIER A, STEWART E, MCEACHERN A, et al. Precision
micro-synchrophasors for distribution systems: a summary of applica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17, 8(6): 2926-2936.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以及智能配电网特性的快速发展

[11] PRIMADIANTO A, LU C N. A review on distribution system state

变化，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的关键技术需要相应调

estim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2017, 32(5):
3875-3883.

整以适应现状；同时，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实施效

[12] GU L, ZENG D Z, GUO S, et al. Cost efficient resource management

果需要构建系统科学的评价体系为态势感知提供导

in fog computing supported medical cyber-physical system[J]. IEEE

向。巩固发展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的关键技术，实
现各类技术的有机融合，以态势感知实施效果为导
向积极开发并加快实施其关键技术是未来的研究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opics in Computing, 2017, 5(1): 108-119.
[13] QUIJANO D A, PADILHA-FELTRIN A. Optimal integration of distributed generation and conservation voltage reduction in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
Energy Systems, 2019, 113: 197-207.

方向。

[14] KOSEN I, HUANG C, CHEN Z, et al. UPS: unified PMU-data storage

同时，通过智能配电网态势感知技术来全面掌
握智能配电网运行态势，并为智能配电网的精益化
运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此，文中针对智能配

system to enhance T+D PMU data usability[J]. 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 2020, 11(1): 739-748.
[15] 李 凯，赵争鸣，袁立强，等. 面向交直流混合配电系统的多端口
电力电子变压器研究综述[J]. 高电压技术，2021，47(4)：1233-1250.

电网态势感知技术、态势感知实施效果评价技术的

LI Kai, ZHAO Zhengming, YUAN Liqiang, et al. Overview on re-

模型、框架及其关键技术进行了综述和探讨，并针

search of multi-port 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 oriented for AC/DC

对自学习评价理念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为后续智
能配电网的新型技术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hybrid distribution grid[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2021, 47(4):
1233-1250.
[16] 徐

韵，颜湘武，李若瑾，等. 电力市场环境下含“源–网–荷–储”

互动的主动配电网有功/无功联合优化[J]. 电网技术，2019，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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