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growth of natural gas units, the 
coupling between power networks and natural gas networks 
has been deepened, and the synergistic operation between 
th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uncertain renewable energy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ic and safe operation of power and 
natural gas interconnected system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operational risks brought by the uncertainty of wind sources 
to the interconnected system,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chance constraints (DRCC), where an 
ambiguity set related to the moment information of a small 
amount of historical wind power forecast error data is attained 
in a data-driven approach. Then the chance constrained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a form that is easy to solv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ivate information of electricity and 
gas operators, this paper uses the relaxed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RADMM) to realize the distributed 
synergistic operation of the interconnected system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re is a third-party trusted coordinato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the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optimization 
can achieve a lower probability of ch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ADMM), the RADMM can achieve the 
same convergence accuracy with a small number of iterations.

Keywords: electricity-gas network-distributionally robust 
optimization; wind power; synergy; relaxed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摘  要：随着天然气发电机组的逐渐增长，电力网络和天然

气网络之间的耦合加深，它们之间的协同运行变得愈发重

要。同时，不确定新能源的接入给电力和天然气互联系统的

经济安全运行带来了挑战。为了应对风电不确定性给互联系

统带来的运行风险，本文采用分布鲁棒机会约束，通过数据

驱动的方式，以少量的风电预测误差历史数据得到与矩信息

有关的模糊集，并将形成的机会约束问题转化为易于求解的

形式。另外，为了保护电、气各自的隐私信息，本文在假

设存在第三方可信任的协调者的前提下，利用松弛交替乘子

法，实现互联系统的分布式协同运行。仿真结果表明，分布

鲁棒优化相比较于传统的随机优化可以实现较低的机会约束

违反概率。另外，相比较于传统交替乘子法，松弛交替乘子

法能够以更小的迭代次数达到同等的收敛精度。

关键词：电-气互联网络；分布鲁棒优化；风电；协同；松弛

交替乘子法

0	 引言

逐渐降低的天然气价格和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忧

虑共同导致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

用[1-2]。天然气机组（Natural Gas Units,  NGUs）是电

力系统中的电力供应商，同时它们也是天然气网络中

的天然气消费者。同时，风能作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

源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飞速的发展[3]。但

是，可再生能源固有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力和天

然气互联系统（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Natural Gas 
System, IEGS）的联合运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从而使其安全性易受到影响[4]。 因此，具有风电不确

定性的IEGS协调调度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已经有学者研究机会约束的IEGS最优调度，以

应对不确定风电预测误差所引起的运行风险 [5]。在

机会约束规划中，以概率表示的风险约束是针对物

理约束（例如传输的电力流和气体流量），以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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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水平来限制不确定风电对线路过载或者管道过

载的影响 [6]。机会约束规划的解决方案包括场景近

似[7]，鲁棒优化[8]，以及依赖于特定概率分布的分析

形式[9]。但是，场景近似通常在计算上比较繁琐，总

体上比较保守，而鲁棒优化与场景近似相比更为保

守。如果不确定的参数不符合假定的概率分布，依

赖特定分布的求解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可靠 [10]。机会

约束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可再生能源具有不稳定的特

性，难以获得大量的历史数据去刻画可再生能源的

概率分布。为了解决这些缺点，有学者提出了基于

分布鲁棒的机会约束(Distributionally Robust Chance 
Constraint, DRCC)。在DRCC中，不确定的约束需要

在一定的概率下满足在模糊集中的所有分布。例如，

文献[11]研究了DRCC基于不确定性参数的均值和协方

差矩阵的矩模糊集，考虑风电不确定性对IEGS运行

的影响。在[12]中，风能不确定性由Wasserstein模糊

集描述，即在Wasserstein距离意义上围绕经验分布

的候选分布。

上述研究的一个普遍假设是，电力和天然气系统

由一个统一的公用事业公司运营，该公用事业公司可

以使用集中模型来控制和运行这两个能源系统。但

是，在大多数国家/地区，例如中国，这些能源系统是

由不同公司运营的，他们的利益可能会相互冲突[13]。

此外，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信息保密，例如电力网络或

天然气网络的详细信息，以及系统调度和市场参与者

的数据，并且仅希望共享那些能够保证整个系统安全

运行所需的最少信息量。因而，在随机的可再生能源

大量接入下，如何保障电力和天然气网络能够仅共享

有限的隐私数据就实现系统的优化运行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现实问题。

学者们已经采用了各种方法来分解优化问题，例

如，Benders分解法[14]，拉格朗日松弛法[15]，增广拉格

朗日松弛法[16]，最优条件分解法[17]，交替方向乘子法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ADMM）[13]

等。其中，ADMM具有收敛性好，形式简单的优点，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分布式优化中。文献[18]利用标准

ADMM方法和基于一致性的ADMM方法，以解决电-
气互联的综合能源系统在有协调者和无协调者下的最

优潮流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可再生能源不确定性的

影响。由于交换隐私数据的局限性以及管理复杂模型

的挑战，在[19]中利用ADMM，以较高的计算负担迭

代求解电力系统子问题和天然气系统子问题的问题。

在[20]中，ADMM用于将互连的多区域IEGS的调度分

解为各个区域协同的最优调度。通过分散式优化方案

在不共享机密信息的情况下实现了互连区域的协调，

保留各个区域决策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并且取得与

IEGS的集中式调度接近的结果。

本文使用松弛交替方向乘子法（ R e l a x e d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RADMM）

来解决含有不确定风功率的机会约束下的IEGS的协同

优化问题。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1）建立

了基于数据驱动的风电预测误差模糊集。（2）分析了

不同的分布假设对电力和天然气互联系统运行风险成

本的影响。（3）验证了RADMM相较于传统ADMM在

收敛速度方面的优越性。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一章中，研究了

具有不确定风功率的IEGS的数学优化模型，并在不

同的分布假设下构建了机会约束和目标函数。在第二

章中，在存在第三方可信任的协调者的前提下，将

RADMM方法用于电力和天然气的协同优化。第三章

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所提的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在第

四章中进行了总结。

1	 系统建模

1.1  风电不确定性

在本文中，研究了风电不确定性对电力和天然气

耦合系统的影响。假设有nw个风力发电机组，它们的

风电出力为 ，可以认为由两部分组成，其

中W是预测风机出力，ξ是不确定的预测误差，它的均

值为μ0，协方差矩阵为Σ0。需要注意的是，日前调度

是第一阶段的决策，在实时调度阶段，各个机组以参

与因子的形式弥补预测误差以维持功率平衡。

1.2  考虑机会约束的集中式电-气互联模型

在本文中，电力需求 和天然气需求

假设是已知的。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由

NGUs作为桥梁，它们消耗天然气来发电。假设建立

的电力系统模型具有nEN个节点，nEL条输电线路，nED

个电力负荷和nE个火力机组（其中有nGE个NGU机

组），而天然气系统包含nGN个节点，nGP条管道，nGD个

天然气负荷，nG个天然气气井。对于电力流，本文仅考

虑线性不计损耗的直流潮流，并使用潮流转移分布因子

（Power Transfer Distribution Factor，PTDF）矩阵 ，

将电力流定义为节点注入功率的线性函数[19]。更具体地

说，我们定义了三个矩阵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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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已经分别包含了火力机组，风电

机组和电力需求到电力网络的映射。对于天然气系

统，也需要引入适当的映射，气井 ，天然

气需求 和NGU机组 。

对于天然气系统潮流，本文出于计算可处理性的

考虑，忽略了节点气体压力和管道填充量，采用可控

流量模型[21]。具体来说，本文假设天然气流量是完全

可控制的，并且受到每个管道的最大容量的限制，该

最大容量可以通过基于天然气系统中压力的物理极限

通过事前分析来计算。参考文献[22]，本文构建了稳

态的电-气互联潮流的优化模型。

集中优化问题旨在最小化运行电力和天然气系统

的总成本，并考虑不确定的风力发电。因此，目标函

数可以写为[22]

 (1)
约束条件

                                       (2)

                       (3)

                           (4)

目标函数的意义是通过调节机组出力最小化模糊

集 中任意分布F(ξ)导致的系统最大的风险成本。

和 分 别 是 电 力 系 统 和 天

然气系统运行的二次成本函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 和 
 。

ΘE和ΘG分别表示电力和天然气系统的可行集。 第一阶

段的决策变量 ， 和 ，

分别表示电力生产，天然气生产，GNU的气体消耗和

气体流量的日前调度。 参考[23]，本文采用了仿射策

略(参与因子)的矩阵形式，以指定每个决策变量对

每个风电场预测功率误差的纠正。因此，仿射策略

， 和 ，

对应于电力生产，天然气生产，GNU的气体消耗

和气体流量的实时纠正动作，以弥补预测误差造成

的供需不平衡。约束（4）是用来描述电力系统和

天然气系统之间的耦合约束，对角矩阵 包

含GNU的功率转换因子，其中非GNU的对应元素为

0。

1.2.1	 电力系统约束

式(2)中的可行集ΘE包含等式和不等式约束以及

电力系统运行的机会约束。

电力系统的直流潮流约束为

                                  (5)

                   (6)

                 (7)

               (8)

              (9)

             (10)

其中，[nE]和[nEL]分别表示所有火力机组组成的集合、

所有电力线路组成的集合。在本文中，1表示合适维

度的全部元素为1的列向量。例如， 可以表示dED

所有元素的和，也即总的电力负荷。另外，在本文

中，矩阵或向量的上标i表示其第i行向量或元素。具

体来说，约束(5)表示火力机组第一阶段的出力限制，

和 分别是发电功率的下限上限。等式约束(6)确保

日前和实时阶段的功率平衡。实时机组出力和线路 潮
流的容量受以下机会约束限制：(7)，(8)和(9)，(10)。

表示电力线路传输有功功率上限。

1.2.2	 天然气系统约束

类似地，式(3)中的可行集包含与天然气系统运行

相关的一组约束。

                                      (11)

              (12)

               (13)

             (14)

             (15)

           (16)

其中，[nG]，[nGF]分别表示所有天然气气井组成的集合、

所有天然气管道组成的集合。类似地，约束(11)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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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然气气井的下限 和上限 。约束(12)确保日前

和实时阶段的天然气生产消耗平衡。实时天然气产量

和管道流量由以下机会约束限制：(13)、(14)和(15)、

(16)限制。 表示管道传输的天然气流量上限。

1.2.3	 耦合约束

等式约束(17)将天然气消耗和NGU的电力出力联

系起来。若令E＝[xE，YE]，GE＝[xGE，YGE]，那么式（4）
电-气的耦合约束可直接表示为

                                       (17)

1.3  机会约束转换

首先，考虑将每一个来自(7-10)和(13-16)的机会

约束i表示为通用形式

                       (18)

其中，矩阵Ãi表示机会约束的不确定部分，bi而表示

确定的部分，NI表示总的机会约束的个数。

从真实分布 中观察到有限数量的样本，决策

者将其收集到数据集中 。因此我们可

以计算经验分布的均值 和协方差矩阵

。如果将ξ的真实均值和

协方差限制为等于现有的历史数据的经验均值 0和协

方差Σ0，可以定义模糊集D如下[24]

         (19)

其中 是随机变量ξ支撑集。

若随机变量ξ的分布属于模糊集D，为了符号上

的方便，以更加一般的形式来描述分布鲁棒机会约束

(18)

              (20)

上式可以等效为二阶锥规划，对于任意的 ，

可以得到

           (21)

其中 。该推导遵循在 [ 2 5 ]中给出的

Chebyshev不等式的一种变体，用于一般的分布

鲁棒机会约束。对于均值μ，方差为σ 2的随机变量

X，利用Chebyshev不等式的变体形式，可以得到

 ，对于任意的0≤δ≤1都成

立。根据[26]，存在一个属于模糊集D的分布使得不

等式紧致。这样，可以建立起式(20)和式(21)的等效

关系，如果令

           (22)

如果概率分布是对称的，则对称分布鲁棒机会

约束（Symmetrical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Chance 
Constraint, S-DRCC）下的系数 可以写为[27]

                                    (23)

如果假设预测误差ξ服从高斯分布[28]，则高斯机

会约束（Gaussian Chance Constraint, GCC）下的变换

系数 可以写为:

                                    (24)

其中，ψ(x)是高斯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机会约束变换系数（ ）控制机会约束分布鲁棒

特性针对风电预测不确定性的高斯分布，对称分布鲁

棒或分布鲁棒情况设置机会约束。不同分布假设下的

系数 随 变化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 1 系数 随置信平1- 的变化情况

Fig. 1 The change of with confidence level 1-

可以发现，对于一个特定的 ，系数 DRCC比相应

的 S-DRCC和 GCC要大。例如，当 为0.05时，对于高

斯分布、对称分布鲁棒和分布鲁棒， 分别为1.645、
3.1623和4.3589。这意味着分布鲁棒的鲁棒性最强，

它是以系统总运行成本为代价，对所有的分布（包括

不对称的分布）具有鲁棒性。

1.4  目标函数转换

关于式(1)中的目标函数，本文以最小化D中所有

分布的最坏情况下预期风险成本为目标，将其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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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其中， 和 分别是电力系统和天然气系统的

最大风险成本

         (26)

         (27)

2	 基于松弛交替乘子法的分布式优化

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天然气运营商（Gas 
Operator，GO）和电力运营商（Electricity Operator，
EO）由不同的主体拥有，如何协同合作地方式使得

总运营成本降至对于提升整体的社会福利具有显著意

义。交替方向乘子法是一种解决可分解凸优化问题的

简单方法，尤其在解决大规模问题上卓有成效，利用

ADMM算法可以将原问题的目标函数等价的分解成若

干个可求解的子问题，然后并行求解每一个子问题，

最后协调子问题的解得到原问题的全局解。由此可

见，交替乘子法的算法原理是适用于电-气互联系统

的协同优化的。为了进一步提升ADMM的收敛速率，

已经有学者引入了松弛项，构建了RADMM，注意，

当松弛项的松弛项因子α设置为0.5时，RADMM即为

标准ADMM，具体的收敛证明可见文献[29]。
本章描述了如何将RADMM用于存在第三方协调

者（Coordination Operator, CO）的情况（如图2中所

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电力和天然气网络的协同

运行主要由CO完成，因此必须在上级CO和下级GO/
EO之间建立通信通道。

图 2 电气互联网络分布式运行
Fig. 2 Distributed synergistic operation of the electricity and gas 

networks

参照文献[29]的步骤，本文针对机会约束下电-气
互联网络的协同优化问题进行求解。对约束(17)进行拉

格朗日松弛后， 式(1)的增广拉格朗日对偶可以表示为

 (28)

其中，λ是拉格朗日乘子，ρ＞0是惩罚因子。

在基于有协调者IEGS优化运行中，EO和GO的局

部优化问题是以串行方式进行，并通过CO进行协调。

详细的步骤如下：

（1）电力网络优化问题

通过将耦合约束(17)添加到电力成本函数中，电

力网络的优化子问题可以构造如下：

         (29)

求解得到。

（2）天然气网络优化问题

天然气网络优化优化子问题可以构造为：

     (30)

求解得到GE（k+1）。

（3）协调者优化问题

CO通过收集到的电力网络子问题的求解信息和

天然气网络的求解信息，然后进行协调

            (31)

求解得到λ（k+1）。

算 法 的 收 敛 性 通 过 判 断 原 始 残 差

和 对 偶 残 差

是 否 达 到 设 定 精 度 来

给出的。如果在k+1次迭代计算时， 且

，其中η是一个较小的精度衡量指标，或
者迭代达到K次就输出结果，算法结束。否则，设置

（k）←（k+1），EO和GO继续迭代计算直到终止条件

被满足。类似的过程也可以参照[18, 22]，但它们都是

使用具有协调者的标准ADMM方法实现的。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数据

具有12个节点的天然气网络和IEEE24节点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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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测试系统的集成系统[30]用于本章的案例研究，如图

6所示。我们通过连接6个风电场来扩展该系统分别连

接到1、2、11、12、12和16母线，所有风电场的容量

均为250 MW。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使用2012年至

2013年澳大利亚东南部6个风电场的相对风电输出数

据，按照[31]中的方法构造预测风功率W和预测误差ξ。
在本文中，所有分布鲁棒的机会约束的置信水平 都

设置为相同的值。

本文的计算是用具有Inter（R）Xeon（R）CPU和

16 GB RAM的台式计算机得出的。本章的所有优化问

题是由Gurobi 8.1.0求解的。对于所研究的系统，给出

了一些设置，η=0.01，ρ= 0.001，K=1000。

3.2  不同分布特性假设对系统运行成本的影响

为了评估电-气互联能源系统的真实运行情况，本

研究基于100个耦合数据集 评估了系

统的调度成本和机会约束的违反概率。数据集 是

包含N个独立且均等分布（i.i.d.）样本数据的训练数

据集， 是包含 个样本的测试集。m表示第m次仿

真。在此研究中设置了N＝ ＝100，且仿真次数设置

为100次。

首先利用集中式求解分析 对不同分布特性的优

化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训练集 估计风功率误差的

均值和协方差矩阵，并优化得出机组的日前调度计划

和应对不确定误差的仿射策略。然后在此基础上，使

用测试数据集 进行实时模拟，并计算违反约束的

概率。在全部使用了100个耦合数据集之后，我们使

用经验违反概率来比较计算不同机会约束下的应对测

试集的表现效果

                       (32)

其中，Ⅱm,s,i是指标函数，如果单个机会约束i在第m次仿

真下的第s个场景中违反了，就取值为1，反之则为0。
经验调度成本计算为：

                                  (33)

其中，Cm是基于利用训练集 得到的决策信息，然后

根据测试集 计算得到的调度成本。

在图3和图4中分别给出了不同置信水平1－ 的不

同机会约束变换下的经验成本和违反概率。图3显示

不同分布特性下，系统的经验运行成本随着置信水平

1－ 的变化趋势，对应的经验违反约束的概率如图4
所示。从中可以看到，由于DRCC的鲁棒性最强，同

样风险水平下的经验违反概率是最小的，但与此同

时，这会导致系统的运行成本最高。另外，当风险水

平 较小时，进一步减少风险水平就会导致极大地增

加系统的运行成本。

图 3 不同置信水平1- 的经验运行成本

Fig. 3 The empirical dispatch cost with different confidence level 
1-

图 4 不同置信水平1- 的经验违反概率
Fig. 4 The empirical violation probability with different confidence 

level 1-

3.3  电-气协同优化

本节考虑电-气互联系统协同优化的场景，基于

分布鲁棒机会约束规划的IEGS测试松弛交替乘子方法

的性能。表1给出了使用不同松弛因子α时，RADMM
算法在系统成本、迭代次数和CPU时间方面的对比情

况。Nit是需要的迭代次数。

表 1 松弛交替乘子法的收敛效果

Table 1 Convergence performances of RADMM

α Nit 时间/s 目标函数值/$

0.3 1000 1339.59 68348.20

0.4 210 284.65 65944.52

0.5 40 55.10 65901.77

0.6 26 36.20 65902.63

0.7 23 32.22 65903.91

0.8 19 26.81 659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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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松弛因子α的引入会影响收敛速度。

在该设置下，RADMM方法需要40次迭代，花费

55.10s的计算时间达到收敛条件。α＞0.5时，RADMM
具有比传统的ADMM更快的收敛速度。当α＞0.5时，

目标函数的最大值（当α＝0.8时）相对于集中式优化

得到的结果（6.5903×104＄）的变化不超过10-5，仍

处于可接受的精度水平。因此，这些结果表明使用

稍微复杂一些的RADMM代替经典ADMM对于求解

IEGS问题是合理的。

图5表示了RADMM的原始残差和对偶残差的迭

代变化。可以发现，原始残差的收敛速度都比对偶残

差慢，因此终止条件由原始残差确定。

图 5 RADMM计算的原始残差和对偶残差的迭代值
Fig. 5 Iterative values of the primal and dual residuals of RADMM

4	 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分布鲁棒机会约束的方法，通过数

据驱动，得到风电分布的模糊集，并且基于不同的分

布假设将机会约束和目标函数转化为易于求解的形

式。在有第三方可信任协调者的前提下，本文给出了

基于松弛交替乘子法的求解步骤。仿真结果表明，分

布鲁棒优化相比较于传统的随机优化更适合电-气互

联网络处理不确定风电对耦合系统的系统。另外，相

比较于传统交替乘子法，松弛交替乘子法能够以更小

的迭代次数达到同等的收敛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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