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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清洁能源机制的推进与冷热电联供系统的不断

发展，提出了一种考虑需求侧响应与多微网间功率交互的

经济调度模型。同时综合考虑了燃气费用、风电与光伏发

电的运维成本、蓄电池的运行成本、微电网与大电网功率

交互产生的购电成本与售电收益。最后，针对典型调度日

进行多微网经济调度模型的求解及算例分析，结果表明，

该模型可明显提高多种新能源的发电消纳量。

关键词：需求响应；功率交互；冷热电联供；多微网；经

济调度

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omotion  of  clean  energy mechan-
ism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CCHP),  an  economic  dispatching  model
considering  both  demand  side  response  and  power  interaction
among  multi-microgrids  was  proposed,  meanwhile  following
items such as the gas cost,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for wind an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the operation cost
for  storage  battery,  the  cost  and  revenue  being  taken  place  by
the electricity purchasing and selling due to the power interac-
tion among microgrids and large power grid were synthetically
considered. Fin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ypical dispatching days
the  economic  dispatching  model  for  multi-microgrids  was
simulat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tilizing  the  proposed
dispatch model,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various new energy
sources can be obviously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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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的加剧，清洁的新

能源发电形式与电力运行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青

睐 。 冷 热 电 联 供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CCHP)系统能够实现冷、热、电功率的

多能互补，同时促进新能源发电的并网消纳，降

低能源与环境压力 [1-2]。目前 CCHP系统在发展上

呈现出多微网并存、联合调度的趋势，多微网间

的功率交互在降低微网运行成本、促进风光并网

消纳上有一定的作用 [3-4]。而需求响应对负荷侧的

调节能力可以起到合理配置用电负荷、缓解发电

功率与用电负荷冲突的作用 [5]。因此，在考虑功

率交互的多微网经济调度研究中考虑需求侧响应

能够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促进风光消纳。

目前对含 CCHP的多微网研究中，文献 [6]
提出了一种基于储能电站的多微网系统日前优化

调度方法，通过算例分析表明辅以储能电站后能

够降低系统的综合运行成本，同时促进微网中新

能源的并网消纳量。文献 [7]针对冷热电联供型

微网提出了一种考虑微网间功率交互与微源出力

协调的优化调度模型，算例分析表明所提调度模

型能够有效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文献 [8]基于

负荷与新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提出一种冷热电

联供型微电网动态调度模型，有效抑制了系统不

确定性对调度结果的影响。文献 [9]分别以冷热

电联供型微电网与主动配电网作为利益主体，但

在对配电网的研究中并未考虑需求侧响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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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10]基于储能装置的充放电特性，以各微网的

综合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提出微电网的跨时段

调度和实时调度方法，并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所

提模型的有效性。以上文献均对含 CCHP系统的

多微网场景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而随着需求

侧响应研究的不断深入，在配电网中考虑需求侧

响应在降低综合运行成本、促进新能源并网消纳

方面也有较明显的效果。

本研究将综合考虑多微电网间的功率交互与

用户侧需求响应，构建含 CCHP的多微网经济调

度模型，综合考虑燃气费用及风机 (wind turbine，
WT)、光伏发电 (photovoltaic，PV)、蓄电池 (battery，
BT)运行维护成本、微电网与大电网功率交换时

的购电成本与售电收益以及微网内部冷热电平衡

的相关约束，旨在降低微电网的经济成本、促进

风光发电的并网消纳。

1    CCHP 型微网各微源数学模型

1.1    CCHP 型微网主要结构

冷热电联供型微网能够实现多种微源的合理

调度，内部结构主要包括 WT、PV、BT、燃气轮

机 (micro-turbine，MT)、吸收式制冷机、电制冷

机、电制热机 [11] 等，其配置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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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CHP型微网结构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microgrid structure with CCHP

 

 

1.2    各微源运行模型

1.2.1    燃气轮机

MT输出功率与发电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PGTt = PgastηGT

EGTt = LGTtηGTHGT
(1)

式中：PGTt 表示 t 时段 MT的电出力；Pgast 表示

MT消耗的燃气功率；ηGT 表示 MT的发电效率；

EGTt 表示 t 时段 MT的发电量；LGTt 表示 t 时段

MT消耗的燃气量；HGT 表示燃气的热值。

1.2.2    换热装置

换热装置能够将 MT产生的余热转化为热能，

输出热功率的计算公式：

QGTt = PGTtγGTηWHηhηHX (2)

式中：QGTt 表示换热装置 t 时段的制热功率；γGT
表示 MT的热电比；ηWH 表示余热锅炉的效率；

ηh 表示制热比例； ηHX 表示换热装置的效率。

1.2.3    吸收式制冷机

吸收式制冷机能够将 MT产生的余热转换为

冷功率，其输出功率：

CGTt = PGTtγGTηWHηcRc (3)

式中：CGTt 表示吸收式制冷机的制冷功率；ηc 表
示制冷比例；Rc 表示吸收式制冷机的能效比。

1.2.4    电制热机

电制热机主要指电锅炉等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的装置，输出的热功率：

QEHt = PEHtηEH (4)

式中：QEHt 表示电制热机在 t 时刻输出的热功率；

PEHt 表示电制热机在 t 时刻消耗的电功率；ηEH 表

示电制热机的电热转换效率。

1.2.5    电制冷机

电制冷机能够将电功率转化为冷功率，在以

往研究研究中已有较多介绍，本文研究中采用文

献 [12]中的计算公式。

1.2.6    蓄电池

BT能够通过储放电实现发电功率的时移，

达到优化调度各微源的目的。BT蓄电量由充放

电功率共同决定：

S stor,t = S stor,(t−1)+

(
ηchaPcha,t −

1
ηdis

Pdis,t

)
∆t (5)

式中：Sstor,t 表示 BT在 t 时刻的蓄电量；Pcha,t 表

示 BT在 t 时刻的充电功率；Pdis,t 表示 BT在 t 时
刻的放电功率；ηcha 表示充电效率；ηdis 表示放电

效率；Δt 表示调度时段的时长。

1.3    考虑需求响应的 CCHP 型微网调度机理

需求响应即通过电价变化引导负荷侧调节，

实现降低微电网综合运行成本、促进风光等新能

源发电就地消纳的目的。电力需求侧用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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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表征在一段时间内电能需求量的变动对于电

价变动的反应程度，而在多微网系统中，通常以

交叉弹性系数表示某一微网中电量需求对另一微

网的反应程度；以自弹性系数表示某一微网内部

需求量与电价的反应程度，多微网需求侧价格弹

性系数： 

∆C1

C1
∆C2

C2
...
∆CT

CT


= E



∆P1

P1
∆P2

P2
...
∆PT

PT


(6)

式中：ΔCt、ΔPt 分别表示需求响应后 t 时刻微网

购电电价与负荷的变化量；Ct、Pt 分别表示需求

响应前 t 时刻的微电网购电电价与负荷值；E 表

示价格型需求弹性矩阵。

E =


ε11 ε12 · · · ε1T
ε21 ε22 · · · ε2T
...

...
...

...
εT1 εT2 · · · εTT

 (7)

式中：εii 表示自弹性系数；εij 表示交叉弹性系数，

i 和 j 表示调度时段。

εii =
∆Pi/Pi

∆Ci/Ci
(8)

εi j =
∆Pi/Pi

∆C j/C j
(9)

2    多微网经济调度模型

本文在考虑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的基础上，

以微电网的经济成本最低为目标，综合考虑燃气

费用、风电与光伏发电的运行维护成本、蓄电池

的运行成本、微电网与大电网功率交换时的购电

成本与售电收益，构建了冷热电联供型多微网经

济调度模型，目标函数：

C =min[Cfuel+Cw+Cpv+Cstor+Cbuy−Csell] (10)

式中：C 表示微电网系统的综合运行成本；Cfuel

表示燃气轮机的燃气费用；Cw 表示风电的运行维

护成本；Cpv 表示光伏发电的运行维护成本；

Cstor 表示蓄电池的运行成本；Cbuy 表示微电网从

公共电网的购电成本；Csell 表示微电网向公共电

网的售电收益。

2.1    燃气轮机的燃气费用

MT的主要成本为燃气费用：

Cfuel = cg

N∑
i=1

T∑
t=1

LGTt,i (11)

式中：cg 表示燃气的单价；LGTt,i 表示微网 i 燃气

轮机在 t 时刻的燃气量。

2.2    风、光运行维护成本

WT、PV在综合运行成本中主要考虑其自身

的运维成本，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Cw =

N∑
i=1

T∑
t=1

kw,iPwt,i (12)

Cpv =

N∑
i=1

T∑
t=1

kv,iPvt,i (13)

式中：kw,i 表示微网 i 风电场的运行维护成本系数；

Pwt,i 表示微网 i 风电场在 t 时刻的发电功率。kv,i
表示微网 i 中 PV的运行维护成本系数；Pvt,i表示

微网 i 中 PV在 t 时刻的发电功率。

2.3    蓄电池的运行成本

本文将 BT运行成本表示为充放电功率的函

数，具体公式如下：

Cstor =

N∑
i=1

T∑
t=1

(
Pchat,iCcha,i+Pdist,iCdis,i

)
(14)

式中：Pchat,i、Pdist,i 分别表示微网 i 中 BT在 t 时
刻的充、放电功率；Ccha,i 表示 BT充电时的成本

系数；Cdis,i 表示 BT放电时的成本系数。

2.4    与公共电网功率交换的成本与收益

微电网能够与公共大电网进行功率交换，在

微网内部功率不足时，购买功率以保证微网内部

负荷的可靠供应，在微网内部功率过剩时，向公

共电网出售功率获得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buy =

T∑
t=1

Pchanget,iCgt,i
(
Pchanget,i > 0

)
(15)

Csell =

T∑
t=1

Pchanget,iS gt,i
(
Pchanget,i < 0

)
(16)

式中：Pchanget,i 表示微电网 i 在 t 时刻与公共电网

的交换功率 (Pchanget,i>0，表示微电网 i 从公共电网

购电；Pchanget,i<0，表示微电网 i 向公共电网售电)；
Cgt,i 为微网 i 在 t 时刻的购电电价；Sgt,i 为微网 i
在 t 时刻的售电电价。

第 37 卷 第 6 期 刘洋等：考虑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的多微网经济调度 607

现代电力，2020，37（6）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3    系统运行约束

为保证微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满足相

关运行约束，但由于篇幅限制，对于保证各微网

内的微源出力与交互功率之和等于微网内部的电

负荷值的功率平衡约束、MT出力约束、BT电量

约束与充放电约束等已有较多研究的约束条件不

再文中赘述。

3.1    功率平衡约束

功率平衡约束主要有：

1）热功率平衡约束。

忽略热功率传输损耗的前提下，各热源的产

热功率与热负荷的值相等，具体如下：

QGTt,i+QEHt,i = PHt,i (17)

式中：QGTt,i 为换热装置输出的热功率；QEHt,i 为

电制热输出的热功率；PHt,i 为微电网的热负荷值。

2）冷功率平衡约束。

忽略冷功率传输损耗的前提下，各冷源的制

冷功率与冷负荷的值相等，具体如下：

CGTt,i+QECt,i = PCt,i (18)

式中： CGTt,i 为吸收式制冷机输出的冷功率；

QECt,i 为电制冷输出的冷功率；PCt,i 为微电网的冷

负荷值。

3.2    各微源出力约束

各微源出力约束主要有：

1）换热装置的出力约束

QGT,min ⩽ QGTt ⩽ QGT,max (19)

式中 QGT,max、QGT,min 分别表示换热装置的出力上、

下限。

2）吸收式制冷剂、电制热、冷装置出力约束

CGT,min ⩽CGTt ⩽CGT,max (20)

PEH,min ⩽ PEHt ⩽ PEH,max (21)

PEC,min ⩽ PECt ⩽ PEC,max (22)

式中：CGT,max、CGT,min 分别为吸收式制冷机的出

力上、下限；PEH,max、PEH,min 分别为电制热装置

的热出力上、下限；PEC,max、PEC,min 分别为电制

冷装置的出力上、下限。

3.3    微网与公共电网的功率交换约束

微网与公共电网的功率交换约束为

Pchange,min ⩽ Pchanget ⩽ Pchange,max (23)

式中 Pchange,max、Pchange,min 分别为微电网与公共电

网功率交换的上、下限。

3.4    微电网间的功率交换约束

微电网间的功率交换约束为

Pi j,min ⩽ Pi j,t ⩽ Pi j,max (24)

式中：Pij,max、Pij,min 分别表示微电网 i 与微电网 j
间功率交换的上、下限。

3.5    需求响应相关约束

需求响应相关约束主要有：

1）负荷量约束。

为保证需求响应前后负荷的可靠供应，一

个调度周期内需求响应前后的负荷值保持不

变，即： 
T∑

t=1

∆Pt,i = 0

∆Pt,i = Pt,i−PLt,i

(25)

2）负荷上下限约束。

需求响应旨在削峰填谷，缓解各微源与负荷

的冲突，因此，考虑需求响应后各时刻的负荷值

应介于原始负荷的上下限之间，即：PLt,i,max ⩾ Pt,i,max

PLt,i,min ⩽ Pt,i,min

(26)

式中：PLt,i,max、Pt,i,max 分别表示需求响应前、后

微网 i 电负荷的最大值；PLt,i,min、Pt,i,min 分别表示

需求响应前、后微网 i 电负荷的最小值。

3）用户满意度和用电费用满意度约束。

考虑需求响应后负荷的变化量与电价的变化

量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具体约束如下：

1−

T∑
t=1

∣∣∣∆Pt,i
∣∣∣

T∑
t=1

Pt,i

⩾ S u,min (27)

1+

T∑
t=1

(
CtPt,i−Cg,tPLt,i

)
T∑

t=1

Cg,tPLt,i

⩾ S p,min (28)

式中：Su,min 表示用户满意度的最小值；Sp,min 表
示用电费用支出满意度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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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算例分析

4.1    算例系统概述

目前我国在含 CCHP系统的智能电网园区建

设上已初见成效，已有中新生态城、柳州智能电

网园区等示范工程 [13]，本文研究以智能电网园区

为背景，算例系统选取如图 2所示的冷热电联供

型多微电网系统，其中MG1与MG2均为含 CCHP
系统的智能电网园区，算例在 Matlab2017a平台

下通过 YALMIP工具箱调用 CPELX12.6软件对

算例进行的求解。各微源的相关参数见文献 [6]，
需求侧价格弹性系数参考文献 [14]，BT的相关参

数如表 1所示，分时电价如表 2所示，天然气价

格取 2.2元/m3，HGT取 9.7(kW·h)/m3。本文选取

一个调度日为研究对象，Δt=1h，微电网与公共

电网的功率交换限值为 3000 kW，微电网间的功

率交换限值为 2000kW。两个微电网的 WT、PV
与冷热电负荷的预测值如图 3所示。

4.2    算例结果分析

通过求解得到综合考虑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

时的多微电网经济成本最低为 2.56万元，此时考

虑需求响应前后的微网负荷值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见，考虑需求响应后负荷的峰谷差

降低，“削峰填谷”效果明显，增加了谷时电价

的负荷值，降低了峰时电价的负荷值，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微电网的运行成本，同时对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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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算例系统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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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G1、MG2夏季典型日功率和负荷曲线

Fig. 3    Power and load curves of MG1 and MG2
in summer typic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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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Load curves of MG1 and MG2 before and
after the demand response 

 

表 1    蓄电池的相关数据
Table 1    Relevant data of storage battery

 

机组
类型

额定
容量/
kWh

储电
上限/
kWh

储电
下限/
kWh

始末
储电量/
kWh

最大
充放电
功率/kw

MG1蓄电池 1000 900 100 200 200

MG2蓄电池 2000 1800 200 400 300

 

表 2    微电网与公共电网电能交换价格
Table 2    Electricity exchange price of microgrid and the

public supply system
 

时段
电价(元/kWh)

从电网购电 向电网售电

峰 08:00-12:00
17:00-21:00 1.36 0.95

平 12:00-17:00
21:00-24:00 0.75 0.55

谷 00:00-08:00 0.3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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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并网消纳具有重

要意义。

微网综合成本最低时各微源的电出力如图 5
所示，各微源的热出力如图 6所示，各微源的冷

出力如图 7所示，蓄电池的充放电功率如图 8所

示，微电网之间的功率交换如图 9所示。

由图 5可知，此种调度方式下微网的风电与

光伏发电实现了完全消纳，当微网内部总的发电

量高于或低于负荷时通过向公共电网售电、微网

间的功率交互以及蓄电池充放电的方式保证功率

平衡，并且在考虑微网间的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

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微网与公共电网的功

率交换，进而降低微网系统的综合运行成本。

由图 6可知，换热装置与电制热的制热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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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cheduling values of micro-sources’
generate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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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微源的热出力调度值

Fig. 6    Scheduling values of micro-sources’ hea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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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Scheduling value of micro-sources’ cool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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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Storage battery capacity and charge
and discharg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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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与热负荷值相等，保证了热负荷的可靠供应。

此调度方式下大部分热功率由换热装置提供，电

制热提供补充功率，这是由于夏季典型日冷负荷

较高，热负荷较低，且燃气轮机存在一定的冷热

功率耦合特性，因此较高的冷功率下换热装置的

热功率值较高。

由图 7可知，吸收式制冷机与电制冷的制冷

功率之和与冷负荷相等，保证了冷负荷的可靠供

应。此调度方式下大部分冷功率由电制冷机提供，

这是由于夏季调度日热负荷较低，受燃气轮机冷

热功率耦合特性的影响，吸收式制冷机的冷功率

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大量的电制冷功率保证冷负

荷的供应。

由图 8可知，蓄电池的充放电不能同时进行，

并且蓄电量在一个调度周期的初始时刻与结束时

刻相等，保证了下一个调度时段的正常运行。对

比分时电价可见，蓄电池的充电时段为谷时或平

时电价，放电时段为峰时电价，在对发电功率“

移峰错谷”的前提下，降低了微网系统的综合运

行成本。

由图 9可知，在考虑微网间的功率交互后，

微电网之间能够进行功率传递，保证了各微网的

正常运行。由于微网间的功率交互仅限于电功率，

且微网 2的电负荷明显高于微网 1，因此微网 1
传递至微网 2的电功率较高。微网之间的功率交

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微网与公共电网的功率交

换，能够降低微网系统的综合运行成本，同时增

加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并网消纳量。

4.3    不同调度模式对比

为验证本文考虑微网间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

的有效性，将本文调度模式与传统调度模式进行

对比，具体设置如下：模型 1为不考虑微网间功

率交互与需求响应；模型 2为考虑微网间功率交

互、不考虑需求响应；模型 3为本文中考虑微网

间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的调度模式。

三种模式下的调度结果对比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本文考虑微网间功率交互与需

求响应的调度模型综合运行成本最低为 2.56万元，

且风电与光伏发电消纳量为 100%，实现了新能

源发电的完全消纳。与模型 1相比，本文调度模

型的综合成本降低了 0.21万元，节约成本 7.6%，

风电消纳量提高了 56.4%，光伏发电消纳量提高

了 43.8%；与模型 2相比，本文调度模型的综合

成本降低了 0.07万元，节约成本 2.7%，风电消

纳量提高了 13.5%，光伏发电消纳量提高了

10.4%。可见，本文调度模型能够有效降低微电

网的综合运行成本，增加风电与光伏发电的消纳

量，推动电力行业的清洁化发展。

5    结论

本文在考虑需求响应与功率交互的基础上，

以微电网的经济成本最低为目标，综合考虑燃气

费用、风电与光伏发电的运行维护成本、蓄电池

的运行成本、微电网与大电网功率交换时的购电

成本与售电收益，构建了冷热电联供型多微网经

济调度模型，通过不同模型的对比，得到以下结论：

1）综合考虑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对微电网

进行联合调度能够有效降低综合运行成本，提高

风电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消纳量。

2）算例分析进一步表明，本文调度模型与

不考虑功率交互与需求响应的调度模型和仅考虑

功率交互的调度模型相比，综合成本显著降低，

风电消纳量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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