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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能源系统能量的合理协调是确保其经济稳定运

行的重要基础，提出了一种基于多代理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的综合能源系统能量协调方案，构建了由本

地层、能源中心层、网络层和系统层共同组成的分层分布

式 MAS结构模型。设定能源中心层代理及系统层代理作

为MAS结构中的目标代理，均具备以经济性最优为目标的

能量协调策略；同时基于合同网协议对不同层间代理的通

信模式及策略进行定义，用以实现代理间数据的有序交互；

最后，采用 JAVA语言，在 JADE软件平台上编写了所提

出的 MAS完整框架，通过修改后的 IEEE5节点配电系统

和 7节点天然气系统仿真算例对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在不同运行环境下，MAS均可稳定运行并生成综合能源系

统能量协调优化策略。

关键词：多代理系统；能源中心；综合能源系统；分层分

布式优化；网络约束；JADE

Abstract：Effective  energy  coordin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ES).  A  multi-agent  system  (MAS)
based energy coordination scheme for IES was proposed, and a
hierarchical and  distributed  structural  model  of  MAS   com-
posed  of  local  layer,  energy  center  layer,  network  layer  and
system layer was constructed. Both the agents of energy center
layer and the agent of system layer were set as the target agents
in the MAS structure, and they possessed the energy coordina-
tion strategy which took the optimum economy as the objective.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ontract  network  protocol,  the   com-
munication  mod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MAS  in  different
layers  were  defined  to  realize  the  ordered  data  interaction
among  MAS.  Finally,  using  JAVA  language,  the  complete
structural  framework  for  the  proposed  MAS  was  built  on  the
JADE  software  platform,  and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verified  by  the  simulation  examples  of  the  modified  IEEE
5-nod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7-node  natural  gas  system.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various  operating   environ-
ments the MAS can run stably and generate the energy coordin-
ati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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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能源短缺问题逐

渐显现，在此背景下，以多能耦合为重点的综合

能源系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与传统能

源系统不同，综合能源系统中包含多能传输网络

以及多能设备单元，可将系统内电-气-热-冷等能

源形式进行统一协调与调度，进而有效地提升能

源整体利用效率，具有极为广泛的发展前景 [2]。

多能协调优化模型及相关策略的合理构建是

提升综合能源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所在，也是当

前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文献 [3]建立了综合能

源系统电/热储能互补协调优化模型，并对其中的

非线性项进行了线性化处理；文献 [4]对含光伏-
储能-热电联产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运行问题展开

研究，建立了电热耦合系统分解优化运行模型；

文献 [5]搭建了综合能源系统电-气-热负荷响应混

合整数非线性数学模型，并基于此对系统运行成

本进行优化；文献 [6]提出了考虑需求侧响应的

含储能的区域综合能源系统运行优化模型，并以

系统运行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进行运行优化。上述

文献通过集中式优化模型的搭建，从不同角度实

现了综合能源系统的能量协调与优化运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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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综合能源系统而言，复杂的能量耦合关系及

海量的数据信息使得传统集中式能量协调方法在

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针对分布

式能量协调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献 [7]提出

了一种基于能源集线器的综合能源系统分层优化

调度方法，将优化调度问题分为多能分流层、能

效优化层和机组分配层分别进行考虑；文献 [8]
考虑电、热、气网约束，建立了综合能源系统日

前分层优化的稳态模型；文献 [9]构建由上层园

区和下层用户组成的综合能源系统分层优化模型，

并通过分层分布式的协调控制方法实现了综合能

源系统的源-网-荷-储协同。以上文献为综合能源

系统分布式能量协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行

思路。

近年来，多代理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
的不断发展为能量协调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

路 [10-12]，考虑到 MAS所具备的集中分布式特性

与综合能源系统拓扑结构具有较好的贴合度 [13]，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MAS的综合能源系统分层分

布式能量协调方法，通过设定 MAS架构及相关

运行策略实现 MAS方法与综合能源系统分层分

布式能量协调问题的结合，并以 MAS仿真的形

式完成能量协调优化决策问题的求解。所提方法

兼具集中式与分布式能量协调方法优点，有利于

高效、有序地分配计算资源，从而提高方法的可

靠性及运行效能。同时，在所设 MAS通信架构

下，各代理仅与少量关联代理进行数据交互，有

利于提高方法的求解效率并保护各层运行数据隐私。 

1    综合能源系统模型
 

1.1    能源中心模型

综合能源系统中包含多个能源中心（Energy
Center, EC），用以实现配电系统和天然气系统之

间的能量耦合。搭建能源中心模型如图 1所示：
 
 

MGBn

CHPn

EHBn
P2Gn

PTn

电功率流通 热功率流通 天然气流通

能源中心n

Pbuyn, t

Qbuyn, t

Len, t

Lhn, t

图 1    能源中心能流模型
Fig. 1    Energy flow model of energy center

 

所搭建的能源中心模型内部具备多种功能，

其中电力变压器 (PT)实现了能源中心与配电系统

之间电能的交互；电转气装置 (P2G)、电锅炉

(EHB)、燃气锅炉 (MGB)及热电联产机组 (CHP)
分别构成了能源中心的电-气、电-热、气-热及气-
电-热耦合环节。各能源中心一方面与配电系统及

天然气系统对接从而获取电功率及天然气支持；

另一方面与具备电、热需求的负荷集群 (ECL)对
接，并为其提供所需功率。结合能源枢纽概念，

对其中电-气-热能流平衡关系进行描述：

[
Len,t
Lhn,t

]
=



[
1 βCHPn,tηCHPn,e
0 βCHPn,tηCHPn,h+βMGBn,tηMGBn

]
 Pbuyn,t

Qbuyn,t+

ηP2GnPP2Gn,t

+
[
−PEHBn,t −PP2Gn,t
ηEHBnPEHBn,t

]
(1)

Len,t/Lhn,t t n

βCHPn,t/βMGBn,t t n

βCHPn,t +βMGBn,t= 1 ηCHPn,e/ηCHPn,h

n ηEHBn/ηMGBn/

ηP2Gn n

Pbuyn,t/Qbuyn,t t n

PEHBn,t/PP2Gn,t t n

式中：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电/热负荷；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天然气分配

系数，需满足 ； 为

第 个能源中心热电联产发电/供热效率；

为第 个能源中心电锅炉/燃气锅炉/P2G能量

转换效率；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购

电/气功率；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

电锅炉/P2G的耗电功率。

能源中心运行时应满足一定的设备运行约束：

0 ⩽ PP2Gn,t ⩽ PP2Gn (2)

0 ⩽ PEHBn,t ⩽ PEHBn (3)

0 ⩽ QMGBn,t ⩽ QMGBn (4)

Q
CHPn

⩽ QCHPn,t ⩽ QCHPn (5)

0 ⩽ ∆QCHPn,t,up ⩽ ∆QCHPn,up (6)

0 ⩽ ∆QCHPn,t,down ⩽ ∆QCHPn,down (7)

QMGBn,t = (Qbuyn,t +ηP2GnPP2Gn,t)βMGBn,t (8)

QCHPn,t = (Qbuyn,t +ηP2GnPP2Gn,t)βCHPn,t (9)

0 ⩽ Pbuyn,t ⩽ Pbuyn,t (10)

0 ⩽ Qbuyn,t ⩽ Qbuyn,t (11)

Qbuyn,t = ϕs−qS buyn,t (12)

PP2Gn/PEHBn n

QMGBn Q
CHPn
/QCHPn n

∆QCHPn,t,up/∆QCHPn,t,down t

式中： 为第 个能源中心 P2G/电锅炉

最大耗电功率； 和 为第 个能

源中心燃气锅炉最大耗气功率和热电联产机组的

最小/最大耗气功率； 为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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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CHPn,up/∆QCHPn,down n

Pbuyn,t/Qbuyn,t t

n ϕs−q

S buyn,t t

n

段第 个能源中心热电联产机组的向上/向下爬坡

率； 为第 个能源中心热电联

产机组的最大向上/向下爬坡率；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最大购电/气功率； 为天然

气能量转换系数，本文取 3.31 MW/kcf；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购气流量。

此外，对于能源中心所供给的负荷集群，认

为其中的电负荷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但各时段

可调节功率将受到约束，且调度周期内总用电量

保持不变，具体模型为：

Len,t = Len,t,fcst+∆Pshiftn,t (13)

−kshiftnLen,t,fcst ⩽ ∆Pshiftn,t ⩽ kshiftnLen,t,fcst (14)

T∑
t

∆Pshiftn,t∆t = 0 (15)

Len,t,fcst ∆Pshiftn,t t n

kshiftn n

∆t

式中： /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电负

荷预测/调节值； 为第 个能源中心各时段电

负荷最大可调节比例； 为时间间隔。 

1.2    天然气系统模型 

1.2.1    气源模型

天然气气源（GS）向天然气网络输送天然气

流量，本文考虑各天然气气源节点压力恒定，且

供气量需满足一定的运行约束，具体为：

Gi,t=Gi,t0 (16)

S GSi ⩽ S GSi,t ⩽ S GSi (17)

Gi,t Gi,t0 t i

S GSi,t t i

S GSi S GSi i

式中： / 为 时段/初始时段第 个气源节点的

压力； 为 时段第 个气源节点的供气量；

/ 为第 个气源节点供气量下/上限。
 

1.2.2    传输管网模型

天然气在管网传输过程中，其流量从高压节

点向低压节点流动，由此产生了节点压力损失，

对于管道中天然气流量与其两端节点压力的关系，

采用Weymouth方程 [14] 描述为： S p,t = kpipe,psgn(Gi,t,G j,t)
√

G2
i,t −G2

j,t

∀p ∈Ωpipe
(18)

sgn(Gi,t,G j,t)=
{

1,Gi,t ⩾G j,t
−1,Gi,t <G j,t

(19)

S p,t t p kpipe,p p

G sgn

Ωpipe

式中： 为 时段管道 流量； 为管道 参数；

为节点压力； 为符号函数，用于表示天然气

流通方向； 为天然气管道的集合。

符号函数及气压平方项的存在使得传输管网

模型呈现非线性特性，为降低求解难度，本文采

用分段增量线性化方法 [15] 对模型进行处理，并

获得传输管网线性化模型：
S p,l,t

∣∣∣∣S p,l,t

∣∣∣∣+ Nsub∑
l=1

(S p,l+1,t

∣∣∣∣S p,l+1,t

∣∣∣∣−
S p,l,t

∣∣∣∣S p,l,t

∣∣∣∣)δp,l,t = kpipe,p

∏
i,t

−
∏

j,t

 ,∀p ∈Ωpipe

(20)


S p,t = S p,1,t +

Nsub∑
l=1

(
S p,l+1,t −S p,l,t

)
δp,l,t

∀p ∈Ωpipe

(21)

{
δp,l,t ⩾ γp,l,t, δp+1,l,t ⩽ γp,l,t,

∀p ∈Ωpipe, l = 1,2, · · · ,Nsub−1
(22)

0 ⩽ δp,l,t ⩽ 1,∀p ∈Ωpipe, l = 1,2, · · · ,Nsub (23)∏
i,t

=G2
i,t (24)

Nsub δp,l,t

l γp,l,t

式中： 为分段增量线性化方法的分段数；

表示在第 个分段区间上的位置； 为二进制变

量，用于确保方法能够依次连续填充各个分段

区间

此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管道应具备运

行约束为：

Gi ⩽Gi,t ⩽Gi (25)

S p ⩽ S p,t ⩽ S p (26)

Gi Gi i S p S p p式中： / 为节点 最小/大气压； / 为管道

最小/大流量 

1.2.3    压缩机模型

为确保供气压力符合要求，天然气系统中通

常会加入数个压缩机用以提升管道压力，压缩机

相关模型已有文献给出 [16]，考虑到压缩机能量损

耗十分有限，本文将重点关注其运行约束：

1 ⩽ (G j/Gi) ⩽ kcom (27)

kcom式中： 为压缩机的最大压缩比。 

1.3    配电系统模型

配电系统由电源（EG）节点、负荷节点及配

电网络构成。其中电源节点将分为上级电网节点

和本地常规发电机组节点；负荷节点除常规电负

荷节点外还包括与配电系统对接的能源中心节点。

本文对于配电系统的相关分析将以节点功率平衡

为主，忽略无功功率成分，采用线性化的直流潮

流模型 [17-18] 进行描述，相关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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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rid,i =
∑
j∈i

Bi jθ j

Pgrid,i j = (θi− θ j)/xi j

Bi j = −
1
xi j

Bii =
∑

j∈i、 j,i

1
xi j

(28)

Pgrid,i i

Pgrid,i j i j

Bi j θ j

j xi j i

j

式中： 为配电网第 个节点注入有功功率；

为配电网第 个节点和第 个节点之间线路传

输功率； 为配电网节点导纳矩阵元素； 为配

电网第 个节点电压相角； 为配电网第 个节点

和第 个节点之间的线路电抗。

此外，在实际运行中，配电系统应满足式如

下约束：

Pgrid ⩽ Pgrid,t ⩽ Pgrid (29)

Pg ⩽ Pg,t ⩽ Pg (30){
Pp ⩽ Pp,t ⩽ Pp
∀p ∈Ωline

(31)

Pgrid,t Pg,t Pp,t t

p

Pgrid Pgrid Pg Pg Pp Pp

p

Ωline

式中： / / 为 时段配电系统上级电网购

电功率/常规发电机组发电功率/线路 传输功率；

/ 、 / 和 / 分别为上级电网购电功

率、常规发电机组发电功率和线路 传输功率的

下限/上限； 为配电线路集合。 

2    MAS 能量协调模型
 

2.1    分层分布式 MAS 架构

MAS是分布式人工智能的前沿领域，其结构

包含至少 2个代理，各代理均可计划并制定相关

决策，交互数据信息以及对环境作出反应，具有

自主性、社会性、目标导向性及主动性等特点 [19-20]。

为本文所提综合能源系统结构中的各类典型

单元分别建立相应的代理模型，并由此构成分层

分布式MAS结构如图 2所示。

对各层代理构成及主要功能描述如下：

1）本地层，该层属于 MAS分层结构中的底

层，由 ECL代理、CHP代理、EHB代理、MGB
代理和 P2G代理构成。能量协调过程中，本地层

代理将与上层 EC代理进行数据交互与通信，从

而上传自身的运行参数信息并接受相关调度指令

信息。

2）能源中心层，该层属于 MAS分层结构的

中间层，由数个 EC代理构成。EC代理将以目标

代理的形式存在，并不与综合能源系统中的实体

单元相对应。能量协调过程中，EC代理以能源

中心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根据下层代理提供的

运行参数信息和自身算法生成能源中心的能量协

调优化决策信息，并将生成的电功率及天然气流

量需求信息发送至上层代理，以请求获取能源支持。

3）网络层，该层与能源中心层同属于 MAS
分层结构的中间层，由 EG代理、GS代理以及系

统负荷（SL）代理构成。能量协调过程中，网络

层代理将与上层代理进行数据交互与通信，上传

自身的运行参数信息并接受相关调度指令信息。

4）系统层，该层属于MAS分层结构的顶层，

由综合能源管理系统（ integrated energy manage-
ment system, IEMS）代理构成。IEMS代理同样将

以目标代理的形式存在，能量协调过程中，IEMS
代理以系统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根据中间层代

理提供的运行参数信息和自身协调算法生成考虑

网络约束的系统全局能量协调优化决策信息，并

将相关决策结果以调度指令形式下发给相关中间

层代理。 

2.2    MAS 能量协调策略

基于所提 MAS架构，所述目标代理将具备

相应的能量协调决策功能。本文构建由 EC代理

分布能量协调与 IEMS代理集中能量协调相结合

的MAS能量协调策略如下： 

2.2.1    EC 代理分布能量协调策略

综合能源系统中所包含的各个 EC代理能量

协调目标统一设定为运行成本最低，相关运行成

本由外部购电成本、外部购气成本及负荷转移成

本共同构成，决策变量包括调度周期内各时段下

负荷转移功率、热电联产机组耗气功率、P2G装置

耗电功率、电锅炉耗电功率以及燃气锅炉耗气功率。

对 EC代理目标函数为：

 

网络层
（中间层）

能源中心层
（中间层）

本地层
（底层）

GS/A

EC/A EC/A

CHP/A EHB/AECL/A MGB/A

EG/A SL/A

. . .

IEMS/A 系统层
（顶层）

P2G/A . . .

图 2    分层分布式 MAS 架构

Fig. 2    Hierarchical and distributed structure of MAS 

132 现　代　电　力 2021 年 4 月

现代电力，2021，38（2）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min fECn =


T∑

t=1

(cbuy,e,tPbuyn,t + cbuy,g,tQbuyn,t

+cshift∆Pshift,t)∆t

(32)

cbuy,e,t cbuy,g,t t

Pbuyn,t Qbuyn,t t n

cshiftn ∆Pshiftn,t t n

式中： / 为 时段能源中心购电/气价格；

/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购电 /气功率；

/ 为 时段第 个能源中心负荷转移价格/
功率。

优化中，EC代理所需满足的约束条件包括

能源中心能量平衡方程以及能源中心运行约束，

具体由式 (1)—(15)构成。 

2.2.2    IEMS 代理集中能量协调策略

IEMS代理在获取由中间层代理提供的相关

能量协调信息后，将以系统综合运行成本最低为

目标进行能量协调优化，综合能源系统综合运行

成本由上级电网购电成本、发电机组运行成本和

气源运行成本组成，决策变量包括各时段电源及

气源的出力分配情况，其目标函数为：

min fIEMS =



T∑
t=1

[cgrid,tPgrid,t +

Ng∑
i=1

fop,gi,t(Pgi,t)

+

NGS∑
i=1

fop,GSi,t(S GSi,t)]∆t

(33)

cgrid,t Pgrid,t t

Ng NGS

fop,gi,t(Pgi,t) fop,GSi,t(S GSi,t)

式中： / 为 时段上级电网售电价格/传输

功率； 为配电系统中常规发电厂个数； 为

天然气系统气源个数； / 为

常规发电机组/气源运行成本。

常规发电机组运行成本采用发电量的二次函

数形式表示，气源供气成本采用供气量的线性函

数形式表示为：

fop,gi,t(Pgi,t)=cfuel(agiP2
gi,t +bgiPgi,t + cgi) (34)

fop,GSi,t(S GSi,t) = aGSiS GSi,t (35)

cfuel agi bgi cgi

aGSi

式中： 为发电机组耗能单位成本； / / 为

发电机组耗量特性系数； 为气源成本系数。

优化中，IEMS代理所需满足的约束条件包

括系统能量平衡约束、网络约束、电源运行约束

及气源运行约束，其中系统能量平衡约束如

式 (36)所示，其余约束分别如式 (16)—(31)：
Pgrid,t +

Ng∑
i=1

Pgi,t=

NEC∑
n=1

Pbuyn,t+

Neload∑
i=1

Ploadi,t

NGS∑
i=1

S gi,t=

NEC∑
n=1

S buyn,t+

Ngload∑
i=1

S loadi,t

(36)

NEC Neload Ngload

Ploadi,t S loadi,t t

i

式中： / / 为综合能源系统能源中心/
常规电负荷/常规气负荷个数； / 为 时段

第 个常规电负荷功率需求/气负荷天然气流量需求。 

2.2.3    目标代理优化求解方式

目标代理优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约束条件

式 (1)—(17)、式 (20)—(31)及式 (36)均为线性约

束，相关代理所需解决的优化问题为典型的线性

规划问题，可通过目标代理直接调用 CPLEX优

化求解器实现问题的快速、准确、分布式求解。 

2.3    MAS 交互通信策略

在所提 MAS结构中，各代理模型需进行一

定程度的数据交互与通信，本文将通过代理通

信语言 (agent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CL)[21] 予
以实现，基于合同网协议（contract net protocol，
CNP）[22] 构建代理通信交互策略如图 3所示。

能量协调开始后，MAS分层分布式结构中的

各个代理将按图 3所示模式进行相关数据交互与

通信。在所示通信结构中，依据参与代理的不同

可划分为系统集中协调通信模块以及能源中心分

布式协调通信模块。在 CNP框架下，各模块的通

信结构均可分为 4个阶段进行描述：第 1阶段，

由上层代理向下层代理发送数据请求类原语信息，

用于请求获取能量协调相关数据信息的支持；第

2阶段，由下层代理向上层代理发送提议类原语

信息，用于反馈所需数据参数信息；第 3阶段，

由上层代理向下层代理发送接受类原语信息，用

于通知下层代理能量协调结果；第 4阶段，由下

层代理向上层代理发送通知类原语信息，用于通

知上层代理已获取并执行能量协调结果。 

3    仿真算例及结果分析
 

3.1    算例及仿真环境说明

为验证所提 MAS方法的有效性，构建由修

改后的 IEEE5节点配电系统和 7节点天然气系统

耦合而成的综合能源系统算例模型拓扑结构如

图 4所示。

在配电系统中，E4节点与上级输电网相连、

E5节点接入常规发电机组、E3节点具备常规电

负荷（设为固定值）；天然气系统中，G6、G7
节点为气源节点、G2、G4、G5为常规天然气负

荷节点（设为固定值）、G2与 G4节点之间管道

装有压缩机；配电系统和天然气系统通过能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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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耦合，能源中心内部结构如图 1所示，能源中

心 1连接配电网 E2节点和天然气系统 G1节点、

能源中心 2连接配电网 E1节点和天然气系统 G3
节点。能量协调尺度设定为日前尺度，协调间隔

为 1 h，能源中心购电价格及上级输电网售电价

格采用分时电价，具体价格与能源中心电热负荷

日前预测值如附录 A所示，各设备运行参数及相

关网络参数如附录 B所示。

通过 JADE软件平台和 JAVA语言实现本文

所提 MAS结构性框架及代理功能的设计与开发，

各代理通过 JADE所提供的基于 FIPA(the foundation

for  intelligent  physical  agents,FIPA)规范的 ACL进

行交互通信，整体MAS仿真将在 NetBeansIDE8.2
环境下进行。 

3.2    能量协调结果分析 

3.2.1    能源中心分布式能量协调结果

各 EC代理通过与设备本地层代理的数据交

互与通信，实现了各能源中心的分布式协调优化，

相关结果包括负荷协调策略及设备运行策略，如

图 5所示：

对图 5中能源中心负荷协调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各能源中心调整后的电负荷在保持总用

量不变的前提下，更趋于分布在外部购电价格较

低的时段，从而降低能源中心调度周期内的总运

行成本。

此外，可以观察到，在所提协调策略下，能

源中心 1与能源中心 2设备运行规律较为相似，

其区别主要体现在设备容量及负荷需求之上。其

中，热电联产机组消耗天然气产生电功率和热功

率，因此在外部购电价格较高的时段下，热电联

产将大量投入使用，以降低外部购电量。而在外

部购电价格较低的时段，热电联产机组将失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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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CNP 的 MAS 交互通信策略

Fig. 3     CNP base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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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综合能源系统算例模型拓扑结构

Fig. 4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calculation example model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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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性优势，处于补偿热负荷缺额的低功率运行状

态；燃气锅炉将天然气功率转换为热功率，在外

部购电价格较低的时段，其供能收益将优于热电

联产，进而大量投入使用以供给热负荷需求；

P2G装置及电锅炉均消耗电能，为此，其运行主

要集中于外部购电价格较低的时段，用于实现电、

热、气能之间的协调互补。

能源中心各时段协调优化后的用能需求如

图 6所示： 

3.2.2    系统集中能量协调结果

IEMS代理在全局的角度考虑网络约束和设

备运行约束，对各电源及气源出力进行协调优化，

用以满足各个能源中心及传统负荷节点的负荷需

求。经协调后 IEMS代理控制系统中各电源及气

源出力情况如图 7所示。

对图 7中系统电源及气源出力情况进行简要

分析，对于电源分配而言，当上级电网售电价格

处于谷电价时段时，上级电网直接购能的方式更

具经济性优势，因而享有更高的运行优先级；反

之，常规发电机组发电将具备更高的运行优先级。

对于天然气管网而言，由于气源 2成本系数更低，

因此调度周期内各时段下气源 2均享有更高的运

行优先级。

为体现网络约束对电源及气源出力情况的影

响，给出能量协调后综合能源系统网络运行状况

结果如图 8所示：

由于部分线路（管道）直接与电（气）源相

连，其流量与电（气）源供能量一致，图 8所示

结果中不再予以体现。对其余线路（管道）运行

状况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到线路 2-3、线路 3-1及

管道 5-2在部分时段下出现了满载的情况，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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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能源中心能量协调策略

Fig. 5    Energy coordination strategy of energ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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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nergy demand curve of energ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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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相关电源及气源的出力上限。对管道节点

气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由于能源中心天然

气需求的急剧上升，在第 20:00至 22:00时段部分节

点压力下降较为明显，但仍处于安全运行范围之内。 

4    结论

针对由能源中心、配电系统和天然气系统耦

合而成的综合能源系统拓扑结构，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 MAS的分层分布式能量协调方法。与传

统优化方法相比，本文利用代理自主性特点对综

合能源系统进行分层建模，使得系统各层均具备

独立的行为能力，从而实现了能量协调过程中多

类任务的快速分布式处理；通过代理通信功能模

拟能量协调过程中不同层间信息的交互与传递，

从而实现分布式任务处理所得数据的快速、准确

调用。

本文所提方法主要考虑综合能源系统典型单

元，并未考虑多能储能的协调作用，在未来研究

中，将进一步完善 MAS架构模型，以探讨各类

设备对系统分布式能量协调的影响。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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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1    Heat and electric load prediction information of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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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表 B1    能源中心 1 相关运行参数
Table B1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类型 最小耗能功率/MW 最大耗能功率/MW 能量转换效率 向上爬坡率/MW 向下爬坡率/MW

热电联产 25 100 气-电0.3/气-热0.5 25 25

P2G 0 40 0.6 − −

电锅炉 0 10 0.65 − −

燃气锅炉 0 25 0.8 − −

表 B2    能源中心 2 相关运行参数
Table B2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类型 最小耗能功率/MW 最大耗能功率/MW 能量转换效率 向上爬坡率/MW 向下爬坡率/MW

热电联产 20 75 气-电0.3/气-热0.5 25 25

P2G 0 30 0.6 − −

电锅炉 0 10 0.65 − −

燃气锅炉 0 25 0.8 − −

表 B3    常规发电机组基本参数
Table B3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设备类型 最小功率/kW 最大功率/kW ag/（t·MW−2·h−1） bg/（t·MW−1·h−1） cg/（t·h−1） 燃料价格/（元/t）

常规发电机组 100 250 0.000188 0.2716 37.645 800

表 B4    气源基本参数
Table B4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类型 最小供气量/(kcf/h) 最大供气量/(kcf/h) ags/(kcf ·yuan−1) 节点压力/Psig

气源1 100 600 1655 140

气源2 100 500 1158.5 140
 

表 B5    系统常规负荷节点负荷数值
Table B5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节点 负荷

E3 185 MW

G2 150 kcf/h

G3 120 kcf/h

G4 90 kcf/h

 

表 B6    配电网基本参数
Table B6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线路 线路电抗/Ω 最大传输功率/MW

4-2 0.3 250

2-1 0.25 80

1-3 0.35 30

2-3 0.3 60

5-3 0.3 250

表 B7    天然气管网基本参数
Table B7    Parameters of coupling equipment

 

管道 最大传输流量/(kcf/h) kpipe,p/
(
kcf/Psig

)
压缩机最大变比 节点 压力范围/Psig

1-2 350 25.3 − 1 [130,140]

2-4 350 25.05 1.2 2 [130,140]

4-7 500 18.75 − 3 [130,140]

2-5 250 21.75 − 4 [130,140]

3-5 300 26.65 − 5 [130,140]

5-6 500 20.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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