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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储能配置是综合负荷聚合商 (integrated load aggregator，
ILA)参与综合能源系统，保证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在与 ILA相关的研究结果中，鲜有关于 ILA侧最优

储能配置的报道。为此在建立电−气联合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引入信息间隙决策理论 (information  gap  decision  theory，
IGDT)方法，对此进行研究。首先，构建电−气联合市场机

制，以 ILA年费用最小化为目标，建立市场机制下 ILA储

能优化配置模型。其次，针对电−气市场中的实时电价和气

价的不确定性，引入 IGDT，得到 2种不同风险态度的

ILA储能优化配置模型。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得到不同

风险态度下 ILA的储能容量配置及对应的购售电/气策略；

并分析不同日前电价和气价对储能配置的影响，以及不同

储能配置方案对 ILA经济性的影响。

关键词：储能配置；综合负荷聚合商 (ILA)；不确定性；信

息间隙决策理论 (IGDT)；风险态度

Abstract：The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is  one  of  crucial
means for integrated load aggregator (ILA) to participate integ-
rated energy system (IES) and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elf-development.  However,  in  existing  reports  about  ILA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optimal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at  ILA side  have  been seldom reported.  For  this
reason,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joint market mechanism of
electricity-gas  the  IGDT  method  was  led  in  to  research  this
topic.  Firstly,  a  joint  market  mechanism of  electricity  and  gas
was constructed, in which the minimum annual cost of ILA was
taken as the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optimal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for  ILA  under  market  mechanism.
Secondly,  in  allusion to  the  uncertainty  of  real-time electricity
price  and  gas  price  in  electricity-gas  market,  the  information
gap decision theory (IGDT) was led in to obtain two optimized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models of ILA with two different
risk  attitudes.  Finally,  by  means  of  analyzing  calculating
example, the capacities of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s of ILA

under different risk attributes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purchas-
ing  and  selling  strategies  of  electricity  and  gas  were  obtained,
and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day-ahead  electricity  price  and
gas price  on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
ences of different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schemes on the
economy of ILA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schemes  on  the  economy of  ILA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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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用户的用能需求逐渐多元化，能源耦合

技术逐步成熟，电能、热能、天然气之间的相

互转化程度也越来越紧密 [1]。在综合能源系统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IES)发展的背景下，单

一的负荷聚合商 (load aggregator，LA)向综合负

荷聚合商 (integrated load aggregator，ILA)转变的

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在电力和天然气市场中进行购

能决策优化，满足用户的电/气/热等不同类型的

用能需求 [2]。储能是多能源进行灵活转换、综合

利用的关键设备，能够解决能源生产和消费在时

间上的不匹配问题 [3]。在 ILA侧进行储能配置，

依靠储能装置的充放电行为，可以降低 ILA参与

电−气市场的购能风险，提高 ILA的经济效益。

因此，研究 ILA侧的储能优化配置，对优化 ILA
能源购置策略，促进 ILA未来发展，响应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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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推广储能商业化起到坚实作用。

目前，针对 IES的储能优化配置问题已有较

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文献 [4-5]考虑用户侧的电

热柔性负荷，以系统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区域

IES储电、储热设备优化配置模型，但未考虑储

气设备在 IES系统中的作用。文献 [6]提出了云

储能的概念，建立基于双层规划模型的区域 IES
电/热云储能优化配置模型，但未涉及到具体的成

本建模。文献 [7]建立非直供电模式下的储热电

混合储能系统的就地供热结构，建立了混合储能

系统经效益和功率优化分配的双层优化模型，但

未对储能优化配置和运行控制进行分析。同时，

上述文献涉及的主体都为电网企业和用户社区，

鲜有考虑 ILA侧的储能优化配置研究。

ILA通过整合中小型负荷，参与电−气现货市

场交易时，会受到能源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而产

生风险。目前常采用鲁棒规划方法和场景分析法

处理能源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文献 [8]采用鲁

棒规划方法处理电价的不确定性，建立考虑 DG
与需求响应的 LA从日前市场获取电能的鲁棒双

层优化模型；文献 [9]采用随机场景模拟电价的

不确定性，建立 LA参与日前市场的随机-鲁棒联

合投标决策模型。然而，鲁棒优化在提高可靠性

的同时会导致经济性的降低，使得决策方案往往

过于保守。场景分析法常常因为数据量过大而导

致模型求解效率低下，且缺乏对优化结果风险评

估。由于市场价格概率分布和波动范围难以获得，

而 信 息 间 隙 决 策 理 论 (information  gap  decision
theory，IGDT)可以在概率分布和波动范围均未知

的情况下量化不确定性，具有适用性强、使用方

便、计算效率高等优点，在处理市场价格不确定

性方面具有优越性 [10-11]，因此本文采用 IGDT同

时处理实时电力市场价格和实时天然气市场价格

的不确定性，构建基于 IGDT的 ILA储能配置模

型，得到不同风险态度下 ILA的储能配置及购售

电/气策略，为 ILA提供不同的决策选择。 

1    ILA 运营机制与设备模型
 

1.1    ILA 参与的 IES 框架

本文以图 1所示的具有电/热/气 3种负荷需求

的典型 IES作为研究对象，设备包括 IES已安装

的和新增的，已安装的有电转气 (power to gas，
P2G)、燃气锅炉 (gas boiler，GB)、电锅炉 (electric

boiler，EB)、热电联产机组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风机 (wind turbine，WT)、光伏 (photovoltaic，
PV)，新投资建设为电储能 (electrical storage，ES)、
热储能 (heatstorage，HS)、气储能 (gas  storage，
GS)。从图 1中可以看出，ILA是电−气市场与电/
气/热这 3种负荷之间的桥梁，通过 IES中的能源

耦合设备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天然气和电能的相

互替代。通过投资建设储能设备，实现多种能源

在时序上的转移，提高 ILA运行过程中的平稳性

与可控性。 

1.2    电−气联合市场运行机制

天然气被认为是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在

IES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火力发电厂的逐渐

退役，燃气电厂渐渐兴起，天然气在电力行业中

的比重逐渐加深，电力系统与天然气系统之间的

耦合也越来越紧密。而 2个系统间的耦合不仅体

现在 2个系统网络的物理性耦合，也体现在电力

市场与天然气市场的经济性耦合。

传统的 LA整合用户需求响应并参与电力现

货市场进行购售电，不考虑参与中长期电力市场[12]。

因此根据电力现货市场设计结构，天然气现货市

场由日前以及实时天然气市场组成，并且假设系

统运营商协同电力市场和天然气市场同步出清，

同时 ILA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交易和聚合

中小型多能用户，参与系统运营商需求响应，削

减用户负荷，促进用能平衡，缓解系统运行压

力。ILA参与的电−气联合市场运行机制如图 2所示。 

1.3    设备模型 

1.3.1    热电联产机组模型

CHP机组一般由微型燃气轮机和溴冷机构成，

在天然气燃烧时，产生的高品位热能做功驱动微

型燃气轮机发电，所排出的高温余热烟气经溴冷

机用于取暖以及供应生活热水 [13]。选取 Capstone

 

电力市场

天然气市场

光伏阵列

CHP 机组

电锅炉

燃气锅炉

储电设备

电负荷

气负荷

热负荷

储热设备

储气设备

光伏阵列

综合负荷聚合商 (ILA)

P2G

图 1    ILA 参与的 IES 框架

Fig. 1    IES framework with participation of 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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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C65型微燃机，忽略外界环境变化对发电、

燃料燃烧效率的影响，其热电关系数学模型为

HCHP
m,t =

ηh
mCOPh

m PCHP
m,t

(
1−ηMT

m −ηL
m

)
ηMT

m
(1)

HCHP
m,t m t

PCHP
m,t m t

ηMT
m ηL

m m

COPh
m ηh

m m

式中： 为第 台 CHP机组在时段 的制热功

率； 为第 台 CHP机组在时段 的发电功率；

、 分别为第 台微型燃气轮机的发电效率和

散热损失率； 和 分别为第 台溴冷机的制

热系数和烟气回收率。

CHP机组的耗气功率为

GCHP
m,t =PCHP

m,t /
(
ηMT

m,t gGV
)

(2)

GCHP
m,t m t

gGV

式中： 为第 台 CHP机组在时段 的耗气功率；

为天然气热值，取 9.7kW·h/m3。

根据文献 [14]中 C65型燃气轮机的净发电效

率与净输出功率的关系曲线，对 C65型燃气轮机

的耗气量与发电功率进行一次拟合，可得：

GCHP
m,t = 2.9049PCHP

m,t +34.643 (3)
 

1.3.2    电转气模型

P2G技术，即以水和二氧化碳为原料，利用

电能通过电化学反应生成合成天然气的主要成

分—氢气和甲烷，在可再生能源过剩的情况下，

P2G能够迅速利用多余的电能制气，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15]，其模型为

GP2G
n,t =η

P2G
n PP2G

n,t /gGV (4)

GP2G
n,t n t

ηP2G
n n

式中： 为第 台 P2G设备在 时段产生的天然

气流量； 为第 台 P2G设备的天然气转化效率；

PP2G
n,t n t为第 台 P2G设备在 时段消耗的电功率。 

1.3.3    电/燃气锅炉模型

锅炉安装简单、控制灵活且维修更换方便，

被广泛应用于 IES中 [16]。电/燃气锅炉可分别在电

价/气价的引导下配合 CHP满足热负荷需求并增

加谷时段用电/气量，因此引入电、燃气锅炉可实

现电/气/热转换并对电/气/热负荷进行峰谷协调。

其出力模型分别为：

HEB
i,t =η

EB
i PEB

i,t (5)

HGB
j,t =η

GB
j GGB

j,t gGV (6)

HEB
i,t HGB

j,t i t

j t

ηEB
i ηGB

j i

j PEB
i,t

i t GGB
j,t

j t

式中： 、 分别为第 台电锅炉设备在时段

的制热功率、第 台燃气锅炉设备在时段 的制热

功率； 、 分别为第 台电锅炉设备电转热的

效率、第 台燃气锅炉设备电转热的效率；

为第 台电锅炉设备在时段 的消耗的电功率；

为第 台燃气锅炉设备在时段 消耗的天然气功率。 

1.3.4    储能设备模型

储能设备可以有效平抑负荷的波动，减少弃

风、弃光，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17]，同时 ILA投

资建设储能设备，可以减少因市场、负荷预测等

因素产生的风险。本文考虑储电、储热、储气 3
种储能设备，因为 3种储能特性类似，可由相同

的动态数学模型表示为
Ek,t =(1−σk)Ek,t−1+(

ηc
kPc

k,t −Pd
k,t/η

d
k

)
∆t,k = 1,2,3 (7)

Ek,t k t

σk k Pc
k,t Pd

k,t

k t ηc
k Pd

k,t

k ∆t

式中： 为第 种储能设备在时段 的储存能量；

为第 种储能设备的自耗率； 、 分别为第

种储能设备在时段 的充放能功率； 、 分别

为第 种储能设备的充放能效率； 为时段间隔，

取 1 h为 1个时间段。

对于储能设备，要求经过 1个调度周期 T，
储能系统的存储能量回到初始值：

Ek,0 = Ek,T (8)
 

2    储能优化配置模型
 

2.1    目标函数

Cfuel Com

Cinv Ccom

从实现 ILA经济性最优的角度进行储电、储

热和储气的容量配置。以 ILA的年运行成本费用

最小化为目标函数，其年运行成本费用包括购能

成本 、运行维护成本 、储能设备投资成本

和用户补偿成本 ，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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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气联合市场运行机制

Fig. 2    Operation mechanism of joint
electricity-ga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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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C =Cfuel+Com+Cinv+Ccom (9)

1）购能成本：

Cfuel =

8760∑
t=1

(λDA
E,t PDA

t +λ
RT
E,t P

RT
t +

λDA
G,t G

DA
t +λ

RT
G,tG

RT
t )∆t (10)

λDA
E,t λRT

E,t t

λDA
G,t λRT

G,t t

PDA
t PRT

t t

PRT
t

GDA
t GRT

t

t

GRT
t

式中： 、 分别表示 时段的日前电价和实时

电价； 、 分别表示 时段的日前气价和实时

气价； 、 分别表示 时段日前电力市场购电

功率和实时电力市场购电功率（当 大于 0时，

表示购电，小于 0时，则表示售电）； 、

分别表示 时段日前天然气市场购气功率和实时天

然气市场购气功率（当 大于 0时，表示购气，

小于 0时，则表示售气）。

2）设备投资成本。

储能设备的投资成本由储能系统的功率部分

和容量部分共同决定 [18]，可表示为：

Cinv =

3∑
k=1

(λeinv
k S k +λ

pinv
k Pk)Rk (11)

Rk =
r(1+ r)Nk

(1+ r)Nk −1
(12)

λeinv
k λ

pinv
k k

S k Pk k

Rk k

r Nk k

式中： 、 为第 种储能设备的单位容量投

资成本和单位功率投资成本； 、 分别为第 种

储能设备配置的容量和功率； 为第 种储能设备

的投资回收系数； 为基准贴现率； 为第 种储

能设备的使用寿命。

3）运行维护成本。

运行维护成本是指为保障设备在寿命期内正

常运行而动态投入的资金，本文在运行过程中需

要维护包括 IES已安装的设备和新投资建设的 3
种储能设备在内的 9种设备，可表示为

Com =

8760∑
t=1

9∑
a=1

λom
a Pa,t∆t,a = 1,2 · · · ,9 (13)

λom
a a

Pa,t a t

式中： 为第 种设备的单位功率运行维护成本；

为第 种设备在 时段的出力。

4）用户补偿成本。

ILA参与传统电力需求响应时，一般与用户

签订负荷削减合同，获得一定数量负荷的管辖权，

拥有合同中规定负荷的完全控制能力，可统一控

制有相似需求响应策略和补偿标准的用户 [19]。

Aras Sheikhi和 Shahab Bahrami于 2015年提出了

t

综合需求响应 (integrated demand respose，IDR)的
概念 [20]，对气 /热负荷进行类似的电负荷削减，

则 3种负荷在 时刻削减后的负荷可表示为

Lcut
b,t = (1−υb,tζ)Lcut∗

b,t ,b = 1,2,3 (14)

削减后给予用户的补偿费用为

Ccom =

8760∑
t=1

3∑
b=1

λcut
b υb,tζLcut∗

b,t ∆t (15)

υb,t b t

υb,t = 1 t

υb,t = 0 ζ

Lcut∗
b,t Lcut

b,t b

t λcut
b b

式中： 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在时段 的 0-1状态

变量， 表示该可削减负荷在时段 被削减，

则不发生削减； 为负荷削减系数，一般取

5%； 、 分别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调度前、

后在时段 的用能负荷； 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的

单位补偿价。 

2.2    约束条件

1）P2G、CHP、电锅炉、燃气锅炉的出力约束：

GP2G
n,min ⩽GP2G

n,t ⩽GP2G
n,max (16)

HCHP
m,min ⩽ HCHP

m,t ⩽ HCHP
m,max (17)

PCHP
m,min ⩽ PCHP

m,t ⩽ PCHP
m,max (18)

HEB
i,min ⩽ HEB

i,t ⩽ HEB
i,max (19)

HGB
j,min ⩽ HGB

j,t ⩽ HGB
j,max (20)

GP2G
n,min GP2G

n,max n t

HCHP
m,min HCHP

m,max m

t PCHP
m,min

PCHP
m,max m t

HEB
i,min HEB

i,max i

t HGB
j,min HGB

j,max

j t

式中： 、 为第 台 P2G设备在 时段产

生的最大/最小天然气流量； 、 为第

台 CHP机组在时段 的最大/最小制热功率； 、

为第 台 CHP机组在时段 的最大/最小发电

功率； 、 分别为第 台电锅炉设备在时

段 的最大/最小制热功率； 、 分别为第

台燃气锅炉设备在时段 的最大/最小制热功率。

2）市场交易约束：

0 ⩽ PDA
t ⩽ PDA

max (21)

0 ⩽
∣∣∣PRT

t

∣∣∣ ⩽ θPDA
t (22)

0 ⩽GDA
t ⩽GDA

max (23)

0 ⩽
∣∣∣GRT

t

∣∣∣ ⩽ θGDA
t (24)

PDA
max GDA

max

θ

式中： 、 分别表示 ILA在日前电力市场

和日前天然气市场交易的最大值； 表示 ILA在

实时电力市场和实时天然气市场交易比例，取 20%。

3）储能设备运行约束。

3种储能设备运行特性类似，可由类似的约

束表达，以储电设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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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 ⩽ Et ⩽ Emax (25)

0 ⩽ Pc
t ⩽ ϑ

c
t Pc

max (26)

0 ⩽ Pd
t ⩽ ϑ

d
t Pd

max (27)

ϑc
t +ϑ

d
t ⩽ 1 (28)

Et Pc
t Pd

t t

Emin Emax

Pc
max

Pd
max

ϑc
t ϑd

t

ϑc
t +ϑ

d
t ⩽ 1

式中： 、 、 为分别储电设备在时段 的储存

电量、充电功率和放电功率； 、 分别为

储电设备的最小、最大储存电量； 为储电设

备的最大充电功率限制； 为储电设备的最大

放电功率限制； 、 为 0-1变量，表示充放电

状态； 表示同一时刻，储能设备不能同

时充放电。

4）可削减负荷约束：

ILA与用户签订的合同内容，包括削减补偿

标准、削减量认定方法、削减用能负荷最小/最大

持续时间、每日最大削减次数等。

最大削减次数约束：
T∑

t=1

υb,t ⩽ Nb,max,b = 1,2,3 (29)

最大削减持续时间约束：

t+T cut
b,max∑
τ=t

(1−υb,τ) ⩾ 1,b = 1,2,3,

t = 1,2, · · · ,T −T cut
b,max (30)

最小削减持续时间约束：

t+T cut
b,min−1∑
τ=t

υb,τ ⩾ T cut
b,min(υb,t −υb,t−1),

b = 1,2,3, t = 1,2, · · · ,T −T cut
b,min+1 (31)

Nb,max b

T cut
b,max b

T cut
b,min b

式中： 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在一个调度周期

中最大削减次数； 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最大

削减可持续时间； 为第 种可削减负荷最小

削减可持续时间。

5）功率平衡约束。

a）电能平衡约束：

PWT
t +PPV

t +PDA
t +PRT

t +

NCHP∑
m=1

PCHP
m,t +

Pd
t = PL

t +

NP2G∑
n=1

PP2G
n,t +

NEB∑
i=1

PEB
i,t +Pc

t (32)

PL
t = Pe

t +Pcut
t (33)

Pcut
t = υ1,tζLcut∗

1,t (34)

PWT
t PPV

t t

PL
t t Pe

t

Pcut
t t

式中： 、 分别为在时段 的风电出力和光

伏出力； 为在时段 的用户总电负荷需求； 为

用户的固定电负荷需求，不参与负荷削减合同；

为在时段 用户削减的电负荷。

b）热能平衡约束：
NEB∑
i=1

HEB
i,t +

NGB∑
j=1

HGB
j,t +

NCHP∑
m=1

HCHP
m,t +Hd

t =

HL
t +Hc

t (35)

HL
t = He

t +Hcut
t (36)

Hcut
t = υ2,tζLcut∗

2,t (37)

Hc
t Hd

t t

HL
t t He

t

Hcut
t t

式中： 、 分别为储热设备在时段 的充、放

热功率； 为在时段 的用户总热负荷需求；

为用户的固定热负荷需求，不参与负荷削减合同；

为在时段 用户削减的热负荷。

c）气能平衡约束：
NP2G∑
n=1

GP2G
n,t +GDA

t +GRT
t +Gd

t =

GL
t +

NCHP∑
m=1

GCHP
m,t +

NGB∑
j=1

GGB
j,t +Gc

t (38)

GL
t =Ge

t +Gcut
t (39)

Gcut
t = υ3,tζLcut∗

3,t (40)

Gc
t Gd

t t

GL
t t Ge

t

Gcut
t t

式中： 、 分别为储气设备在时段 的充、放气

功率； 为在时段 的用户总气负荷需求； 为

用户的固定气负荷需求，不参与负荷削减合同；

为在时段 的用户削减的气负荷。 

3    基于 IGDT 的储能优化配置模型

IGDT 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的非概率且非模

糊方法，可在概率分布和波动范围均未知的情况

下量化不确定性，因此克服了基于概率方法的缺

点 [21]。该方法在保证目标值处于可接受范围内的

同时，最大化不确定变量的波动区间，从而使得

达到目标值的可能性最大。

在上述储能优化配置模型中，认为实时市场

电/气价格的预测是准确的，并按照预测结果进行

协调优化运行。但是在新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实

时市场电/气价格在实际中具有严重不确定性。根

据 IGDT方法，采用限制模型构建两者的不确定

集模型，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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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α, λ̄RT
E,t ) =

λRT
E,t :

∣∣∣∣λRT
E,t − λ̄RT

E,t

∣∣∣∣
λ̄RT

E,t

⩽ α

 ,α ⩾ 0 (41)

U(β, λ̄RT
G,t) =

λRT
G,t :

∣∣∣∣λRT
G,t − λ̄RT

G,t

∣∣∣∣
λ̄RT

G,t

⩽ β

 ,β ⩾ 0 (42)

α β λ̄RT
E,t λ̄RT

G,t

(1+α)λ̄RT
E,t (1−α)λ̄RT

E,t

(1+β)λ̄RT
G,t

(1−β)λ̄RT
G,t

式中： 、 、 、 分别表示实时市场电/气价

格的波动幅度、预测值；即认为实时市场电价的

波动范围的上下限分别为 、 ，实

时市场气价的波动范围的上下限分别为 、

。

α = 0 β = 0

C0

当不考虑两者的不确定性时，即 ， 。

则此时的储能优化配置模型为确定型模型，所得

目标函数的最优值设为基准值 。

本文同时考虑实时市场电/气价格的不确定性，

通过加权和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并假设二者

的权重系数相等且和为 1，记此时的不确定性为

综合不确定性并有：

γ = α+β (43)

因为不确定性变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系统的

整体利益，而随之产生风险，不同的决策者对风

险有不同的态度。根据决策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

本文将 ILA分为风险规避型 ILA和风险追求型

ILA，前者偏向保守，后者偏向投机。针对风险

规避型 ILA，在保证决策运行成本不超过期望值

的前提下，以最大化不确定性变量的波动幅度为

目标，求解鲁棒模型，得到的决策解在波动幅度

内始终满足期望成本，体现了 IGDT的鲁棒性。

针对风险追求型 ILA，在保证最小决策运行成本

不超过期望值的前提下，最小化不确定性变量的

波动幅度，求解机会函数，体现了 IGDT的机会

性。其数学表达式为：

γneg(λRT
E,t ,λ

RT
G,t,C1) =

max

γneg : max
λRT

E,t ,λ
RT
G,t

C(λRT
E,t ,λ

RT
G,t) ⩽C1

 (44)

γopt(λRT
E,t ,λ

RT
G,t,C2) =

min

γopt : min
λRT

E,t ,λ
RT
G,t

C(λRT
E,t ,λ

RT
G,t) ⩽C2

 (45)

C1 C2

C1 ⩾C2

式 (44)和 (45)分别表示风险规避型 ILA的鲁

棒模型和风险追求型 ILA的机会模型， 、 分

别为式 (44)和式 (44)的期望成本，且 。 

3.1    基于风险规避的 IGDT 储能优化配置模型

在同时考虑实时市场电/气价格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ILA做出风险规避策略的目的在于尽量保

证在波动幅度内的运行成本小于期望成本和规避

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建立的基于风险规避

的储能优化配置模型为

max γneg = αneg+βneg

s.t.


max

λRT
E,t ∈ U(α, λ̄RT

E,t )

λRT
G,t ∈ U(β, λ̄RT

E,t )

C ⩽C1 = (1+δ)C0

式(1)−−(8)、(16)−−(40)

(46)

λRT
E,t λRT

G,t

δ

δ [0,1) δ

λRT
E,t = (1+αneg)λ̄RT

E,t λRT
G,t = (1+

βneg)λ̄RT
G,t

可以明显看出式为双层规划模型。下层表示

实际实时市场电价 和实际实时市场气价 在

不确定集内波动时，产生的成本不得超过期望成

本。上层表示下层成立时的最大不确定性。其中

表示风险规避偏差系数，即期望成本与基准值

之间的偏差程度。为保证决策方案的鲁棒性，期

望成本大于基准值，因此 的取值范围为 。

值越大表示决策解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大。对于

风险规避型 ILA来说，当实际实时市场电价为

和实际实时市场气价

时，运行成本最大，因而可将双层规划模

型转化为单层优化模型：

max γneg = αneg+βneg

s.t.



C ⩽C1 = (1+δ)C0

λRT
E,t = (1+αneg)λ

RT
E,t

λRT
G,t = (1+βneg)λ

RT
G,t

式(1)−−(8)、(16)−−(40)

(47)

 

3.2    基于风险追求的 IGDT 储能优化配置模型

在同时考虑实时市场电/气价格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ILA做出风险追求策略的目的在于尽量保

证在波动幅度内的运行成本小于期望成本和追求

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得更小的运行成本。

因此建立的基于风险追求的储能优化配置模型为

min γopt = αopt+βopt

s.t.


min

λRT
E,t ∈ U(α,λ

RT
E,t )

λRT
G,t ∈ U(β,λ

RT
G,t)

C ⩽C2 = (1−ε)C0

式(1)−−(8)、(16)−−(40)

(48)

ε式中： 表示风险追求偏差系数，即期望成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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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0,1) ε

λRT
E,t = (1−αopt)λ̄RT

E,t λRT
G,t =

(1−βopt)λ̄RT
G,t

基准值之间的偏差程度。为保证决策方案的机会

性，期望成本大于基准值，因此 的取值范围为

。 值越大表示决策解对风险的追求程度越大。

对于风险追求型 ILA来说，当实际实时市场电价

为 、 实 际 实 时 市 场 气 价

时，运行成本最小。同理，可将式 (48)
转化为

min γopt = αopt+βopt

s.t.



C ⩽C2 = (1−ε)C0

λRT
E,t = (1−αopt)λ

RT
E,t

λRT
G,t = (1−βopt)λ

RT
G,t

式(1)−−(8)、(16)−−(40)

(49)

 

4    算例分析
 

4.1    基本数据

本文考虑某区域用户电 /热 /气负荷需求，系

统中已安装的设备包含风光机组、CHP机组、电

/燃气锅炉、P2G，相关参数见表 1。ILA侧配置的

储电、储气、储热设备参数见表 2。ILA与用户

签订的负荷削减合同参数见表 3。将全年分为 3

T
∆t r

个典型季节，分别为春秋季（3月~5月，9月~
11月）、夏季（6月~8月）以及冬季（12月~
2月），取各个季节的典型日进行分析，预测的

用户电/热/气负荷和风光出力见附录 A附图 A1—
A3。电力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电价见附录 A附

图 A4，天然气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气价见附录

A附图 A5。ILA与电力市场和天然气市场交易最

大限度分别为 1500 kW和 15000 kW，调度周期

取 24 h，单位调度时间 取 1 h，基准贴现率 取

6.7%。
  

表 1    CHP 等系统已安装设备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installed equipments in CHP

system and so on
 

设备 参数
功率上限/

kW
单位维护成本/
(元·kW−1)

CHP ηMT
m,t = 0.35 ηL

p = 0.15
COPh

m = 1.2 ηh
m = 0.9

、 、
、

2000 0.0251

P2G ηP2G
n = 0.6 150 0.021

EB ηEB
i = 0.9 500 0.0162

GB ηGB
j = 0.85 1000 0.0173

WT — 400 0.0196

PV — 300 0.0235
 
 

表 2    储能设备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s

 

类型 充放效率 自耗率 充放功率上限 初始储能 储能上下限
单位容量成本/
(元·(kW·h)−1)

单位功率成本/
(元·kW−1)

单位维护成本/
(元·kW−1)) 寿命/a

储电 0.92 0.01 0.25 0.2 [0.2,0.8] 1000 200 0.018 10

储热 0.93 0.02 0.25 0.2 [01,0.8] 150 30 0.017 10

储气 0.95 0.005 0.25 0.2 [0.1,0.8] 100 30 0.012 10
  

表 3    用户负荷削减合同
Table 3    Contract of user’s load reduction

 

负荷类型 T cut
b,min T cut

b,max Nb,max λcut
b 可削减时间

电负荷 2 5 8 0.30 全天

热负荷 2 4 8 0.25 全天

气负荷 2 4 8 0.20 全天
 

4.2    结果分析

C0

在不考虑实时电力市场价格和实时天然气市

场价格不确定时，将所得的预测市场价格作为准

确值，得到此刻的储能优化配置模型最优解

=1334.21万元，其电储能、热储能、气储能容量

分别为 3569.78 kW·h、493.01 kW·h、45376.01 kW·h
（该情况下的冬季典型日分析见附录 B）。

为了更好地说明电 /热 /气 3种储能的经济性

优势，分别计算无储能、仅电储能、仅电/热储能

及电/热/气综合储能这 4种方案下的储能与优化

配置结果和 ILA年运行成本，其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表 4中可以看到，4种方案下的用户补偿

成本没有明显的差别，表明在聚合商模式下，能

够积极参与需求响应，保证供需平衡。对于无储

能方案，其购能成本大，但运行维护成本相较于

其他 3种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是因为对于高电价

和高气价时段的负荷，ILA无法转移到低电价和

低气价时段，所以 ILA只能通过购买电 /气和增

加 CHP等机组的出力来满足用户负荷需求。对于

仅电储能方案，虽然可以转移高电价时段的电负

荷，但是无法转移用户的热/气负荷，导致此方案

的总成本下降幅度不大，且电储能自身容量与有

储能方案的电储能容量基本一致。对于仅电/热储

能方案，虽然使得总成本比仅电储能方案的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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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略小，但是因为没有气储能，对气负荷的转移

不大，所以购能成本没有明显降低。而当 ILA配

置电/热/气 3种储能时具有最好的经济性，虽然

增加了储能的投资建设成本，但是电储能、热储

能以及气储通过转移高电价和高气价时段的电/热/
气负荷，减少 ILA购买电/气的成本。并且因为气

储能的存在，能提高 CHP机组的运行效率，满足

用户热负荷需求，且气储能安装与维护的价格比

热储能低，使得该方案比仅电/热储能方案的热储

能容量降低。因此相比较无储能等 3种方案，其

总成本分别降低 14.79%、13.84%、13.29%。

不同方案下的购能成本分类如图 3所示。从

图 3可以看出，无储能方案因为没有储能进行负

荷的转移，所以在实时电价与日前电价之间有价

格差和在实时气价与日前气价之间有价格差时，

ILA会在实时电/气市场进行交易，产生一部分实

时购能成本。电储能方案因为配置了电储能，使

该方案的购电成本降低，但因为减少了购买电能，

为了满足热负荷，购气成本增加。仅电/热储能方

案在电储能增加了热储能，在热负荷高峰时放热，

热负荷较低时充热，影响 EB运行，因此比仅电

储能方案的购电成本有所增加，但购气成本下降

幅度更大，从而使得整个购能成本降低。而电 /
热/气 3种储能方案通过增加气储能，有效地对气

负荷进行了时间上的转移，从而影响 CHP、GB
设备的运行，使得购电成本和购气成本均减少。 

4.2.1    基于 IGDT 的储能优化配置结果分析

同时考虑实时电力市场价格和实时天然气市

场价格 2种不确定性，将 2种价格的波动幅度定

义为不确定度，通过设立偏差系数范围，表 5给

出了风险规避和风险追求 2种策略下的 ILA总成

本、电/气价格不确定度和储能配置容量。
 
 

表 5    综合不确定性下的总成本、不确定度和储能配置

Table 5    Total cost, uncertainty and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under synthetical indeterminacy

 

风险
策略

偏差
系数

不确
定度

电储能容量/
(kW·h)

热储能容量/
(kW·h)

气储能容量/
(kW·h)

总成本/
万元

风险规避
策略

0 0 3569.78 493.01 45376.01 1334.21

0.01 0.32 3569.78 552.23 45254.56 1347.55

0.02 0.55 3569.78 633.67 45413.28 1360.89

0.03 0.76 3569.78 633.67 45413.28 1374.23

0.04 0.83 3569.78 633.67 45413.28 1387.58

0.05 0.95 3569.78 633.67 45413.28 1400.92

风险追求
策略

0 0 3569.78 493.01 45376.01 1334.21

0.01 0.37 3569.78 384.39 45491.40 1320.87

0.02 0.56 3569.78 336.00 45542.80 1307.53

0.03 0.80 3569.78 336.00 45542.80 1294.18

0.04 0.87 3569.78 336.00 45542.80 1280.84

0.05 0.99 3569.78 336.00 45542.80 1267.50
 
 

δ = ε = 0.03由表 5可知，以偏差系数 为例，

当 ILA偏向保守，选择风险规避策略时，对应的

不确定度为 0.76，储能容量分别为 3569.78 kW·h、
336.00 kW·h、45542.80 kW·h，总成本1374.23万元，

即实时电价和实时气价在 0.76及以下范围内波动

时，基于 IGDT模型的总成本最大不超过 1374.23
万元，储能容量最大分别不超过 3569.78 kW·h、
336.00 kW·h、45542.80 kW·h。当 ILA偏向投机，

表 4    不同方案下的储能配置及成本
Table 4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s and costs under different schemes

 

不同储能配置方案
电储能容量/

(kW·h)
电储能
功率/kW

热储能容量/
(kW·h)

热储能
功率/kW

气储能容量/
(kW·h)

气储能
功率/kW

储能投资
成本/万元

维护成本/
万元

补偿成本/
万元

购能成本/
万元

总成本/
万元

无储能 0 0 0 0 0 0 0 64.85 2.09 1498.93 1565.87

仅电储能 3569.78 892.44 0 0 0 0 52.63 65.65 2.01 1428.21 1548.52

仅电/热储能 3569.78 892.44 3202.23 800.56 0 0 59.71 66.75 2.03 1410.16 1538.65

电/热/气储能 3569.78 892.44 493.01 123.25 45376.01 11344.00 122.21 65.16 2.15 1144.68 13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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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方案下的购能成本

Fig. 3    Energy purchase costs under different scheme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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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风险追求策略时，对应不确定度为 0.8，
储 能 容 量 分 别 为 3569.78  kW·h、 633.67  kW·h、
45413.28 kW·h，总成本为 1374.23万元，即实时

电价和实时气价在 0.80及以上范围内波动时，

基于 IGDT模型的总成本最大不超过 1294.18万

元，储能容量最大分别不超过 3569.78  kW·h、
633.67 kW·h、45413.28 kW·h。此时的购能成本如

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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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风险态度 ILA 的购能成本

Fig. 4    Energy purchasing cost of ILA under
different risk attitudes

 

 

结合表 5和图 4可知，对于选择风险规避的

保守型 ILA而言，为了规避实时市场价格波动风

险，ILA趋于在日前市场进行购电/气，减少实时

市场购电/气量，增加实时市场售电/气量，影响

耦合设备运行效率，从而影响热/气负荷的供能，

使得热储能和气储能容量有所增加，直到稳定。

但对电负荷供能没有影响，因此电储能容量不发

生变化；对选择风险追求的投机型 ILA，为了寻

求更大的利益化，ILA趋于在实时市场购电/气，

减少在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的购电/气量，使得耦

合设备效率增加，使得热/气负荷供能得到保障，

相应的热/气储能容量下降，直到稳定。同样对电

负荷供能没有影响，因此电储能容量不发生变化。

以冬季典型日为例，进一步分析 ILA同时考

虑实时电力市场价格和实时天然气市场价格 2种

不确定性下的日前购电/气策略。如图 5和图 6所

示，风险规避型 ILA在日前的购电/气量大于风险

追求型 ILA在日前的购电/气量。因此，基于 IGDT
方法，ILA可以根据对风险态度的不同，选择不

同的储能配置容量及对应的购电/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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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风险态度 ILA 的日前购气量

Fig. 6    Day-ahead purchased gas quantity of ILA under
different risk attitudes

 

 

附录 B中的附图 B4和附图 B5为不同风险态

度下不确定度与成本偏差系数的关系曲线图。可

以看出，不确定度与成本偏差系数成正比，并且

在不同风险策略下，实时电价和实时气价的不确

定性对综合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不同。在风险规

避策略下，综合不确定性主要受实时电价不确定

性的影响，而在风险追求策略下，则主要受实时

气价的影响。 

4.2.2    日前市场电价对储能容量配置的影响

在 4.2.1节中，实时电价和实时气价的波动对

电储能的容量配置不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增加日

前市场电价对储能容量配置的影响分析。图 7给

出了不考虑实时电/气价波动时，日前电价在 0.7~1.3
倍之间的储能容量配置情况。

由图 7可以看出，日前电价的变化，主要影

响电储能和热储能的容量，对气储能的影响较小。

随着日前电价的升高，为满足用户电负荷，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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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电成本增加，因此需要增加电储能容量，缓解

ILA供电压力。同时 ILA会因电价升高，导致天

然气市场购气量增加，由于 CHP机组的产热有一

定限制，因此需要增加热储能容量满足热负荷需

求。日前电价在 0.7~0.9倍之间变化时，电储能

容量变化幅度大，这是因为日前电价普遍小于日

前气价，使得 ILA增加在日前购电量的比例，减

少在日前天然气市场的购气量，电储能的作用减

少，容量就会减少。 

4.2.3    天然气价格对储能容量配置及成本的影响

天然气的价格关乎到 CHP机组等系统的生产

成本和购电/气量，影响 ILA的总成本以及储能配

置。在上文的算例中，采用天然气实时价格进行

求解，而在国内，没有建立天然气的现货市场，

目前常采用分时气价和固定气价进行天然气交易。

基于此，本文分别采用实时气价、分时气价和固

定气价，分析天然气价格对储能容量配置及成本

的影响，分时气价采用文献 [22]中的数据，固定

气价为 3.15元/m3。其结果见表 6所示。

从表 6中可以看出，天然气价格对储能配置

和 ILA运行成本有着明显的影响，采用算例气价

时能够显著降低运行成本，分时气价次之。当采

用固定气价时，无法通过引导气储能通过气价的

大小进行充放气，因此气储能容量为 0。热负荷

的主要供能由 CHP机组和 GB完成，当增加热储

能时，会增加储能投资成本与维护成本，因此热

储能容量为 0。当采用分时气价时，气储能在低

气价时大量充气，在高气价时大量放气，因此气

储能容量大幅度增加，虽然增加储能投资成本，

但能大幅度降低 ILA购气成本，且气储能安装成

本和维护成本比热储能低，热储能容量为 0。 

5    结论

1）比较在 ILA侧配置电/热/气储能设备，分

别与无储能、仅电储能和仅电/热储能做对比分析，

发现 ILA侧配置电 /热 /气储能设备能有效降低

ILA运行成本，提升自身经济效益；

2）采用 IGDT方法对模型中的实时电价和实

时气价的不确定性进行处理，得到风险规避型和

风险追求型 2种不同风险态度 ILA的储能配置及

对应的购能策略，为研究 ILA的运行决策及风险

评估提供了支撑；

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电价和气价对储能

容量配置存在一定的影响。电价主要对电储能和

热储能产生影响，气价主要影响气储能，制定合

理的电/气价，能够得到经济合理的储能配置方案。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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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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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过渡季典型日电/气/热负荷和风光预测出力

Fig. A1    Electric load, gas load, thermal load and predicted
output of wind power and PV power of typical day in

transition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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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夏季季典型日电/气/热负荷和风光预测出力

Fig. A2    Electric load, gas load, thermal load and predicted
output of wind power and PV power of typical day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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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3    冬季典型日电/气/热负荷和风光预测出力

Fig. A3    Electric load, gas load, thermal load and predicted
output of wind power and PV power of typical day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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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4    电力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预测电价

Fig. A4    Forecasted electricity prices in day-ahead market
and real-tim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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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5    Forecasted prices of natural gas in day-ahead market and real-tim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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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以冬季典型日为例，分析配置电 /热 /气 3种

储能时各时段的电/热/气出力，如图 B1—B3所示。

从图B1中可以看出，在 01:00~05:00和 14:00~
16:00的电价低谷期，EB正常工作，电储能进行

充电，其充电来源于 CHP机组产出的电能、ILA
从日前电力市场购电以及风电出力。在 04:00~05:00
时，因为实时电价大于日前电价，所以 ILA在实

时电力市场进行售电，而在 14:00~16:00时，因

为实时电价小于日前电价，所以 ILA在实时电力

市场进行购电，可适当降低 ILA购电费用。在

10:00~13:00和 18:00~21:00的电价高峰期，电储

能进行放电，同时 ILA执行可削减负荷合同，降

低用户在此时刻的用电负荷，有效降低了 ILA购

电费用。因为相较于电价，天然气价格大多数时

段较低，因此一天之内 CHP机组均在运行工作。

在图B2中，在 06:00~09:00和 14:00~17:00内，

热负荷需求较低，热储能进行储热，在 19:00~
21:00内热负荷需求较高，热储能进行放热。在

01:00~07:00和 21:00~24:00内，天然气价格低，GB
产热，在 02:00~03:00内，电价低，EB产热，同

时由于 01:00~03:00的热负荷需求大，因此 ILA
执行热负荷削减合同，缓解 ILA供热压力，降低

了 ILA的购电/气成本。

对于图 B3的气能供需平衡，气储能主要在

04:00~06:00和 16:00~18:00的气价低谷期进行储

气，在 11:00~13:00和 18:00~22:00的气价高峰期

进行放气。并且 ILA在 11:00~13:00和 18:00~22:00
执行气负荷削减合同，缓解供气压力。因为

04:00~06:00的实时气价大于该时段的日前气价，

01:00~03:00、 14:00~17:00以及 23:00~24:00的实

时气价小于日前气价，所以 ILA在 04:00~06:00
售气，在01:00~03:00、14:00~17:00以及23:00~24:00
购气，可以降低购气费用。

综上所述，配置电 /热 /气 3种储能，能够提

升 ILA经济效益，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储能设备

在低价进行储能，在高价进行放能，通过价格差，

降低 ILA购能成本；二是促进 CHP等耦合设备

工作效率，提高产能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设备

运行成本和购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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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B1    Histogram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of
electric energy of typical day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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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B2    Histogram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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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风险规避策略下不确定度与成本偏差系数的关系

Fig. B4    Relation between uncertainty and cost deviation
factor under risk avers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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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B5    Relationship between uncertainty and cost

deviation factor under risk pursui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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