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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新能源出力不确定性的多能电站（数据中心、

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式光伏、风电、储能站）优化运行

和收益分配问题，提出基于仿射鲁棒优化的多站融合协同

优化策略。考虑数据中心与其余子系统分属不同运营商，

对多站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进行建模，其中数据中心的负

载具有可平移负荷的特性；通过盒式不确定集对风电和光

伏出力的不确定性进行建模；以多站融合协同总收益最大

化为目标函数，采用仿射鲁棒优化方法进行求解。提出了

基于影子价格的能源站与数据中心站的收益分配方法。最

后，通过仿真算例说明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和所提收益分

配方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多站融合；数据中心；电动汽车；仿射鲁棒；优

化调度

Abstract：To cope with the optimal operation and income dis-
tribution  of  multi-energy  power  stations  such  as  data  centers,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gen-
eration, wind power stations and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accom-
panied  with  uncertain  renewable  energy  output，an affine   ro-
bust optimization-based a  multi-station collaborative  optimiza-
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data
center and other subsystems belonged to different operators, the
modeling  for  each  subsystem  of  the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load in the data center possessed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shifting  load,  was  respectively  conducted.  By
means of box uncertainty set,  the modeling fo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output of wind power stations and the photovoltaic gen-
eration was carried out.  Taking the  maximum of  total  revenue
from  the  multi-station  fusion  and  coordination  as  objective
function, the proposed models were solved by affine robust op-
timization  method.  A  shadow  price-based  income  distribution
method for  energy stations  and data  centers  was proposed.  Fi-
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s and the reason-
ableness of  the  proposed  income distribution  method  are  veri-

fied by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example.

Keywords：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data  center； electric
vehicles；affine robust；optimal dis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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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9年提出打造枢纽型、平

台型、共享型企业，建设运营好坚强智能电网和

泛在电力物联网 (“三型两网”）[1]。并且随着中

国科技的发展，海量的数据需求和边缘计算技术

需求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基于此背景，人

们提出了多站融合的概念，即挖掘利用变电站资

源，使之融合光伏、风机等分布式发电站，边缘

数据中心站，储能站以及充电站等。对于数据中

心，文献 [2]研究了在综合能源系统下的优化运

行方法，考虑了不同季节下的用能需求，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文献 [3]研究了交直流供电方式对

于数据中心供电可靠性的影响。对于储能站，文

献 [4]研究了在多站融合场景下储能站的优化运

行方法，采用储能站年净收益的年值为目标函数，

对其容量进行优化配置，并以节点收益减去电池

损耗为目标函数进行运行策略的优化，但是对于

充电站的建模只是采用了电动汽车典型负荷曲线，

没有考虑并网时刻的随机性和充电桩的数量对于

充电站负荷的约束。对于多站融合的运营模式，

文献 [5]分别阐述了数据中心站、充电站和储能

站的运营模式，并分为面向电网、面向企业 2个

方向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实际案例对运营模式可

行性进行探究，但是只罗列了最后的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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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中间计算过程；文献 [6]针对多站融合业务

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电网独资”、“建设–
移交”、“建设–经营–移交”和“委托运营”等

建设运营模式。以上对于多站融合的研究中，鲜

有涉及对新能源出力不确定性的考虑。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多站融合场景

下，考虑数据中心的负载存在可平移的特性、3
类不同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以及电动汽车并网时

间的随机性、风机和光伏出力的不确定性，通过

盒式不确定集进行建模，并且考虑充电站中充电

桩的数量对其负荷的约束情况，以多站融合协同

总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采用仿射鲁棒优化方

法进行求解。提出基于影子价格的能源站与数据

中心站的收益分配方法。最后，通过仿真算例说明

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和所提收益分配方法的合理性。 

1    多站融合系统建模
 

1.1    多站融合系统拓扑结构

典型的多站融合系统拓扑如图 1所示。风机、

光伏和燃气轮机构成了分布式发电站，为了给数

据中心提供相应的冷负荷，又加入了电制冷机、

吸收式制冷机和燃气锅炉。本文考虑的数据中心

为 B级数据中心，为保证数据中心供电可靠性，

接了两路电网线路 [7]，其中一路在正常运行时不

向数据中心供电，只有在发生事故时才会进行供电。 

1.2    数据中心建模

数据中心通常利用虚拟机技术实现服务器集

群的大规模配置，并将实体服务器以虚拟机的形

式租赁给用户使用 [8]。工作负载即定义为由虚拟

机在完整的软件环境下处理的、连续且不可中断

的批处理计算作业请求 [8]，每一个工作负载都包

含一定的 CPU利用率、调度等级、允许执行时限

等参数。本文设定数据中心的工作负载分为实时

性负载 W0 和 3种非实时性的负载 W1、W2、W3，

其中 W0 需要在任务到达后 1 h内完成，CPU占

用率为 g0，W1、W2、W3 则可在任务到达后 2~4 h内

完成，计算资源占用率分别为 g1、g2、g3。

xt
i,s t

Wi t+ s

t

在常规模式下，所有计算任务将被平均分配

到所允许的各个时段。然而，运营商可以提前非

实时性负载的完成时间来提升用户满意度，也可

以灵活调整各时段的任务分配来实现电负荷的削

峰填谷。以调度因子 为决策变量，代表 时段抵

达数据中心的任务 在 时段执行的比例。因

此， 时段调度后数据中心的总任务量可以表示为

W t =W t
0+

3∑
i=1

i∑
s=0

xt−s
i,s W t−s

i (1)

t时段调度后各非实时性任务的任务量分别为

W t
di =

i∑
s=0

xt−s
i,s W t−s

i i = 1,2,3 (2)

t时段调度后计算中心的 CPU占用率为

gt = g0W t
0+

3∑
i=1

giW t
di (3)

Et
DC

计算中心电负荷为服务器集群的功耗，等于

CPU实时功耗和静态功耗的总和，因此数据中心

电负荷 的表达式为

Et
DC = kgt +bN (4)

式中：k 为服务器集群 CPU功耗系数；b 为静态

功耗系数；N 为开机总数。由于本文假定各服务

器同构，因此开机总数又通过公式 (5)约束

0.9N ⩾ gt t = 1, · · · ,T (5)

式中：0.9为冗余系数，代表单台服务器 CPU占

用率不超过 90%，从而避免拥塞的发生。

Ct
DC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需

要制冷系统将机房的温度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因此，引入数据中心冷负荷 ，其表达式为

Ct
DC = Et

DC/FC (6)

FC式中： 为负荷系数，与服务器电源效率、CPU
效率等因素相关。 

1.3    储能站建模

储能站可以平抑光伏和风机出力的波动，提

升新能源的消纳水平。此外，储能站还具有削峰

 

AC

DC

储能站

风机

AC

AC

光伏

DC

AC

电网
10 kV

充电站

DC

AC

电负荷

燃气轮机

天然气

吸收式
制冷机

冷负荷

数据中心

变压器 断路器
冷能 天然气热能电能

电制冷
机

电网
10 kV

图 1    多站融合系统拓扑

Fig. 1    Topology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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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谷的作用，在低谷时进行充电，高峰时进行放

电。储能站的充放电模型如式 (7)所示
S cha+S dis ⩽ 1
−S cha ·Pr ⩽ Pcha,t ⩽ 0
0 ⩽ Pdis,t ⩽ S dis ·Pr

(7)

S cha S dis

Pr

Pcha,t Pdis,t

S oc

式中：  、 为二进制变量，表征储能站的充

放电状态，避免储能站既充电又放电； 为储能

电站的额定充放电功率； 、 分别表示 t 时
刻的充电、放电功率。储能站的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模型如式 (8)所示 S oc(t+1) = S oc(t)− (1/Ees) ·

(
Pcha ,tηs+Pdis,t/ηs

)
·∆t

S ocmin ⩽ S oc(t) ⩽ S ocmax,∀t
(8)

Ees ∆t

S oc(t) t S ocmin

S ocmax ηs

式中： 为储能站的额定容量； 为调度时间间

隔； 为储能站在 时刻的荷电状态； 、

分别为储能站荷电状态的下限和上限； 为

储能站的充放电效率。因为储能站要保证数据中

心站的供电可靠性，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数据中

心站最大负荷运行 30min的备用容量 [7]，因此在

多站融合场景下考虑调度问题时储能电站允许的

SOC下限值会比在一般情况下高。 

1.4    充电站建模

∀i ∈C1

对于充电站的建模主要在于对充电汽车的建

模。本文仿照文献 [9]的做法，将电动汽车按需

求分为 3类。第 1类电动汽车一直以额定功率充

电，对应实际中希望以最快速度充满电的需求情

况，对应的充电费用较高。第 2类电动汽车允许

充电功率小于额定功率，但不能放电，并且必须

在 4h内充满电，充电费用较低，对应实际中用

车不迫切，希望能减少充电费用的需求。第 3类

电动车允许充电功率低于额定功率，并且允许放

电，但必须在 6h内完成充电，充电费用最低。

对应实际中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进行充电，希望最

小化充电成本的需求。第 1类电动汽车的充电模

型如式 (9)所示，对于 ： Pi,t = Pcr

S oc，i(t+1) = S oc，i(t)+Pi,t ·ηc ·∆t/Ec
(9)

C1 Pi,t

t Pcr

ηc Ec

式中： 表示第 1类电动汽车集合； 表示电动

汽车在 时刻的充电功率； 表示充电桩额定充

电功率； 表示电动汽车充放电效率； 为电动

汽车额定容量。

第 2类电动汽车的充电模型如式 (10)所示，

∀i ∈C2对于 ：
0 ⩽ Pi,t ⩽ Pcr

S oc，i(t+1) = S oc，i(t)+Pi,t ·ηc ·∆t/Ec

S oc，i
(
ti,0+4

)
= 1

(10)

C2 ti,0
i

式中： 表示第 2类电动汽车的集合； 表示电

动汽车 的并网时刻。

∀i ∈C3

第 3类电动汽车的充放电模型如式 (11)所示，

对于 ：
−Pcr ⩽ Pi,t ⩽ Pcr

S oc，i(t+1) = S oc，i(t)+Pi,t ·ηc ·∆t/Ec

S oc，i
(
ti,0+6

)
= 1

(11)
 

2    协同优化调度模型
 

2.1    目标函数

本文假定能源站与数据中心的利益不存在明

显冲突，两者采取合作盈利的模式。能源站的优

化目标为提高充电站的收益，并减少总购能成本

和运维费用，数据中心站的目标为减少用电和用

冷的费用。两者首先进行协同优化，接着用能站

按照对偶变量所得的边际电价和边际冷价向数据

中心征收费用。协同优化的目标函数为

max
(
Acar−Cgas−Ce−Cm

)
(12)

Acar式中： 表示给电动汽车充电获得的收益，其

计算公式为
T∑

t=1

n1∑
i=1
ρc,1 ·Ec ·

(
1-S oc

(
ti,0

))
+

Acar =

T∑
t=1

n2∑
i=1
ρc,2 ·Ec ·

(
1-S oc

(
ti,0

))
+

T∑
t=1

n3∑
i=1
ρc,3 ·Ec ·

(
1-S oc

(
ti,0

))
(13)

n1、n2、n3

ρc,1、ρc,2、

ρc,3

式中： 分别表示第 1类电动汽车、第 2
类电动汽车、第 3类电动汽车的数量；

分别表示第 1类电动汽车、第 2类电动汽车、

第 3类电动汽车的单位充电价格。

Cgas为购买天然气的费用，其计算公式为

Cgas =

T∑
t=1

ρgas ·
(

Pgt,t

ηgt
+

Hgb,t

ηgb

)
(14)

ρgas Pgt,t ηgt

t Hgb,t

ηgb t

式中： 为天然气的单位热值价格； 、 分

别为燃气轮机 时刻的发电功率和发电效率；  、

分别为燃气锅炉 时刻的发热功率和制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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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为向电网购电的费用，其计算公式为

Ce =

T∑
t=1

Pnet,t ·ρnet,t (15)

Pnet,t t ρnet,t t式中： 为 时刻向电网购电的功率； 为

时刻的购电价格。

Cm为设备年维护费用，其计算公式为∑
i∈I

T∑
t=1

∣∣∣Pi,t
∣∣∣ ·ρi,m (16)

Pi,t i t ρi,m i式中： 为设备 在 时刻的出力值； 为设备

的单位功率维修费用。 

2.2    约束条件

1）电能平衡约束。
Pv,t +Pw,t +Pdis,t +Pcha,t +Pnet,t +Pgt,t =

Et
DC+Pcar,t +Pec,t

(17)

Pv,t Pw,t t

Pcar,t t

Pec,t t

式中： 、 分别表示 时刻的光伏出力和风机

出力； 表示 时刻 3类电动汽车的总负荷；

表示 时刻电制冷机消耗的电功率。

2）冷功率平衡约束。

Cec,t +Cac,t =Ct
DC (18)

Cec,t Cac,t t式中： 、 分别表示 时刻电制冷机的制冷

功率和吸收式制冷机的制冷功率。

3）电动汽车数量和功率约束。 n1,t +n2,t +n3,t ⩽ ncha

Pcar,t ⩽ ncha ·Pcr
(19)

n1,t n2,t n3,t t

ncha

式中： 、 、 分别表示在 时刻并网的 1类、

2类、3类电动汽车数量； 为充电桩的数量。

4）燃气轮机约束。{
Pgt,t = Pgas,gt,t ·ηgt
Hgt,t = Pgt,t · ζgt

(20)

Pgas,gt,t t

ζgt

式中： 为 时刻燃气轮机消耗的天然气功率；

为燃气轮机的热电比。

5）吸收式制冷机约束

Cac,t = Hgt,t ·ηac (21)

ηac Hgt,t式中： 表示吸收式制冷机的制冷效率； 表

示燃气轮机的余热。

6）电制冷机约束。

Cec,t = Pec,t ·ηec (22)

ηec式中： 表示电制冷机的制冷效率。

此外，优化过程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还包含

式 (1)—(11)。 

2.3    数据中心费用结算

以上模型的目标是能源站与数据中心的总福

利最大化，并未涉及费用的分摊。本文采用边际

价格模型来对数据中心的费用进行结算，因其可

以客观地反映数据中心的可平移负荷资源在协同

优化中起到的降低总成本的作用。能源站应向数

据中心征收的费用为

CDC =

T∑
t=1

πe,tÊt
DC+

T∑
t=1

πϕ,tĈt
DC (23)

πe,t Et
DC

Êt
DC

πϕ,t Ct
DC Ĉt

DC

式中： 为协同优化模型中固定变量 为其最

优解 所得的影子价格，代表 t 时段的边际电价；

为协同优化模型中固定 为 所得的影子

价格，代表 t 时段的边际冷价。 

3    模型解法
 

3.1    紧凑形式模型

公式 (1)—(23)可以建模为两阶段鲁棒优化

模型：

min
x,y

(
cTx+max

ξ∈U
bTy

)
(24)

约束条件为

x ∈ X
y ∈ Y

Ax+By ⩽ g
Tξ+Cx+Dy = h

(25)

x y

X Y
y ξ x

c b A B g T C D h

ξ U

y ξ

y =Wξ W

式中： 、 分别为第 1阶段和第 2阶段的决策变

量，对应的可行域分别是 和 ，第 2阶段的决策

变量 与不确定量 以及第 1阶段决策变量 有关。

和 为成本系数矩阵， 、 、 、 、 、 、 是

与约束相关的常数矩阵，均可通过式 (12)—(23)
推得。公式 (24)中的 max代表的含义是不确定量

在不确定集 所能取到的最恶劣的情况。假设

第 2阶段变量 与不确定量 呈线性关系，即

，其中 即为设备的参与因子。可以将上

述 min-max问题转化为：

min
x,y

(
cTx+Q

)
(26)

约束条件为：

x ∈ X (27)

y ∈ Y (28)

max
ξ∈U

bT(Wξ) ⩽ Q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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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ξ∈U

Ax+BWξ ⩽ g (30)

Tξ+Cx+DWξ=h (31)

Q

公式 (24)—(31)即为原优化问题公式 (12)—
(23)的紧凑形式。其中 为辅助变量。 

3.2    模型转化

Wξ

U

紧凑模型公式 (12)—(23)中有双线性项 ，

无法直接求解，需要将双线性项进行一些数学处

理，如引入松弛变量 [10]；或者通过列生成逐步排

除不符合约束的解 [11]，但需要求解另一个非线性

问题；本文采用对偶理论，对约束进行转换 [12]。

假设不确定集 为：
−∆ξ ⩽ ξ ⩽ ∆ξ (32)

ξ

∆ξ

式中： 表示风电或者光伏出力的不确定量，而

表示与基准预测出力的最大偏差量。根据对偶

理论，式 (29)可以转换为：

min
r,s

bT[(r+ s)∆ξ] ⩽ Q (33)

s.t. r− s = bTW (34)

r s式中： 和 为非负的对偶变量。而大于等于一个

最小值，即等价于存在性问题，因此可以把式 (29)
转化为

bT[(r+ s)∆ξ] ⩽ Q (35)

r− s = bTW (36)

式 (30)的转化与上述步骤相同，不再赘述。

而对于式 (31)的等式约束，可以转化为：
T+DW = 0 (37)

Cx−h = 0 (38)

经过处理之后模型公式 (12)—(23)成为一个

线性模型，可以调用成熟的商业求解器进行求解。 

4    案例分析
 

4.1    基础数据

以某数据中心的负荷需求为参考 [2]，选取典

型日的负荷数据作为多站融合场景下数据中心的

冷、电能需求数据，如图 2所示。并且选取典型

日的光伏、风机出力曲线，如图 3所示。而投资

方向电网购电的价格如图 4所示。各个设备的参

数如附录 A表 A1所示，其中储能站的 SOC下限

值已经经过计算，保证可以维持数据中心以最大

负荷正常运行 30 min。在充电站方面，第 1类、

第 2类、第 3类电动汽车的数量分别设置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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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中心负荷预测

Fig. 2    Load prediction of data center 

 

 (a) 风机出力预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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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日光伏、风机预测出力曲线

Fig. 3    Forecasted output of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and
wind generator in a typic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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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20辆、30辆，充电价格分别为 1.2元/kWh、
1元/kWh和 0.8元/kWh。考虑到电动汽车并网的

随机性，其并网时刻由计算机随机生成。但是考

虑实际情况，第 1类电动汽车对应车主用车较急

的情况，因此第 1类电动汽车的并网时刻设置在

7:00—21:00之间；而第 2、第 3类电动汽车的并

网时刻则是在 1:00—23:00之间。在并网时刻生

成时，还要考虑充电桩数量约束的限制。本文设

置充电桩的数量为 10。而电动汽车并网时的

SOC值也是随机生成，考虑到实际情况，规定并

网时的 SOC在 0.1~0.4之间。

算例中对比以下 3种模型，以验证所提多站

融合模式和仿射鲁棒优化的有效性。

模型 1 ：数据中心与能源站独立运行，采用

确定性的调度方法。

模型 2：数据中心和能源站协同优化，采用

确定性的调度方法。

模型 3：数据中心和能源站协同优化，采用

仿射鲁棒优化方法。 

4.2    能源站调度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前一节的输入数据验证模型 3，即

采用仿射鲁棒优化方法的能源站与数据中心协同

优化，考虑目标函数式 (12)与约束条件式 (7)—
(11)以及式 (17)—(22)，在 Python中调用 Docplex
包进行计算，得到最优调度结果。图 5展示了某

一次随机生成的电动汽车并网数量情况，图 6 (a)
和 (b)分别展示了能源站的最优供电和供冷计划，

在电价低谷时段，储能充电，燃气轮机不发电，

电制冷机开启，而在电价平时段和高峰时段，储

能放电，燃气轮机发电，电制冷机关闭，从而实

现峰谷套利。

在充电站方面，由于电动汽车的并网时刻和

并网 SOC是随机生成的，每次优化计算的结果都

不相同，图 7展示了平均意义下优化后的电动汽

车充放电情况，正表示充电，负表示放电。电动

汽车的充放电总体与并网数量相关，这是因为电

动汽车的充电总时长存在限制，无法实现电储能

的长时间范围充放电。然而，在短时间范围内，

如低谷时段 0:00—6:00，电动汽车可以利用电价

低谷尽量多充电，而在某些高峰时段，如 8:00—
9:00、15:00、21:00，电动汽车甚至可以反向送电，

从而降低该时段向电网购电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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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connected to
the grid at each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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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Optimal dispatch result of power, heating and
cooling load in energ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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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新能源出力波动方面，各类设备均参

与了调节，其参与因子如图 8所示。吸收式制冷

机、燃气轮机、储能、电网的参与因子为负，这

是因为当新能源出力大于预测值时，需要减少这

些设备的出力来维持功率平衡；电制冷机的参与

因子为正，这是因为当新能源出力大于预测值时，

需要增加电制冷机的供冷量来消纳富余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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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设备参与因子优化结果
Fig. 8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equipment

participating factors
 

  

4.3    数据中心调度结果分析

图 9和图 10展示了数据中心在调度前后电负

荷和冷负荷的对比。在电价低谷时段，如 4:00—
7:00、12:00—14:00和 23:00—24:00，数据中心

将相邻时段的计算任务调节至这些时段以增加电

负荷和冷负荷。在电价高峰时段，如 8:00—11:00
和 20:00—22:00，数据中心计算任务调节至相邻

时段以减少电负荷和冷负荷。

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由于从能源站购能价格

较低，降低了其运行成本。假设数据中心直接通

过向电网购电满足其电负荷和制冷需求，则单日

的购电成本为 23675元。而在多站融合场景下，

通过向设备投资方购电和购冷的成本为 20184元，

降低了 17.3%。此外，因为有储能站保证了数据

中心的备用容量，以及多种能源供应方式带来的

可靠性的提高，数据中心不需要再投资 UPS，节

省了其投资费用。 

4.4    多站融合收益分析

表 1展示了在 10000组随机生成的新能源出

力情况时不同模型下能源站的收益情况，其中假

设新能源出力服从标准差为预测值的 10%的正态

分布。模型 1采用了确定性优化方法，能源站与

数据中心独立运行，由于充电站负荷相对较低，

能源站有富余的电能向主网出售，因此购电成本

小于 0，但因为缺少了数据中心的收入，因此总

收益较低。在能源站与数据中心协同优化后（模

型 2），增加了购电成本和购气成本，但因此获

得了更多的数据中心收入，因此总收益较高。进

一步采用仿射鲁棒优化方法后（模型 3），由于

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增强，相对减少了购电

和购气成本，因此总收益进一步提高。

图 11展示了电网公司直接向数据中心供电时

的交换功率和多站融合场景下与电网公司的交换

功率情况。可以看到，设备投资方为了使得自身

运行成本尽可能降低，其与电网交换功率大于 0
的时刻都集中在平时段或者谷时段。并且因为储
 

表 1    “多站融合”成本分析
Table 1    Cost analysis on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模
型
编
号

购电
成本
/（元
/日）

购气
成本
/（元
/日）

运维
成本
/（元
/日）

充电站
收益
/（元
/日）

数据中
心收益
/（元
/日）

净收益
/（元
/日）

1 −3012 0 153 2638 0 5497

2 10593 4632 1320 2703 20293 6451

3 10307 4618 1307 2712 20184 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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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据中心电负荷调度前后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power load of data center before
and after disp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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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站的存在，在谷时段的交换功率会大于数据中

心的电负荷，把电储存起来，在峰时段释放。因

此如果把多站融合作为一个负荷整体来看，其负

荷特性恰好发挥了需求侧响应的效果，具有削峰

填谷的作用。可以使电网公司避免应对峰时段的

高负荷而增加备用投资，节约了成本。

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因为每个时刻尽量利用

新能源出力可以节约购电费用和购气费用，所以

弃风弃光率为 0，光伏、风电的消纳率很高，避

免了资源浪费。因此多站融合的模式对于电网公

司、设备投资主体以及数据中心都有益处，具有

一定的发展前景。

此外，为了验证在多站融合的框架下，数据

中心的可靠性要求是否能达到要求，本文固定了

各个设备的可用度，如表 2所示 [3]。通过蒙特卡

洛模拟方法，验证数据中心的供电可靠性。注意

到供电的两路电网线路，其中一路在正常运行时

不向数据中心供电，只有在发生事故时才会进行

供电；储能站 SOC在正常优化运行时的下限为

0.47，以保证数据中心以最大负荷正常运行 30 min，
但是在计算可靠性时，当设备发生故障导致供能

受到影响时，应该将储能站的 SOC下限值设为 0，

以此来计算数据中心供电可靠性。本文选取蒙特

卡洛模拟的次数为 3000次，计算得到其切负荷

的概率为 0.999563，满足其可靠性要求 [7]。因此

不必投资建设柴油发电机和不间断电源，进一步

降低投资成本。 

5    结论

本文以设备投资方的利润最大为目标函数，

考虑风电和光伏的不确定性建立了多能电站的仿

射鲁棒最优调度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多站融合

的模式对于电网、设备投资方以及数据中心都有

益处，在满足数据中心供电可靠性的要求的同时，

在新能源消纳方面也具有较好的表现。

本文只是考虑了风电和光伏出力的不确定性。

在对电动汽车负荷的建模上也只考虑了随机性，

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对电动汽车不确定

性进行建模，并与风电、光伏出力的不确定性相

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计算是下一步的研

究方向。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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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表 A1    设备参数

Table A1    Parameters of equipment
 

设备名称 燃气轮机 燃气锅炉 吸收式制冷机 电制冷机 电储能 光伏 风机 电动汽车 充电桩

投资费用/（元/kW） 2826 628 1256 950 1800 7536 8000 1000

维修费用/(元/kW·h) 0.094 0.003 0.014 0.008 0.006 0.012 0.015

发电效率 0.43

热电比 1.03

制热效率 0.92

制冷效率 1.1 3.5

充电效率 0.95 0.9

放电效率 0.95 0.9

容量 1500 500 1000 1000 1500 400 400 60

soc下限/并网soc 0.47 ≤0.4

soc上限/离网soc 0.95 1

最大功率/kW 30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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