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模型

吕媛 何永秀 王可蕙 苏凤宇 

Configuration Model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idering Demand Response
L Yuan, HE Yongxiu, WANG Kehui, SU Fengyu

引用本文:
吕媛,  何永秀,  王可蕙,  等.  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模型[J].  现代电力,  2022,  39(4):  469-477.  DOI:
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44
L Yuan, HE Yongxiu, WANG Kehui,  et  al.  Configuration Model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idering Demand
Response[J]. Modern Electric Power, 2022, 39(4): 469-477. DOI: 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44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44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考虑V2G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规划

Planning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Considering V2G Model

现代电力. 2019, 36(1): 71-78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9/I1/71

计及激励型需求响应的电动汽车聚合商充电优化调度

Optimal Charging Scheduling for Electric Vehicle Aggregator Considering 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

现代电力. 2019, 36(6): 16-22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9/I6/16

不确定性的激励型需求响应对配电网可靠性的影响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ncertain 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 Distribution Network

现代电力. 2020, 37(4): 416-424   https://doi.org/10.19725/j.cnki.1007-2322.2020.0175

应用曲线分群预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方法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y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Curves Clustering Forecast

现代电力. 2018, 35(4): 21-26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8/I4/21

考虑充电站需求特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与配电网联合规划方法

Joint Planning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Considering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arging
Stations

现代电力. 2020, 37(5): 491-500   https://doi.org/10.19725/j.cnki.1007-2322.2020.0063

基于V2G的电动汽车无功功率补偿技术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Technology of EV Based on V2G

现代电力. 2018, 35(4): 15-20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8/I4/15



 

文章编号：1007−2322（2022）04−0469−09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TM73

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模型
吕媛 1,2，何永秀 1,2，王可蕙 1,2，苏凤宇 1,2

（1. 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市昌平区 102206；2. 新能源电力与低碳发展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市昌平区 102206）

Configuration Model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idering Demand Response

LÜ Yuan1,2，HE Yongxiu1,2，WANG Kehui1,2，SU Fengyu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06,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New Energy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06, China）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新基建等政策的推行，电动汽车数

量增长成为必然的趋势，电动汽车用户将成为需求响应的

重要主体之一。用户在参加需求响应的过程中将会改变电

动汽车充电时间以及电量，带来充电负荷需求的时空迁移，

原有的充电设施规划结果需要调整。基于此，考虑价格型

需求响应以及激励型需求响应对电动汽车规划结果的影响，

首先从用户角度出发，以用户充电成本最低为目标函数建

立不同需求响应模式下电动汽车充电行为模型，并提出峰

谷电价下的电动汽车需求响应策略，预测充电需求时空分

布；在给定初选站址的情况下，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以

建设运营总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充电设施规划模型，对

充电站是否建设以及建设规模进行规划。最后应用算例对

不考虑需求响应、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考虑激励型需求

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进行规划，并对需求响应参与

度、需求响应价格对运营商投资收益率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V2G模式；充电需求预测；充电设施规划；激励

型需求响应；峰谷电价

Abstrac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dual-
carbon targets and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electric
vehicle  user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layers  in  demand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demand  response,
users  will  change  the  charging  time  and  power  of  electric
vehicl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migra-
tion of charging load demand, and the original planning results
of charging facilities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This article con-
siders the impact of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se and incentive-
based demand response  on the  results  of  electric  vehicle  plan-
ning. First,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the charging behavi-
or  model  of  electric  vehicles  under  different  demand  response
modes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lowest  charging cost  of  users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electric  vehicle  demand  response
strategies under peak and valley electricity prices are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arging de-
mand. In the case of the s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ors,
a charging facility planning model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goal
of  maximizing  the  total  profit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ging  station  and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are  planned.  The  calculation  example  plans  th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without considering demand
response, price-type  demand  response,  and  incentive-type   de-
mand response, and conducts sensitivity analysis on demand re-
sponse participation and demand response price.

Keywords：V2G  mode； charging  demand  forecast； char-
ging facility planning；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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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中国提出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
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也已经成为了国内
汽车产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电动
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无疑对相关配套设施的规
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因为当电动汽车
达到一定规模，其无序充电行为会造成城市核心
区域的充电站严重拥堵，并可能影响此区域电网
的稳定 [2]。充电设备数量不足、建设成本高、利
用率低、故障率高、电动汽车（electricity vehicle，
EV）用户寻桩困难等成为制约整个 EV产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 [3]。

近年来，国内外对电动汽车充电站的选址定

容问题所考虑的因素、采用的方法越来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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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历史数据得以运用，

突破了充电站规划运行的局限性，提供了更为可

靠的选址定容思路 [4]。有研究将充电站在减排方

面所产生的社会收益考虑进去，将低碳收益引入

到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规划中 [5]。也有研究将电

动汽车参与需求响应、电网削峰填谷的能力作为

重要的因素来考虑 [6-10]。

一般来说，充电站规划的主要步骤包括需求

预测、选址定容建模和优化求解 [11]。需求预测有

以下几种主要思路：基于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充电

总需求负荷预测 [12]、基于停车生成率或道路交通

流量的充电需求时空分布预测 [13]、基于蒙特卡罗

抽样法模拟用户出行充电行为的充电需求时空分

布预测 [14-15] 等。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选址定容需要综合考虑地

理、交通、需求、电网节点承载力等多方面因素，

决策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电动汽车的推广、

乃至电动汽车参与电网调峰的能力。其选址定容

建模的目标函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建设运

营成本最小化 [16]、用户碳排放最小化 [17]、充电设

施经济效益最大化 [18]、网损费用最小 [19] 等。在

建模求解方法方面，文献 [20]提出了能够计及地

理因素和服务半径的 2步筛选选址定容方法；文

献 [21]基于伏罗诺伊图思想和需求点栅格化理论，

结合 Floyd最短路径算法划分充电站的服务范围，

并提出一种采用混沌模拟退火粒子群优化算法进

行求解寻优的选址定容模型；文献 [17]采用

Pareto最优前沿分析筛选选址定容方案，并提出

了一种基于需求点栅格化和伏罗诺伊图求可选站

址所服务的区域范围的方法；文献 [22]基于出行

链和 Dijkstra最短路径算法，提出了考虑驾驶人

出行链的充电站选址定容模型；文献 [23]考虑了

电动汽车对削峰填谷的作用，在寻优过程中使用

了改进遗传算法与自适应粒子群相结合的混合智

能算法进行求解，并将加权伏罗诺伊图应用于集

中型充电站服务区域的划分中，实现了集中型充

电站负载率的均衡。

上述研究均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电动汽车充

电站选址定容问题需要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电

动汽车行为模式、用电需求的时空分布、充电设

施地理位置和容量的确定等提出了解决思路并建

立了数学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模型将所有电动

汽车用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需求响应对其充电

负荷的影响，只体现了负荷时间维度的变化，而

没有体现区域内负荷空间维度的变化。本文从负

荷时空迁移的角度考虑多种需求响应对充电设施

规划的影响，采用用户充电成本最低、电动汽车

充电站运营商收益最大的双层决策模型对地区充

电站进行规划。 

1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预测

本文对单个电动汽车的出行链进行模拟，获

取单个电动汽车的负荷需求 [3]，再对区域内的所

有电动汽车的负荷需求叠加获取地区电动汽车充

电需求。本文以一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即一天

有 24个时间段。

单个电动汽车的出行链流程如附录图A1所示。

1）根据密度函数 [11] 随机生成电动汽车日首

次出行时间、预计出行长度、首次出行位置、出

行起始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

2）根据日首次出行时间、首次出行位置、

各时段各地区电动汽车停泊概率随机生成电动汽

车每个时间段的位置；通过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可

以计算出电动汽车的累计行驶距离，当电动汽车

的累计行驶距离首次超过预计出行长度时，行驶

的距离为实际出行长度。

3）根据电动汽车每个时间段的位置、实际

出行长度、出行起始 SOC、地区转移消耗电量确

定每个时间点的电动汽车 SOC。
4）在电动汽车 SOC低于用户可承受最低

SOC前，电动汽车用户产生充电决策。根据步骤

1）—3）可以确定出电动汽车每个时刻所在的位

置以及负荷状态，因此只要确定电动汽车产生充

电决策的时刻，就可以获取电动汽车产生充电决

策的地点、电动汽车 SOC。
5）本文假设在电量充足情况下，电动汽车

用户在一个时间段内可以抵达最近的充电站。根

据步骤 4）获取的电动汽车产生充电决策的地点、

电动汽车 SOC，可以判定出电动汽车充电站地点、

电动汽车能否到达充电站、电动汽车到达充电站

时的 SOC。
6）根据步骤 5）获取的最近的电动汽车充电

站地点以及电动汽车到达充电站时的 SOC，可以

判断出电动汽车的充电量，本文假设电动汽车从

产生充电决策到完成充电均在一个时段内完成。

7）根据步骤 5）—6）可以确定单个电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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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达充电站的时间、充电地点、充电电量。

8）对地区内所有电动汽车重复步骤 1）—
6），即可得到不同充电站的日负荷曲线。 

2    不同需求响应模式的用户充电决策

模型

本节以用户充电成本最小化建立不同需求响

应模式下的用户充电决策模型，决策变量为用户

产生充放电决策的时间以及充放电量；基于用户

成本最小化提出峰谷电价下的用户充电决策；并

最终生成区域电动汽车充放电负荷预测曲线。 

2.1    激励型需求响应下的充电决策模型

根据电动汽车出行链模型可以确定一天每个

时点电动汽车所在的位置、负荷状态，本节在激

励型需求响应下以充电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考虑

电动汽车充电决策时间约束、电动汽车放电时间

约束、用户充电经济损失约束等约束条件建立充

电决策模型。

1）充电成本最小的目标函数。

电动汽车充电成本最小的目标函数如式 (1)所示

minCch =

24∑
t=1

( Et,ch ·∆T ·Pt,ch−Et,dis,idr ·∆T ·Pt,dis,idr−

Et,ch,idr ·∆T ·Pt,ch,idr )
(1)

Cch Et,ch

∆T Pt,ch

Et,dis,idr Et,ch,idr

Pt,dis,idr

Pt,ch,idr

式中： 为电动汽车的充电成本； 为电动汽

车第 t 时刻充电负荷； 为单位时间； 为第 t
时刻电动汽车充电电价； 、 分别为

第 t 时刻电动汽车削峰负荷、填谷负荷； 、

分别为第 t 时刻电动汽车削峰负荷、填谷负

荷单位补偿费用。

2）电动汽车充电决策时间约束。

用户能够充电的时间集合应满足电动汽车

SOC大于用户能接受 SOC最低值。

xde = { tde | S tde ⩾ S ′min} (2)

xde
tde S tde

S ′min

式中： 为电动汽车产生充电决策的时刻集合；

为电动汽车充电决策的时刻； 为电动汽车产

生充电决策时的 SOC； 为用户能接受 SOC最

低值。

3）电动汽车放电时间约束。

激励型需求响应只在固定的时间点进行。对

于参与激励需求响应的用户，其在非激励需求响

应时段，不会进行充放电行为。

Pt,dis,idr = 0, t < xdis,idr (3)

Pt,ch,idr = 0, t < xch,idr (4)

xdis,idr xch,idr式中： 为激励型需求响应削峰时段； 为

激励型需求响应填谷时段。

4）用户充电经济损失约束。

用户的充电经济损失为用户开往充电站所需

要的费用，当充电经济损失低于一定值时，用户

才会选择前往充电站，充电站为距离产生充电决

策最近的充电站。

Closs ⩽Cmax,loss (5)

Closs = Dch× e0×Ptch,ch (6)

Dch = |LdeLch| (7)

Closs Cmax,loss

Dch e0

tch
Ptch,ch tch Lde

Lch

式中： 为电动汽车用户充电经济损失；

为电动汽车用户能够承受的最大充电经济损失；

为电动汽车开往充电站的路程长度； 为电动

汽车行驶过程每公里平均耗电量； 为电动汽车

充电时刻； 为 时刻的充电电价； 为电动

汽车产生充电决策的位置； 为电动汽车充电站

的位置。

其他约束包括电动汽车负荷状态约束、充放

电负荷约束。 

2.2    价格型需求响应的充电决策模型

价格型需求响应下电动汽车用户根据不同时

段的电价差调整充电时间获取价差收入。价格型

需求响应下电动汽车充电成本最小的目标函数如

式 (8)

minCch =

24∑
t=1

Et,ch ·∆T ·Pt,ch (8)

价格型需求响应下电动汽车用户充电决策还

需满足电动汽车充电决策时间约束、用户充电经

济损失约束、电动汽车负荷状态约束以及充放电

负荷约束。 

3    充电设施规划模型

以地区充电站投资回报率最大为目标，建立

数学模型，对备选充电站站址进行筛选，并根据

地区充电站充放电负荷曲线确定充电站容量。本

文假设充电站经营者以负荷聚合商的身份参与需

求响应，即用户参与需求响应获得的收益本质为

充电站经营者对其的补偿。

1）地区充电站投资回报率最大的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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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r =

ml∑
m=1

[
(Rm−Cvar,m) · (1+ i0)−m]−Cfix

Cfix
(9)

Rm =
sst∑

s=1

Rm(s) (10)

Cvar,m =

sst∑
s=1

Cvar,m(s) (11)

r ml

Rm

Cvar,m i0
Cfix Rm(s)

S st Cvar,m(s)

式中： 为地区充电站投资回报率； 为充电站寿

命周期； 为第 m 年地区充电站年总收入；

为第 m 年地区充电站运维成本； 为基准折

现率； 为地区充电站总投资成本； 为第

m 年第 s 充电站收入； 为充电站数量；

为第 m 年第 s 充电站运维成本。

充电站年收入由售电收入、激励型需求响应

收入组成。激励型需求响应收入由需求响应补偿

收入和需求响应违约惩罚组成，如式 (12)。

Rm(s) =
24∑
t=1

[∆T ·Pt,ch ·Et,ch(s) ·∆T + Rt,idr(s)] (12)

Rt,idr(s) =


Pt,idr ·

∣∣∣Ede
t,idr(s)

∣∣∣−Pt,pu ·
(∣∣∣Et,idr(s)

∣∣∣− ∣∣∣Ede
t,idr(s)

∣∣∣) ,∣∣∣Et,idr(s)
∣∣∣ ⩾ ∣∣∣Ede

t,idr(s)
∣∣∣

Pt,idr ·
∣∣∣Et,idr(s)

∣∣∣ , ∣∣∣Et,idr(s)
∣∣∣ ⩽ ∣∣∣∣Ede

t,idr(s)
∣∣∣∣

(13)

Et,ch(s)

Rt,idr(s)

Pt,idr

Ede
t,idr(s)

Pt,pu

Et,idr(s)

式 中 ： 为 第 t 时 刻 s 充 电 站 充 电 负 荷 ；

为第 t 时刻 s 充电站激励型需求响应收入；

为第 t 时刻激励型需求响应单位补偿费用；

为第 t 时刻 s 充电站申报需求响应负荷，为

正时表示充电，为负时表示放电； 为 t 时刻

激励型需求响应单位惩罚费用； 为第 t 时
刻 s 充电站实际需求响应负荷。

充电站年运维成本由租金、人工费、运维费、

购电成本、激励型需求响应补偿 5部分组成，如

式 (14)。激励型需求响应补偿计算如式 (15)所示。

Cvar,m(s) =Crent
var,m(s)+Chr

var,m(s)+Cm
var,m(s)+

Cpur
var,m(s)+Ccom

var,m(s) (14)

Ccom
var,m(s) = 365 ·

24∑
t=1

∣∣∣Et,idr(s)
∣∣∣ ·Pt,com (15)

Crent
var,m(s) Chr

var,m(s) Cm
var,m(s) Cpur

var,m(s) Ccom
var,m

(s)

Pt,com

式中： 、 、 、 、

分别代表第 m 年 s 充电站年租金、人工费、运

维费、购电成本、激励型需求响应补偿； 代

表第 t 时刻充电站对用户的激励型需求响应单位

补偿费用；其中，租金、人工费、运维费与充电

站的建设规模有关，租金还与充电站所在地区有关。

2）单个充电站全寿命周期收益为正约束。

在地区充电站总利润最大的同时应该保证单

个充电站年利润为正。
ml∑

m=1

[
(Rm(s)−Cvar,m(s))× (1+ i0)−m]−Cfix(s) ⩾ 0 (16)

3）区域充电不可达率约束。

当用户产生充电决策，电动汽车的电量小于

其到达最近充电站所需的电量时，其无法抵达充

电站，区域内无法抵达充电站的用户占产生充电

决策用户的比例应小于一定值。

Ndecision
n −Narrived

n

Ndecision
n

⩽ η (17)

Ndecision
n

Narrived
n

式中： 代表第 n 个区域有产生充电决策的

电动汽车数量； 代表第 n 个区域有产生充

电决策并且能够到达充电站的电动汽车数量。

4）负荷需求满足比例约束。

充电站最大负荷需求与充电站容量比例应保

持在一定范围内。

γmin ⩽
Pmax

s

Ps
⩽ γmax (18)

Pmax
s

Ps

式中： 代表第 s 个充电站充电需求的最大值；

代表第 s 个充电站的最大容量。 

4    需求响应下充电设施规划模型求解

流程
 

4.1    电价型需求响应下的充电时段调整策略

本文的价格型需求响应中的价格特指峰谷电

价，根据价格型需求响应的充电决策模型的目标

函数和约束条件制定峰谷电价下的电动汽车用户

充电决策。

S ′min

S ′min

本文假设用户在不参与价格需求响应时，用

户在达到 时产生充电决策；在参与价格需求

响应时，用户将会调整产生充电决策的时段，调

整时段为达到 时的前后相邻时段，调整原理

如附录图 A2所示。

根据该调整原理，在到达充电 SOC的时刻，

有 3种情景，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以下的充电策略。

情景 1：充电 SOC时刻处于低谷电价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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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用户立即前往就近充电站充电。

情景 2：充电 SOC时刻处于平段电价时段。

当附近 2个时段中的前一个时段为谷段时，用户

将充电时间提前至谷段；当仅后一个时段为谷段

时，受到电动汽车充电决策时间约束，只有部分

用户会将充电时间推迟到后一个时段；其他情况

下，用户不更改充电时间。

情景 3：充电 SOC时刻处于高峰电价时段，

则其前后 2个时段必然为平时段或谷时段。当其

前后 2个时段的电价相同时，用户选择提前充电；

当前时段为谷时段，后时段为平时段时，用户选

择提前充电；当前时段为平时段，后时段为谷时

段时，只有部分用户选择提前时段进行充电。 

4.2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求解

需求响应下充电设施规划模型的决策变量为

备选电动汽车充电站位置是否建电动汽车充电站

以及建设何种规格电动汽车充电站。基于粒子群

算法的充电桩规划求解流程如附录图 A3，具体

流程如下：

1）根据概率密度函数确定一天每个时点单

个电动汽车所在的位置、负荷状态；

2）重复步骤 1），模拟地区内所有电动汽车

的出行链；

3）粒子群算法初始化，设定种群规模 Z、最

大迭代次数 I，置首次迭代次数 i、顶层迭代粒子

数 z 为 0；
4）随机生成决策变量—充电站是否建设以

及建设规模，记做 scha；
5）首先得出用户充电支出最小的充电行为；

由优化的充电行为得出电动汽车充电负荷曲线；

由电动汽车充电负荷曲线，估计出充电站容量规

模，并计算出充电站成本。

6）若满足约束条件，则进行顶层优化求解，

决策变量 scha 更新粒子个体最优解与全局最优解，

若粒子群数量 z > Z，则超过设定值，转到步骤 8）。

7）令 z=z+1，如果此时 z 已到达设定的上限

值 Z，则令总迭代次数 i=i+1；
8）若总迭代次数 i 小于 I，则返回步骤 5）

继续执行；否则顶层迭代得到的全局最优解的粒

子即为最优充电桩规划方案，循环结束。

本研究将通过 MATLAB对基于粒子群算法

的充电桩规划进行求解。 

5    算例分析
 

5.1    基础数据

为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选

取某城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区域属性以及主要道

路，将该城区划分为 10个区域，其中居民区 1-3
号 3个区；商业区 1—3号 3个区；工业区 1—4
号 4个区。10个区域的大致位置以及 10个备选

电动汽车充电站如图 1所示。
 
 

商业区
工业区
居民区

商业区2

商业区1

商业区3居民区3

工业区4

工业区1

工业区2
工业区3

X

Y

居民区1

居民区2

图 1    某城区电动汽车备选充电站布局
Fig. 1    Layout of alternative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假设该城区有电动汽车 1500辆，以 1 h为一

个时间点，通过行程链模型对 1500辆车一天 24 h
所在的区域以及电动汽车的负荷状态进行模拟。

本文中的电动汽车相关参数来自于荣威 eRX5-上
汽，其电池容量为 43.8 kW·h，每公里平均耗电

量 0.175 kW·h，电动汽车购电价为 0.9元 /kW·h。
由于本文的重点在于需求响应对充电需求时空的

影响，所以将所有用户能够承受的最小 SOC均设

为 0.2，电动汽车最大 SOC为 0.85，最小 SOC为

0.15。充电站的全寿命周期为 20年，折现率为 12%。

假设有备选的 10个充电站的位置，充电站

有 4种固定的建设规模，不同建设规模的容量、

充电桩数量、设备费、人工费、运维费用不同，

如附录表 S1所示。充电设施选址的结果为选择

哪几个充电站位置以及建设何种规模充电站。

本文对不考虑需求响应、考虑价格型需求响

应、考虑激励型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进行规划。不考虑需求响应时，单一制电价为

0.4883元 /kW·h；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时，价格

为峰谷电价，峰谷时段划分以及对应分时电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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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S2所示；考虑激励型需求响应时，需求

响应补偿价格为 0.6840元/kW·h，需求响应违约

惩罚为 0.5130元 /kW·h。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取

0.4元/kW·h，电动汽车充电电价为电价与充电服

务费之和。 

5.2    结果分析 

5.2.1    不考虑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

址结果

当不考虑需求响应时，即电动汽车的售电价

为单一制电价，用户只会在电动汽车负荷状态达

到最低可接受状态时才会产生充电决策。将

1500个用户产生充电决策的位置、时间、电量需

求进行拟合，可以得到 10个区域 1 d的电动汽车

负荷需求曲线。

通过粒子群算法迭代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率最

大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方案，如附录表 S3。
最终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为 7号，建设区域

为工业区 1号，建设级别为第 4级，即充电站容

量为 1 MW，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为

19.72%。 

5.2.2    价格型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

址结果

价格型需求响应，即电动汽车的售电价从单

一制电价变为峰谷电价，用户在充电成本最小化

的驱使下将会改变充电行为。用户不会等到电动

汽车负荷状态达到最低可接受状态时才会发生充

电行为，而是比较不同时段电价，选择电价较低

的时段提前或推迟充电时间。假设 30%的电动汽

车用户受到电价影响改变充电行为，通过粒子群

算法迭代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率最大的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方案，如表 1。
 
 

表 1    价格型需求响应下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方案

Table 1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lan under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se

 

备选站
编号

建设
等级

年折旧
费用+租金/

万元

年运维
人工费/
万元

购电
成本/
万元

售电
收入/
万元

利润/
万元

9号 3 33.67 120 52.79 236.6 30.14

10号 3 33.67 120 56.95 234.45 23.83

合计 — 67.34 240 109.74 471.05 53.97
 
 

最终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为 9号、10号，分

别建在工业区 3号和工业区 4号，建设级别均为第

3级。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为 12.94%。

当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时的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方案与不考虑需求响应相同时，即仅建设

充电站 7号，建设级别为第 4级，3号区域有

6.09%的用户的电量将无法支撑其前往充电站进

行充电，不满足充电不可达率低于 5%的约束条

件。因此，考虑价格需求响应对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的影响是必要的。 

5.2.3    激励型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

址结果

激励型需求响应，即用户在特定时段进行充

放电可以获得奖励，用户在充电成本最小化的驱

使下将会改变充电行为。假设 4%的电动汽车用

户会参与激励型需求响应，即不会在电动汽车负

荷状态达到最低可接受状态时才进行充电，而会

在奖励时段进行充放电。激励型需求响应下的充

电设施建设方案如表 2所示。
  

表 2    激励型需求响应下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方案
Table 2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lan under 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
 

参数 规划结果

备选站编号 7号

年折旧费用/万元 6.09
租金/万元 40.16

年运维人工费/万元 144.00
购电成本/万元 206.51

需求响应收入/万元 −0.69
售电收入/万元 403.68

利润/万元 6.23
投资回报率/% 13.46

 
 

最终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为 7号，建设区域

为工业区 1，建设级别为第 4级，与不考虑需求

响应下的建设方案相同。受到需求响应收入的影

响，相比于不考虑需求响应情形，该情形下的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收益率下降。 

5.2.4    基于需求响应比例的敏感性分析

本节对参与需求响应用户比例这一因素进行

敏感性比例，分析需求响应用户比例这一因素的

变化对充电设施选址、运营商投资收益率的影响。

1）价格型需求响应比例的敏感性分析。

本部分对价格型需求响应下地区参与需求响

应的电动汽车用户比例分别为 20%、25%、30%、

35%、40%情况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进行规划，

规划结果如表 3所示。

根据表 3可以看出，5种情况下的建设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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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均为 9号充电站和 10号充电站，不同的是参与

比例 35%、40%情况下，10号充电站的建设级别

为 4级。由此可以看出，需求响应比例的变化会

对充电站的建设产生影响。

5种情形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如表 4，由表 4
可以看出，受到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级别改变的

影响，参与需求响应比例为 35%和 40%下的充

电站收益率远低于其他比例。
 
 

表 4    价格型需求响应不同比例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

Table 4    The profitability of charging 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ratios of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se

 

参与需求响应
比例/%

充电站总成本/
万元

利润/
万元

投资回报率/
%

20 526.98 55.07 13.21

25 527.72 55.35 13.27

30 525.02 53.97 12.94

35 488.26 17.13 3.77

40 487.92 16.91 3.72
 
 

2）激励型需求响应比例敏感性分析。

本部分对激励型需求响应下地区参与需求响

应的电动汽车用户比例分别为 2%、 3%、 4%、

5%、6%情况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进行规划，规

划结果相同，均为在 7号备选站点建设面积为

1500 m2，容量 1 MW的充电站。

5种情形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如表 5，由表 5
可以看出，在一定激励型需求响应比例下，由于

参与激励型需求响应带来的额外收入，使得其投

资回报率大于不考虑需求响应下的投资回报率；

当参与激励需求响应的比例增加时，充电站运营

商将会承受需求响应惩罚，需求响应收入变为负

值，从而使投资回报率降低。 

5.2.5    基于需求响应价格的敏感性分析

本节对参与需求响应价格进行敏感性比例，

分析峰谷电价、激励需求响应奖励价格对运营商

投资收益率的影响。

1）峰谷电价价差的敏感性分析。

本部分对价格型需求响应下峰谷电价价差在

目前基础上增加±10%、±5% 4种情形下的电动汽

车充电站进行规划，充电站盈利情况如表 6，由表 6
可以看出，随着峰谷价差的增加，充电站的盈利

增加，投资收益率对峰谷电价价差的变化十分敏感。
 
 

表 6    价格型需求响应不同峰谷价差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

Table 6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ds to the profitability
of charging 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peak-to-valley spreads

 

价差在目前基础上变化率/% 售电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收益率/%
−10 326.56 5.68 16.86

−5 326.77 5.88 17.46

0 326.88 5.99 17.78

5 327.18 6.29 18.68

10 327.38 6.49 19.28
 
 

2）激励型需求响应奖励的敏感性分析。

本部分对激励型需求响应下奖励在基础情况

上增加±1%、±2%4种情形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进

行规划，充电站盈利情况如表 7。需求响应收入

对需求响应奖励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存在过度

响应的情况，当激励型需求响应的奖励降低时，

将会出现需求响应收入为负，收益率降低的情况；

当激励型需求响应的奖励升高时，需求响应收入

增长，将会出现收益率大于不考虑需求响应下的

充电站收益率的情况。
 
 

表 7    激励型需求响应不同奖励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

Table 7    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 to the profitability of
charging 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rewards

 

奖励在现有基础上变化率/%需求响应收入/万元利润/万元收益率/%
−2 −1.91 5 10.82

−1 −0.38 6.54 14.14

0 1.16 8.08 17.46

1 2.7 9.61 20.78
2 4.23 11.15 24.11

 

 

表 3    价格型需求响应不同比例下的充电设施建设方案
Table 3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se to 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charging facilities under different proportions ratios

 

参加需求响应比例/% 9号 10号

20 3 3

25 3 3
30 3 3
35 3 4
40 3 4

 

表 5    激励型需求响应不同比例下的充电站盈利情况
Table 5    The profitability of charging 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incentive demand response

 

参与需求响应
比例/%

需求响应收入/
万元

利润/
万元

投资回报率/
%

2 4.09 11.42 24.68

3 3.39 10.46 22.61

4 1.16 8.08 17.46

5 −1.51 5.41 11.69

6 −3.51 3.41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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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1）激励型需求响应下，在一定的用户需求

响应比例下，代表电动汽车的集合运营商获得需

求响应奖励，其投资回报率大于无需求响应情形，

如果申报需求响应后需求响应不到位，集合运营

商将面临需求响应惩罚，收益回报率降低。

2）电动汽车的峰谷电价是依据地区总负荷

的峰谷时段制定的，往往与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的

峰谷时段不相符，这造成随着需求响应比例的增

加，电动汽车的日最大充电负荷将变大，导致充

电站的利用率下降，进而收益率下降。电动汽车

的负荷调节作用与充电站盈利率的平衡有待进一

步研究。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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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首次出行位置 首次出行时间 预计出行长度 出行起始SOC

各时段各地区电
动汽车停泊概率

随机生成

电动汽车每个时
间点位置

电动汽车每个时
间点负荷状态

实际出行长度 各地区之间的距离

用户可承受最低SOC

产生充电决策时间点 产生充电决策时间点SOC 产生充电决策所在位置

产生充电决策
最近充电站

各地区到各充
电站平均距离

电动汽车到达充电
站时的负荷状态

各充电站负荷曲线

附图 A1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预测流程图

Fig. A1    Flowchart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demand forecast 

 

前一价格时段 到达S′min的价格时段 后一价格时段

产生充电决策的时刻
价格需求响应前

价格需求响应后

前一价格时段 到达S′min的价格时段 后一价格时段

到达S′min的时刻产生充电决策的时刻 产生充电决策的时刻

到达S′min的时刻

附图 A2    价格型需求响应策略

Fig. A2    Price-based demand response strategy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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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1    充电站等级参数汇总.
Table S1    Summary of charging station level parameters

 

充电站
级别

变压器和充电桩设备
一次成本/万元

人工和维修年均
成本/万元

充电站
容量/kW

占地面积/
m2

0 0 0 0 0

1 310 28 250 337

2 520 96 500 693

3 690 120 750 1085

4 910 144 1000 1500

 

表 S2    峰谷时段划分及对应的分时电价
Table S2    Peak-valley period division and corresponding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时段名称 时段 电价/(元/kW·h)

峰 8:00—12:00 18:30—22:30 0.6751

平 6:30—8:00 12:00—18:30 0.4883

谷 22:30—6:30 0.3015

 

表 S3    不考虑需求响应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方案
Table S3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lan without considering demand response
 

参数 规划结果

备选站编号 7号

年折旧费用/万元 6.09

租金/万元 40.16

年运维人工费/万元 144.00

购电成本/万元 208.82

售电收入/万元 408.20

利润/万元 9.13

投资回报率/% 19.72

 

开始

模拟地区电动汽车一天出行链

令迭代次数 i=0

初始化决策变量

计算出充电站负荷曲线

确定电动汽车用户的充电行为

引入地区充电电价

确定充电站规模

计算出充电站成本

更新顶层迭代的个体最优解
和全局最优解

种群粒子个数 z=0

结束

z=z+1

z>Z？

i=i+1

i>I？

No

No

Yes

Yes

附图 A3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电动汽车充电桩规划

Fig. A3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pile planning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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