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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能源系统中，多个能量枢纽 (energy hub，EH)
间相互协调合作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并降低自身的运

行成本。因此，将多个 EH构建为合作联盟，以合作的方

式进行能源调度，通过沙普利值进行利益分配，制定相关

策略，同时参与日前和实时 2个市场，通过需求响应对负

荷进行削减，进一步优化运行成本；构建多 EH模型，对

交易模式进行阐述，并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应用随

机优化方法，以最小化运行成本为目标，在多个 EH间应

用该方法进行仿真，结果显示多 EH间的合作能实现各个

体的成本降低。

关键词：能量枢纽；合作；shapley值；需求响应；随机

优化

Abstract：In regional energy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cooper-
ation of multi  energy hubs (abbr.  E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system stability  and  decrease  operational  costs  of  EH   them-
selves. Therefore, multi EHs were built to cooperation alliance
and the energy dispatching was conducted in the manner of co-
operation. By means of Shapley values the benefit was distrib-
uted and related strategy was ena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H
participated in two markets, i.e., the day-ahead market and real-
time  market,  and  by  means  of  demand  response  the  load  was
cut  down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operation  cost.  A  multi  EH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pound the transaction mode and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  factors  was  taken  into  account,  and   ap-

plying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method the minimized operation
cost  was  taken  as  the  object  and  this  method  was  adopted  to
carry  out  the  simulation  among  multi  EH.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by  means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multi  EH  the
cost reduction of each individual can be implemented.

Keywords：energy  hub； cooperation； shapley  value； de-
mand response；stochastic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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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化石能源不断消耗引起的能源危机

和环境污染引发人们对传统能源利用模式的思考，

关于电、气、热等能源综合利用相关的研究开始

增多 [1-2]。能源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多能耦

合并提升了能源利用率，能量枢纽 (energy hub，
EH)在“未来能源网络愿景”项目中被提出 [3]，其

内部包含热电联产机组（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燃气锅炉、电转气等能源转换设备，能

够实现多能互补，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增加供能灵

活性。

多能源系统共同为区域负荷供能已是普遍现

象。目前，我国对多能源系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对于 EH的研究大多针对单个 EH的运行。文

献 [4]考虑气网动态过程下电气耦合系统，结合

需求侧响应对 EH进行调度优化；文献 [5]结合电、

气、热等多种能源，通过分层的方法，对 EH的

运行进行规划；文献 [6]考虑了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对综合能源系统进行了规划求解。而在多

EH的研究中，文献 [7]构建了一种含多 EH的电

气互联综合能源系统，利用机会约束规划对运行

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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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H既可为产能者也可为用能者的特性，

制定合适的策略参与市场可优化自身收益。文献 [8]
通过对市场价格进行预测，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制定竞价策略在市场购售获取收益；文献 [9]
考虑市场主体需求的市场决策模型对问题求解，

使竞价策略逐渐达到均衡，实现各方共赢和协调

发展；文献 [10-11]从发电侧的角度介绍了相关的

购能策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文献 [12]提出 EH
作为价格制定者的最优竞价策略，在多个 EH共

存的情况下谋取经济最大化；文献 [13]考虑分布

式发电，存储和价格响应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日

前市场的最优竞标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预期

净成本。除了通过上级电网获取能源外，EH间

也可进行能源调度，文献 [14]利用非合作博弈方

式实现多 EH场景下区域间负荷协调互补，优化

了运行成本。在用户方面，通过考虑需求侧响应，

能更好实现对负荷的削峰填谷。文献 [15]用 EH
的建模方法对热电联供系统进行建模，达到了降

低运行成本的目的，且减小了能源消耗。上述文

献考虑了在市场中的购能方式、多能源系统间的

交易方式以及售能方和用户间的交易，但只涉及

其中一方面，并未将它们结合。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合作的方式，将区域能

量枢纽构建为合作联盟，联盟成员制定策略参与

日前和实时市场，并在联盟内部进行能源调度，

辅以电力需求响应，对 EH的运行进行优化。最

后在多 EH模型上仿真验证所提方法并得出结论。 

1    能量枢纽模型

EH是能将电、热、气等能源进行耦合，输

出所需能源的能源转换设施。多能源系统中，不

同种类能源输入后，经过 EH转化，输出满足用

户侧需求的能源，因此，EH可增加系统供能灵

活性。为满足不同种类的能源需求，不同的 EH
会配备不同的设备，本文所构建的 EH以配电网，

天然气网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供能，包含CHP，
燃气锅炉，电热泵等能源转换设备和以蓄电池为

首的储能设备。在具体区域中，通常不是单个

EH独立运行，而是多个 EH共存的状况，所以本

文建立了包含 N 个 EH的多能源网络，图 1显示

了多 EH结构图。

由于 EH输入输出的多样性，通过耦合矩阵

对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进行描述，可表示为
L1

L2
...

Ln

 =


c11 c12 · · · c1m

c21 c22 · · · c2m
...

...
. . .

...

cn1 cn2 · · · cnm




P1

P2
...

Pm

 (1)

简记为
L = CP (2)

∆L

EH的建模不仅只有能源的传输和转化，为

考虑储能以及需求响应对 EH的影响，引入储能

向量M和需求响应向量 对模型进行修正。式 (2)
进一步更改为 [16]

L+M = CP+∆L (3)
 

1.1    产能设备模型

CHP能实现能源间的转换，增加能源调度的

灵活性，是 EH的核心，其模型为
Pt

chp,i = η
e
chpFt

chpλGV

Ht
chp,i = η

h
chpFt

chpλGV

Pmin
chp,i ⩽ Pt

chp,i ⩽ Pmax
chp,i

(4)

Pt
chp,i Ht

chp,i t

Ft
chp λGV

Pmax
chp,i Pmin

chp,i

式中： 、 分别为 时刻 CHP的发电功率

和产热功率； 为天然气消耗功率； 为其热

值； 和 为发电功率的上下限。

燃气锅炉负责为区域供热，其模型为 Ht
GB,i = η

h
GBFt

GBλGV

Hmin
GB,i ⩽ Ht

GB,i ⩽ Hmax
GB,i

(5)

Ht
GB,i t Ft

GB

Hmax
GB,i Hmin

GB,i

式中： 为 时刻燃气锅炉的产热功率； 为

消耗的天然气功率； 和 为产热功率的上

 

燃气锅炉

CHP 储能设备

可再生能源

电负荷

热负荷

EH1

燃气锅炉

CHP

可再生能源

电负荷

热负荷

EHN

...

电能流
热能流

信息流
天然气流

储能设备

电
热
泵

电
热
泵

天
然
气
网

配
电
网

图 1    多 EH 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multi energy h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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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

电热泵能高效地转换电能进行供热，在外界

温度变化不大时，其能量转换模型可近似表示为 Ht
ehp,i = αcopPt

ehp,i

0 ⩽ Ht
ehp,i ⩽ Hmax

ehp,i

(6)

Pt
ehp,i t Ht

ehp,i

αcop

式中： 表示 时刻电热泵的输入功率； 为

产热功率； 为电热泵的能效系数，设置为 2.5。 

1.2    储能结构

储能设备是 EH的关键设备之一，负荷低谷

时能对能量进行存储，负荷高峰时补偿能量的不

足，其储电设备模型构建为

Pt+1
es,n = Pt

es,n+ηes,cPt
es,c−Pt

es,d/ηes,d

Pmin
es ⩽ Pt

es,n ⩽ Pmax
es

0 ⩽ Pt
es,c ⩽ Pmax

es,c φ
t
es,c

0 ⩽ Pt
es,d ⩽ Pmax

es,dφ
t
es,d

0 ⩽ φt
es,c+φ

t
es,d ⩽ 1

P0
es,n=P24

es,n

(7)

Pt
es,n n t Pt

es,c

Pt
es,d t

ηes,c ηes,d

Pmax
es Pmin

es

φt
es,c φt

es,d

式中： 为储电设备 在 时刻的储电功率；

和 分别表示储电设备在 时刻的充电功率和放

电功率； 和 表示储电设备的充放电效率；

和 为储电设备的容量上下限。由于充电

和放电这两个过程不能同时进行，以二进制变量

和 对其进行约束。运行开始和结束时，存

储的能量需相等。 

1.3    可再生能源出力

由于风光电出力具有随机性，通过对历史数

据的拟合并结合所提模型，利用蒙特卡洛方法生

成风光出力状况，并进行场景缩减 [17]。

1) 光伏出力。

太阳光照强度近似服从 Beta分布，其概率密

度函数可表示为 [18]

f (s) =
Γ(α+β)
Γ(α)Γ(β)

(
s

smax

)α−1(
1− s

smax

)β−1

(8)

s smax

α β

式中： 、 分别为一时间段内的实际光强和最

大光强； 和 分别为 Beta分布的形状参数。光

伏输出的供能模型可表示为

Pt
pv = ηpvS pv f (s) (9)

Pt
pv t ηpv S pv式中： 为 时段 PV的输出功率； 和 分别

为太阳能辐射效率和辐射面积。

2) 风电出力。

v风电出力大小受风速 影响，将其构建为

Pw =


0, vw < vci

w,vw > vco
w

Pr
w

vw− vci
w

vr
w− vci

w
, vci

w ⩽ vw ⩽ vr
w

Pr
w, vr

w < vw ⩽ vco
w

(10)

Pr
w vci

w vco
w vr

w vw式中： 为风电设备装机容量； 、 、 、

为切入风速、切出风速、额定风速和实时风速。 

2    市场运行方式
 

2.1    市场机制

合作机制：联盟成员根据内部的能源状况，

多能的 EH和缺能的 EH构成合作关系，合作的

参与者数量上限不定。合作成员共同供给区域负

荷，根据贡献度进行利益分配。

电力需求响应机制：各 EH运营商与用户签

订负荷削减合同 [19]，以保证在供能不足时削减负

荷来减小供能压力，给予用户适当补偿，弥补其

用能舒适度的改变。合同中的可削减负荷具有调

节速度快的特点，能在实时运行中快速响应。 

2.2    优化运行问题

联盟参与市场分为日前和实时 2个阶段，在

图 2进行了描述。在日前阶段，各 EH基于历史

数据预测日前和实时电价，假设预测结果一致。

根据日前收集的内部负荷状况，结合可再生能源

的预测出力，对内部设备的运行点进行规划，并

将需要购置的能源提交日前市场，各 EH以价格

接收者的身份在规模范围内出清部分能源。
  

日前 实时

日前市场
清算

各EH制定
购能策略

一阶段

二阶段

联盟内部能源调度

需求响应执行及市场清算

一小时前预测

图 2    EH 联盟运行框架
Fig. 2    Operation frame of EH alliance 

 

实时运行中，各 EH内部机组运行点不作改

变。为减小不确定性的影响，得到更准确的可再

生能源实际出力状况，EH在实时市场清算前 1 h
再对可再生能源出力进行预测，由于误差的关系，

预测出力和实际出力间会存在偏差，若按日前的

运行计划运行，会出现供能不足的情况。为补齐

偏差的能量，EH在联盟内部发出合作请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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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调度，多能的 EH与缺能的 EH达成合作关

系共同为区域用户供能，按贡献度进行利益分配。

当联盟内部能源不足时，比较实时购能和发布需

求响应指令的成本，选择成本更低的方案补齐偏差。

EH既可为用能者也可为产能者，为获取额

外收益，在联盟内部各 EH负荷饱和时，EH可将

能源回售电网获取额外收益,但价格通常低于实时

电价。 

2.3    目标函数

EH的优化目标旨在最大化预期收益或最小

化运行成本。本文所构建的 EH运行成本包含燃

料成本、电交易成本、运维成本以及需求响应补

偿成本
min(Cfuel+Ce+Crun+Ccom) (11)

1)燃料成本。

CHP机组与燃气锅炉运行所需燃料的成本为

Cfuel =Cg

T∑
t=1

(Ft
chp+Ft

GB) (12)

Cg式中： 为天然气价格。

2)电交易成本。

电交易成本包含电网购电成本和售电收益。

由于电能具有良好的传递性，能将各 EH联系起

来，所需成本为

Ce =

24∑
t=1

[
Ct

DAPt
DA+Ct

RTPt
RT+Ct

sellP
t
sell

]
(13)

Pmin
e ⩽ Pt

DA ⩽ Pmax
e (14)

Pmin
e ⩽ Pt

RT ⩽ Pmax
e (15)

Pmin
e ⩽ Pt

sell ⩽ Pmax
e (16)

Ct
DA Ct

RT Ct
sell

Pt
DA Pt

RT

Pt
sell

Pmax
e Pmin

e

式中： 、 、 分别表示上级电网的日前

电价、实时电价和售电价； 、 分别表示在

日前市场、实时市场购入的电功率； 为向上

级电网出售的电功率； 和 为与电网交互

功率的上下限。

3)运维成本。

Crun =

T∑
t=1

 Pt
pvypv+Pt

wyw+ (Pt
ch+Pt

dch)ysto+

Pt
chpychp+Ht

GBygb+Pt
ehpyehp

 (17)

ypv yw ysto ychp ygb yehp式中： 、 、 、 、 、 为相应设备的

单位功率运维系数。

4)需求响应补偿成本。

为降低运行成本，引入需求响应对负荷进行

调节，考虑柔性负荷对 EH运行的影响，本文所

提柔性负荷具有调节速度快的特点，在需要时能

快速削减。EH提前收集用户的柔性负荷信息，

并细化需求响应的等级，按递增顺序将削减量分

为 K 个等级，利用阶梯补偿方式对用户进行补偿。

Ccom =

T∑
t=1

K∑
k=1

DEDR,k,tycom,k,t (18)

ycom,k,t t k式中： 为 时刻第 个等级的补偿电价。 

2.4    约束条件

1)负荷削减约束。

每时刻负荷削减量不得超过当前时刻的最大

可削减量

DEDR,k,t ⩽ Dmax
EDR,k,t (19)

DEDR,k,t式中： 表示 t 时刻第 k 个等级的负荷削减量。

2)功率平衡约束。

保证内部负荷的供给是 EH稳定运行的先决

条件。每时刻系统内部的电负荷和热负荷都需满

足以下条件

Et
load−DEDR,t +Pt

ch =Pt
DA+Pt

RT+Pt
bet+Pt

GT+

Pt
pv+Pt

w−Pt
sell+Pt

dch (20)

Ht
load = Ht

chp+Ht
GB+Ht

ehp+Ht
bet (21)

Et
load Ht

load t

Pt
bet Ht

bet

式中： 、 表示 时刻的电负荷和热负荷；

和 为联盟内部交互的电功率和热功率。 

2.5    合作问题

1)合作前提。

EH参与合作联盟的目的是降低运行成本，

这是先决条件，参与合作后 EH的运行成本不能

超过单独运行时的成本，且每时刻的交互功率需

在一定的范围内，即
T∑

t=1

Cs ⩽
T∑

t=1

Cnon
s (22)

Pmin
bet ⩽ Pt

bet ⩽ Pmax
bet (23)

Hmin
bet ⩽ Ht

bet ⩽ Hmax
bet (24)

2)利益分配。

合作联盟的利益分配需保证公平，沙普利值

法根据合作联盟参与者对联盟的贡献大小对其收

益进行分配，体现了参与者在联盟中的重要程度[20]。

n s N S

k s

ϕk

设联盟的参与人数为 ， 为 中一个联盟 的

参与人数，则成员 参与合作构成的规模为 的联

盟出现的概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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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k =
(s−1)!(n− s)!

n!
(25)

Tk其对联盟的贡献 可表示为
Tk = v(s)− v(s/k) (26)

v(s) S v(s/k) s/k

k s−1 k

Vk

式中： 为联盟 的收益； 为联盟 不包

含成员 以 为规模的收益。成员 可分配得到

的收益 可表示为

Vk =
∑

s∈S/k

(s−1)!(n− s)!
n!

(v(s)− v(s/k)) (27)
 

3    算例分析

为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以 4个规模相近

的 EH为研究对象，其内部包含的设备如图 1所

示。设备容量参数及运行参数如表 1和表 2。
  

表 1    容量参数
Table 1    Capacity parameters

 

设备名称
设备容量/kW

EH1 EH2 EH3 EH4

光伏设备 3000 2800 3000 3000

风电设备 3600 2000 3600 3600

CHP 1000 1500 1000 1500

电热泵 300 300 450 450

燃气锅炉 1400 1500 1500 1400

储电设备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2    运行参数

Table 2    Operating parameters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元/kW·h)

ηch 0.95 ypv 0.0096

ηdch 0.95 yw 0.0296

ηe
chp 0.4 ysto 0.0254

ηh
chp 0.35 ychp 0.0158

ηh
GB 0.9 ygb 0.0163

 
 

所提问题实为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利用

Gurobi求解器对问题进行求解。假设天然气价格

为固定值，为 2.2元/m3，热值为 9.7 kW/m3，日前

和实时电价如图 3。针对需求响应对用户的电价

补偿，设置 3个等级分为 3个时段，峰时段 (09:00—
13:00， 18:00—22:00)补偿电价为 0.5元 /kW·h；
平时段 (06:00—08:00， 14： 00—15:00)电价为

0.3元 /kW·h；谷时段（01:00—05:00，   23:00—
24:00）电价为 0.2元/kW·h，每时刻与电网交互功

率的上限为 1500 kW，EH间交互功率的上限为

1000 kW，负荷削减功率的上限为 300 kW，储能

初始容量为 500 kW。假设 4个 EH距离较近，能

量传输中的损耗不作考虑。各 EH运行中机组按

预定计划出力。
  

0.8

0.7

0.6

0.5

0.4

0.3

0 5 10 15 2520

价
格
/元

时段/h

日前电价 实时电价

图 3    预测电价
Fig. 3    The forecasted electricity price 

 

以上述方法在系统中进行仿真，调度周期为

24 h，时间间隔为 1 h，4个 EH某日的负荷状况

和可再生能源出力状况如图 4所示。

CHP机组的运行状况如图 5。CHP机组的运

行计划在日前进行配置，在 01:00—03:00时段，

CHP机组都不运行，是因为相比于气供能，通过

从电网购电，利用燃气锅炉、电热泵供热的方式

更经济。以 EH1为例对其他不运行时段进行解释，

如 10:00—11:00、19:00—24:00时段不运行，是

因为预测的可再生能源出力能够满足负荷需求，

且内部的热负荷通过燃气锅炉和电热泵供应更为

经济，所以这些时段不运行。其他 EH的运行情

况也类似。

图 6描述了整个周期内联盟内部能源的交互

状况，图 7为调度周期内 4个 EH的能源调度状

况。结合图 6和图 7，以 EH1为例对结果进行分

析，其他 EH分析类似，不过多赘述。在日前市

场清算后，01:00—08:00、13:00—14:00、17:00
以及 20:00时段，EH1表现为缺电状态，储能设

备先选择性地放电，由于放电效率的制约，放电

后可能并不满足负荷需求。在内部寻求合作能源，

其中 02:00－05:00通过合作，刚好补齐偏差，而

在 13:00和 20:00时段，由于联盟内部能源不充裕，

获取合作能源后仍不满足负荷需求，而此时通过

发布负荷削减指令所需的成本小于电网购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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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进行负荷削减。在缺能的其他时段，因

为联盟内没有合作能源，08:00和 14:00先进行负

荷削减，但由于可削减上限的制约，负荷仍不饱

和，最后通过实时购能补齐偏差。而在 06:00－
07:00时段，因为实时购能成本更低，所以直接

与电网交易补齐偏差。在 10:00－12:00、15:00、
18:00－19:00和 21:00－24:00时段，EH1表现为多

能状态，所以与其他缺能 EH合作。而在 21:00－
23:00时段，合作后 EH1能源仍有盈余，为获取

额外收益，将剩余能源售给电网。而根据图 7的

出力状况发现，在 11:00时刻，EH1，EH3和 EH4
都进行了电能的回售，是因为此时可再生能源大

发，各 EH的负荷都已饱和，并且此时电价较高，

通过向电网售电的方式对多余能源进行处理。

图 8为热调度状况，根据图 4可知各 EH的

热负荷不高。在不合作的情况下，首先，CHP机

组在供电时会产生部分热能，但通常情况下无法

满足热负荷需求，其他供热设备开始工作。由于

 

热负荷 电负荷 光电 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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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可再生能源出力及负荷状况

Fig. 4    Output and Load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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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HP 运行状况

Fig. 5    Operating situation of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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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H 间功率交互状况

Fig. 6    Power interaction among EHs 

402 现　代　电　力 2022 年 8 月

现代电力，2022，39（4）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5 10 15 20 25
−1000

时段/h

功
率

/k
W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5 10 15 20 25

时段/h

功
率

/k
W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5 10 15 20 25

5000

时段/h

功
率

/k
W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5 10 15 20 25

5000

时段/h

功
率

/k
W

CHP 削减负荷 存储出力 合作交易 光伏出力

风电出力 实时交易 日前交易 电负荷

(a) EH1

(d) EH4(c) EH3

(b) E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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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nergy scheduling situation of four EHs within a dispatch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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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泵的效率更高，在低电价时，电热泵会优先

工作，但受限于设备容量，在无法满足内部负荷

时，由燃气锅炉补足。而在合作后，各机组仍正

常运行但由于设备容量的差异，EH3和 EH4在满

足自身负荷后电热泵的容量仍有剩余，所以与

EH1和 EH2合作，向其供应低价的热能。

为验证 EH间合作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各

EH单独运行的成本进行比较，表 3列出了其运

行结果。
  

表 3    各 EH 单独运行成本与合作运行成本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isolated operation cost of each EH

and cooperative operation cost of all EHs
 

单独运行/元 合作运行/元 变化率/%

EH1 9608.32 9218.18 4.06

EH2 22734.38 21864.69 3.83

EH3 22055.29 20883.71 5.31

EH4 22660.49 21035.19 7.17
 
 

结果显示，应用所提方法后，运行成本都有

一定程度的降低，表明通过合作的方式能够对系

统的运行有所优化。 

4    结论

1）多 EH间构成合作联盟，多能的 EH与缺

能的 EH协调供应区域负荷的方式有效降低了运

行成本。

2）借助 EH相互间的能源调度，减轻了电网

供能压力以及回售能源引起的电网波动。

3）通过与用户签订负荷削减合同，以给予

用户补偿的方式降低了自身供能压力。

4）EH间合作供能根据贡献度分配收益，确

保了分配的公平。

本文所提方法使 EH同时参与日前和实时市

场，选择更优的方式购能，并使 EH的能源可在

联盟内部调度也可出售回电网或进行存储，增加

了区域能源系统能源调度的灵活性，对未来区域

能源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借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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