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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智

体强化学习的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方法，使得多风氢

系统在有效消纳风电的同时实现联合收益最大化。首先，

考虑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两者间通过合约交易方式联合运

行，分别构建各自的运行模型；其次，以多风氢系统联合

运行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联合优化运行模型；再者，针

对多风氢系统多决策变量导致的维数灾难问题，将多智体

引入到强化学习中并采取多决策更新方法加速算法收敛；

最后，通过算例仿真验证所提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方法的可

行性。

关键词：多风氢系统；维数灾难；多智体；强化学习；多

决策更新

Abstract：In allusion to the joint  operation of multi  wind-hy-
drogen  system,  based  on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joint optimization operation meth-
od was proposed to make the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en-
able to accommodate wind power effectively and meanwhile to
maximize the joint revenue. Firstly, considering the joint opera-
tion of wind farm, hydrogen generation and hydrogenation sta-
tion in the manner of contract transaction, respective operation
models for them were constructed. Secondly, taking the maxim-
ized joint operation revenue of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as
the objective,  a  joint  optimization  operation  model  was   estab-
lished.  Thirdly,  to  cope with  the  dimension disaster  caused by
multi  decision  variables  of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the
multi  agent  was  led  into  th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the
method  of  multi-decision  update  was  adopted  to  speed  up  the
algorithm convergence. Finally,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estab-
lished model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dopted method are veri-

fied by simulation example.

Keywords：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dimension disaster；
multi-agent；reinforcement learning；multi-decisio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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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清洁可再生能源作为化石燃料的理想取代品，

对于解决全球变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

有着深远的意义 [1]。作为一种理想的绿色能源，

风电迅猛发展。然而，风能的分布与利用呈现出

区域性的不平衡，弃风限电问题凸显 [2]。

氢气是一种清洁无污染，能量密度高、转换

形式多样的二次能源。利用风电制氢能够增加风

电的可调度性，同时生成绿色氢气，是解决风电

消纳问题的理想方案之一。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

可以发挥氢长期大规模存储和多元化产品输出的

优势，在未来风电开发利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3]。文献 [4]提出考虑产业链传导的风电全

电量制氢经济分析模型，为全面评价上网背景下

新能源消纳受限地区风电产业新的发展提供参考;
文献 [5]对比不同风电渗透率情况下的电网运行

情况，配备制氢装置吸收富余的风电，可大幅减

少弃风并增加风电场收入；文献 [6]研究使用风

力发电进行电解制氢的可行性，在爱尔兰巨大的

风能资源范围内评估氢的潜在利益；文献 [7]考
虑碱性电解槽电热特性、电解槽功率调节特性等

因素，提出碱性电解槽列阵轮值协调控制策略，

有效提高风电消纳能力；文献 [8]提出一种风电

制氢存储系统，考虑到风电输出和电价的不确定

性，提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运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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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9]提出一种含制氢储能的风电系统基本构

架，可有效平抑风电输出功率，增加系统运行的

稳定性。文献 [10]针对风电制氢系统的欠经济性

运行，提出一种兼顾富余风电充分消纳和全局效

益的电网灵活负荷控制策略。上述的研究利用制

氢装置有效解决了风电消纳问题，但是对于风电

场而言，配备制氢装置将导致投资建设成本的显

著提升。在实际运行中，出于经济性考量，风电

场与氢系统可属于不同的投资建设主体，两者之

间通过联合运行的方式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各投

资主体中的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深入的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方式有待进一步挖掘。

同时，多风氢系统运行具有多时间断面、多

控制变量的特点，例如将一天分为 96个时间断

面，各时间断面内包含风电上网功率、电解槽制

氢功率等控制变量，导致求解困难。经典的优化

算法，如牛顿法 [11]、梯度下降法 [12] 等，依赖于

严格的数学模型，当优化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时

将难以求解。虽可将非线性问题转化为线性问题

进行求解，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求解的结果。而

对于粒子群算法 [13]、蚁群算法 [14] 等非线性算法，

虽可较好地求解非线性优化问题，但易于陷入局

部最优且求解稳定性差。众多的控制变量不论对

非线性算法还是经典优化算法，都可能陷入到维

数灾难当中，使得求解过程复杂且计算量巨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算法的实用性。作为机器学

习算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强化学习对数学模型具

有不敏感性，并采用试错的方法求取目标任务的

解。目前在电力系统中，强化学习算法已经应用

于安全稳定控制、自动发电控制、电压无功控制

以及电力市场等方面 [15]。文献 [16]基于强化学习

理论，提出一种实用的地区电网无功电压优化控

制方法；文献 [17]针对微电网中分布式电源下垂

一次控制产生的系统频率和电压静态偏差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强化学习的就地反馈方法的分布式

二次优化控制；文献 [18]在风电与储能配置给定

的前提下，利用强化学习实现风电与储能系统之

间的有机合作；文献 [19]将人工智能扩展至传统

输电网规划中，提出基于强化学习理论的输电网

扩展规划方法。上述研究较好地应用强化学习算

法求解优化问题，但多决策变量导致的维数灾难

依然是限制该算法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如何克

服维数灾难问题，仍值得研究。同时，单智体决

策无法满足多风氢系统多时间断面调度的灵活

性。目前，已有研究将多智体应用到能量管理当

中 [20-22]。多智体运用集体智慧，将复杂的问题分

配给多个单智体求解，并且智体间伴随信息交互，

兼顾求解问题的独立性与整体性。

本文针对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问题，将收益

最大化作为目标，构造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

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多智体强化学习的

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方法，利用多智体分布

式计算、自主搜索、信息交互等特点并采用多决

策更新方法，加速强化学习算法的收敛。最后，

通过算例仿真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并分析多

风氢系统的优化结果以及影响收益的相关因素。 

1    考虑合约交易的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

作为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关键因素，氢系统可

有效地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从能源角度出

发，通过电解水制氢将电能转化为氢气可促进风

电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促成多风氢系统的形成。

依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开展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23] 给出的分

布式交易模式：分布式电源与分布式负荷之间可

以直接进行电力交易，购售电双方均需提前向调

度机构上报出力预测与负荷预测。本文考虑多风

氢系统联合运行，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在合约市

场上签订月度合约，在日前市场上调度机构下发

电价曲线，多风氢系统根据预测风电出力、预测

氢负荷等因素确定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之间的合

约交易功率。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的合约交易功

率按照合约电价结算，风电场剩余的功率参加日

前市场的竞标，按照上网电价结算。制氢加氢站

与风电场的合约交易功率按照合约电价结算，其

余制氢加氢站消耗功率按照负荷用电电价结算。

多风氢系统的组成设备包括风电机组、电解

槽、压缩机、储氢罐以及加氢设备，详情见附图

A3。多风氢系统的运行目的是合理且高效地利用

能源，通过优化各时段内电解槽的制氢功率、风

电场的上网功率以及合约制氢功率，减少制氢成

本的同时提高售电收益，取得多风氢系统收益的

最大化。在风电场出力不足时，多风氢系统亦可

使用电网功率辅助制氢，提高了多风氢系统运行

方式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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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模型
 

2.1    风电场运行模型

t S w
t风电场 时刻的收益 可表示为

S w
t =

∆t
NW∑
i=1

Pw_g
t,i ρ

w_g
t )+ (∆t

NW∑
i=1

Pw_el
t,i ρ

w_el

 (1)

i t NW

Pw_g
t,i i t

Pw_el
t,i i t

ρ
w_g
t t ρw_el

∆t

式中： 为风电场索引； 为时间索引； 为风电

场的数量； 为第 个风电场 时刻向电网出售的

功率； 为第 个风电场 时刻的合约制氢功率；

为 时刻的上网电价； 为风电场与制氢加

氢站的合约电价； 为调度时间间隔。

风电场上网功率包括出售给电网的功率以及

合约制氢功率；风电场的上网功率波动严重影响

电网的电能质量，为平滑风电场上网功率，在风

电上网功率越限的情况下将进行弃风。风电场在

运行中满足有功功率约束。上述要求表示为

Pw_G
t,i = Pw_g

t,i +Pw_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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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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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第 个风电场 时刻上网功率； 为

第 个风电场的额定装机容量； 为风电上网功率

的上限变化率； 为第 个风电场 时刻的弃风

功率； 为第 个风电场 时刻的风电出力。 

2.2    制氢加氢站运行模型

制氢加氢站利用风电场合约制氢功率电解制

氢，同时在风电不足或负荷用电电价较低时吸收

电网功率辅助制氢，制备的氢气将供给氢负荷或

存储于储氢罐中。 

2.2.1    电解槽模型

PEM电解槽具有电解效率高、工作电流密度

大、电解槽体积小、易于操作与维护等优点，因此

本文选用 PEM电解槽，电解制氢的关系可表示为

Fel
t, j =
ηelPel

t, j

HLHV
(3)

j Fel
t, j j式中： 为制氢加氢站的索引； 为第 个制氢加

t ηel

Pel
t, j j t

HLHV

氢站 时刻单位时间内的产氢速率； 为电解槽的

电解效率；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电解槽的

输入功率； 为氢气的低热值。

在实际生产中，电解槽的电解效率与电解功

率有关。当电解槽的输入功率变化时，电解效率

随之改变并呈现出一定的函数关系。根据文献 [24]
的制氢效率特性模型所得出的电解功率与电解效

率数据，拟合出的电解效率函数可表示为

ηel = −1.112
(
Pel∗)4+3.222

(
Pel∗)3

−3.384
(
Pel∗)2+1.296Pel∗+0.6707

Pel∗ =
Pel

t, j

Pel
max, j

(4)

Pel∗式中： 为电解槽输入功率的标幺值。

电解槽运行时满足的功率约束可表示为

Pel
min, j ⩽ Pel

t, j ⩽ Pel
max, j (5)

Pel
max, j Pel

min, j j式中： 、 分别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电解

槽输入功率的上下限。

文献 [25]指出，在电极相互独立的运行模式

中，氢气的纯度随着电流密度的上升而增加，并

最终趋于稳定值。当电极电流密度达到 0.2 A/cm2

时，氢气的纯度可以达到 99.99%vol以上，符合

安全运行的标准，也符合商业高纯度氢的标准。

文献 [26]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最佳电解槽输入功率，

可表示为

0.25Pel
max, j ⩽ Pel

t, j ⩽ Pel
max, j (6)

 

2.2.2    压缩机模型

为提高储氢罐氢气的单位存储密度，常将低

压氢气通过压缩机压缩成高压氢气。在压缩氢气

的过程中，压缩机所消耗的功率可表示为
Pcom

t, j = Fcom
t, j Wcom

ref

 ln(pcom/p0)
ln(pcomref /p

0)


Fcom

t, j = (1−γcom)Fel
t, j

(7)

Pcom
t, j j t

Fcom
t, j j t

Wcom
ref

pcom p0 pcomref

γcom

式中：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压缩机所消

耗的功率；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单位时

间内流入压缩机的氢气量； 为压缩机在参考

工作压力下压缩单位质量的氢气所消耗的能量；

为压缩机的工作压力； 为标准大气压；

为压缩机的参考工作压力； 为氢气从电解槽

到压缩机的耗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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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储氢罐模型

为协调氢气的生产与氢负荷需求之间的不平

衡，利用储氢罐存储多余的氢气以满足不时之需。

储氢罐的总容量采用公式 (8)确定

Ctank, j = ηel
Pel

max, jhd
HLHV

(8)

Ctank, j j

hd hd

hd

式中：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的储氢罐总容量；

为电解槽满载运行时长。文献 [27]将 设置为

24 h，以减少氢负荷需求与氢气生产的不平衡。

本文考虑在电价低谷时期将生成较多的氢气，功

率调度间隔为 15 min，对氢负荷需求的响应较为

敏感，综合考虑将 设置为 6 h。
为满足储氢罐的安全运行，在正常运行情况

下，储氢罐的约束可表示为

S t+1, j = S t, j+Ftank
t, j ∆t−Lt, j+

NHS∑
j′, j

(
S in

t, j j′ −S out
t, j j′
)

Ftank
t, j = (1−γtank)Fcom

t, j

S min, j ≤ S t, j ≤ S max, j

g(t) ·S tran
min, j ⩽ S out

t, j j′ ⩽ g(t) ·S tran
max, j

g(t) ·S tran
min, j′ ⩽ S in

t, j j′ ⩽ g(t) ·S tran
max, j′

S min, j = 0.1Ctank, j,S max, j = 0.9Ctank, j

g(t) =

1 , t = 36,64

0 , 其他
(9)

S t, j j t

Lt, j j t

Ftank
t, j j t

S in
t, j j′ j′ j

S out
t, j j′ j

j′ S tran
max, j

S tran
min, j S tran

max, j′ S tran
min, j′ j j′

g(t)

γtank

S max, j S min, j j

式中：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储氢罐的储氢

量；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的氢气需求量；

为第 个制氢加氢站 时刻单位时间内流入储

氢罐的氢气量； 表示第 个制氢加氢站向第

个制氢加氢站供应的氢气量； 表示第 个制氢

加氢站向第 个制氢加氢站输出的氢气量； 、

、 、 分别为第 、 个制氢加氢站

长管拖车运输量的上下限； 为符号函数，表示

是否进行氢气互供； 为氢气从压缩机到储氢

罐的耗散率； 、 分别为第 个制氢加氢

站储氢罐存储量的上下限。 

2.2.4    制氢加氢站运行收益模型

t S H
t

制氢加氢站将氢气出售给氢负荷，以此获得

收益；制氢加氢站的运行成本包括购电费用、储

氢费用、电解槽运行维护费用以及氢气运输费用；

在合约制氢功率不足的情况下，制氢加氢站将向

电网购电。制氢加氢站 时刻的收益 可表示为



S H
t =

NHS∑
j=1

mt, jρ
H

−
∆t

NW∑
i=1

Pw_el
t,i ρ

w_el


−Cg

t −Csto
t −Cel

t −Ctran
t

mt, j =min
{
Lt, j,Ftank

t, j ∆t+S t, j−S min, j
}

Cg
t =

NHS∑
j=1

Pg
t, jρ

g
t ∆t

Csto
t = ∆t

NHS∑
j=1

µsS t, j , Cel
t = ∆t

NHS∑
j=1

kelPel
t, j

Ctran
t = ρtran

NHS∑
j=1

NHS∑
j′, j

S out
t, j j′

(10)

NHS mt, j j

t ρH Cg
t

t Csto
t t

Cel
t t Ctran

t

t Pg
t, j

ρ
g
t t

µs kel

ρtran

式中： 为制氢加氢站的数量； 为第 个制氢

加氢站 时刻的售氢量； 为氢气的单位售价；

为 时刻的电网辅助制氢费用； 为 时刻的储氢

费用； 为 时刻的电解槽运行维护费用； 为

时刻的氢气运输费用； 为第 j 个制氢加氢站 t
时刻的电网辅助制氢功率。 为 时刻的负荷用电

电价； 为单位时间单位量的储氢费用； 为单

位时间单位电解容量的电解槽运行维护费用；

为氢气运输单位成本。

制氢加氢站的有功功率约束可表示为
NHS∑
j=1

(Pel
t, j+Pcom

t, j ) =
NHS∑
j=1

Pg
t, j+

NW∑
i=1

Pw_el
t,i

0 ⩽ Pg
t, j

(11)

 

2.3    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模型

以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模型可表示为
maxG =

T∑
t=1

(S w
t +S H

t )

s.t.式(2)(3)—(7)(9)(10)(11)

(12)

G T式中： 为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收益； 为一天中

划分的时间断面数量，本文取 96。 

3    基于多智体强化学习的多风氢系

统联合优化运行方法
 

3.1    多智体强化学习

作为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分支，强化学习通

过试错的方法与环境进行交互，同时不断改进动

作策略，可以求解复杂的优化决策问题。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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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奖赏或得出最优策略，因此，

将奖赏函数设置为多风氢系统收益，其形式如下

所示

r =

 G , 满足运行约束
0 , 不满足运行约束

(13)

r式中： 为奖励函数，表示执行一个动作后智体

获得的奖励值。

n

n k k

S n

A1 An

rb

为减少维数灾难对强化学习的影响，应用多

智体改进强化学习。设多智体强化学习有 个决

策变量，对应 个单智体，即决策变量 由单智体

所决策。多智体所对应的状态空间为  ， 个单智

体对应的动作空间分别为 ，...，  。根据多智

体间需进行信息交互的要求，设置基准奖励 作

为衡量单智体动作的优劣，设置基准动作作为单

智体决策的出发点，可表示为{rb = C
ab = (a1

b, · · · ,a
k
b, · · · ,a

n
b)

(14)

a1
b ∈ A1

an
b ∈ An n ab n

式中： C为一接近于零的常数； ， ...，
分别为 个单智体的基准动作； 为 个单

智体的联合基准动作。

k当其他智体动作保持不变，仅单智体 改变

动作后，获得的奖励如下

rk = r(s,a1
b, · · · ,a

k, · · · ,an
b) (15)

rk s ∈ S

ak ∈ Ak k k

ak

k

式中： 表示单智体 k 的决策奖励； 为当前

状态；  为单智体 的决策动作。单智体 以

基准动作为起点，仅改变其决策动作 ，以此探

索在单智体 角度上的最优动作决策。

k Q单智体 的 值采用式 (16)更新

Qk
l+1(s,a1

b, · · · ,a
k, · · · ,an

b) = Qk
l (s,a1

b, · · · ,a
k, · · · ,an

b)+

α(rk +γ max
a′k∈Ak

Qk
l (s′ ,a1

b, · · · ,a
′k, · · · ,an

b)−

Qk
l (s,a1

b, · · · ,a
k, · · · ,an

b))
(16)

Qk
l (s,a1

b, · · · ,a
k, · · · ,an

b) k

ak l max
a′k∈Ak

Qk
l ( s′,

a1
b, · · · ,a

′k, · · · ,an
b ) s′ k

Q α(0 < α < 1)

γ(0 < γ < 1)

式中： 表示单智体 在当前状

态 s 选择动作 第 次迭代的 Q 值；

 为下一个状态 下单智体 所有可

行动作中最大的 值； 为学习因子；

为奖励递减系数。

Q k在 值的不断迭代中，单智体 得出的最优策

略可表示为

πk
∗ = arg max

ak∈Ak
Qk

l (s,a1
b, · · · ,a

k, · · · ,an
b) (17)

πk
∗ k式中： 表示单智体 在其角度上得出最优动作策略。 

3.2    状态空间与动作空间的选择 

3.2.1    状态空间

对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问题，本文选择

风电出力、上网电价、负荷用电电价以及储氢罐

储氢量作为状态量。对本文的单智体而言，输入

状态为该单智体所属时间断面内的状态量。

Pw
t,i

首先由于风电出力不可控，对于确定时间断

面的风电出力状态量为一固定值，即各时间断面

下，一个风电场只包含 1种风电出力状态量 。

ρ
w_g
t

ρ
g
t

其次，类似于风电出力，在确定时间断面下

只包含 1种上网电价状态量 和 1种负荷用电

电价状态量 。

最后，对于储氢罐储氢量，在本文的约束下

实际只有 1个运行区间，可表示为：

S min, j ⩽ S t, j ⩽ S max, j (18)

S min, j S max, j区间 [ , ]为储氢罐正常运行状态，

只含有 1种状态量，各时间断面下任意 1个储氢

罐的储氢状态量都包含于上述运行区间。

T

T

考虑到将一天划分为 个时间断面，则状态

空间 S 共包含 种状态，任意一种状态可表示为：

s =
{ Pw

t,1, · · · ,P
w
t,i, · · · ,Pw

t,NW
,ρ

w_g
t ,

ρ
g
t ,S t,1, · · · ,S t, j, · · · ,S t,NHS }

(19)

根据所属时间断面的风电出力、上网电价、

负荷用电电价以及储氢罐储氢量，即可唯一确定

状态。 

3.2.2    动作空间

多风氢系统中，多智体强化学习的决策变量

为风电上网功率、合约制氢功率以及电解槽输入

功率。依照强化学习的动作要求，通过功率的上

下限将功率离散化以获取动作空间。

Pw
t,i

风电上网功率的上限由风电出力所决定，将

风电出力由 0至 离散为 d 个固定值即可得到风

电上网功率动作，如下：0, Pw
t,i

d
,
2Pw

t,i

d
, · · · ,Pw

t,i

 (20)

考虑到风电上网功率为 0的情况，风电上网

功率动作共包含 d+1个动作。合约制氢功率的动

作同风电上网功率相同，不再赘述。

Pel
max, j将电解槽输入功率由 0至 离散为 b 个固

定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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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el
max, j

b
,
2Pel

max, j

b
, · · · ,Pel

max, j

 (21)

考虑到电解槽输入功率为 0的情况，电解槽

输入功率动作共包含 b+1个动作。

根据所属决策变量，单智体即可确定唯一动

作空间。 

3.3    多决策更新方法

出于贪婪获取奖励的本性，所有单智体的决

策都将趋于增大奖励的方向，对结果收敛具有较

强的引导性。强化学习的本质是累计经验的过程，

该经验反映奖励增长的趋势或优异动作策略的调

整方向，多个单智体的决策就反映分层次多维度

的经验知识。在一次迭代中获得多个单智体的决

策经验积累，强化学习的经验知识将呈现多方面、

大幅度的增长，学习速度将有效提升。

单决策更新与多决策更新的原理见附图 A1。
从图中可知，在独立探索阶段，单智体通过

试错得出决策进而获取奖励，而后利用决策更新

基准。对单决策更新而言，最大奖励决策 k 被选

中进入决策验证。当该决策奖励大于基准奖励时，

决策将更新相应单智体的基准动作以及基准奖励

形成新的基准，否则决策不被采纳，保持原有的

基准奖励以及基准动作。此过程中，仅选择集体

最大奖励决策更新基准。对多决策更新而言，在

更新的过程中多个单智体的决策将得到实现。多

决策更新按照决策奖励由大而小依次排列单智体

决策，最大奖励决策首先进入决策验证；其次，

第二奖励决策将改变相应单智体的基准动作进而

获取奖励，从而进入决策验证。如此，依次验证

决策，直至决策验证完毕。因而多决策更新将利

用多个决策实现多个单智体基准动作的更新，基

准奖励也被数次扩大，加快了获取奖励的进程。

在多智体强化学习环境下，依靠单智体在对

应动作空间探索以获取最优动作决策。单智体 k
的动作选择采用 ε-greedy策略选择动作，方法可

表示为

ak =


arg max

ak∈Ak
Qk

l (s,a1
b, · · · ,a

k, · · · ,an
b) , p ⩽ ε

ak
rd, other

(22)

p 0 ⩽ p ⩽ 1, p ∈ R

0 < ε < 1

ak
rd Ak

式中： 为一随机数字；其取值为 ；

为贪婪系数，表示单智体利用 Q 表的概

率； 表示单智体 k 随机从可行动作空间 中选

择一个动作。 

4    算例分析
 

4.1    基本数据

本文以附图 A3所示多风氢系统为例。多风

氢系统包含 2个风电场和 3个制氢加氢站，每个

风电场的总装机容量为 25 MW，每个制氢加氢站

电解槽的总额定容量为 16 MW。合约电价是衡量

合约双方能否从联合运行中受益的一个关键因素，

适当的合约电价可保证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但本

文主要关注的是多风氢系统的整体收益最大化问

题，暂未考虑内部收益的分配问题。为此，本

文将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之间的合约电价定为

285元 /MW·h。文献 [28]指出目前出现在市面上

的氢气价格为 70～90元/kg。由于本文制取的氢

气大量使用绿色能源，制氢成本较低，为提高氢

气价格的竞争力，取氢气售价为 65元/kg。多风

氢系统的运行参数见附录中的表 S1。

∆t = 15 min

类似传统燃油汽车的需求曲线，氢气需求百

分比曲线如附图 A4所示。多风氢系统配置 2个

风电场，典型日风电出力曲线如附图 A5所示。

本文的调度时间间隔为 ，总的调度周

期为一天，日氢负荷需求为 4000 kg/d（每个加氢

站的日消耗氢气量）。为合理利用电力资源，多

风氢系统运行将遵从峰谷电价机制，分时段电价

见附录中的表 S2。
强化学习算法参数方面，学习因子 α 取 0.99，

奖励递减系数 γ 取 0.1。在状态空间方面，在一确

定时间断面下，风电出力含 1种状态量；上网电

价含 1种状态量；负荷用电电价含 1种状态量；

储氢罐储氢量含 1种状态量。本文的多风氢系统

具有 2个风电场、3个制氢加氢站，每一时间断

面包含 1种输入状态，考虑一天划分为 96个时间

断面，状态空间 S 总共含有 96种状态。在动作空

间方面，例如，在一个时间断面下，风电场 B的

风电出力为 15MW，离散为 16个固定值，风电

上网功率动作为{0，1，···，15}MW。对于变量

动作的离散个数无明确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可通

过实验做相应的调整。 

4.2    不同更新方法下的多风氢系统收益收敛情况

本文中，所有单智体在一个基准下得出最优

决策或探索完毕时，即代表完成一次迭代。不同

更新方法下的迭代结果如附图 A2所示，多风氢

系统的总收益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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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收敛于某一值。从 2种方法的收敛曲线局

部放大图可知，相比于单决策更新方法，多决策

更新方法的收敛较为迅速。从数据上看，多决策

更新方法第 0、 1、 2、 3次的迭代结果分别为

18.16、84.50、84.66、84.66万元；单决策更新方

法第 0、 1、 2、 3次的迭代结果分别为 18.16、
19.34、19.81、20.27万元。多决策更新方法在第

3次迭代时，就已完成收敛，这充分说明多决策

更新方法可显著提升算法的收敛性能。

不同方法得到的最终收敛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更新方法得到的结果
Table 1    Results obtained by different update methods

 

方法 总收益/万元 耗时/s

单决策更新 83.02 12448

多决策更新 84.66 473
 
 

如表 1，单决策更新方法不仅收敛结果较差

而且消耗的时间极为漫长，达到 12448s之多，深

陷维数灾难之中，使其失去实用价值。2种方法

中多决策更新的收敛时间为 473s，不及单决策更

新方法的二十分之一，并且收敛结果更为优异。 

4.3    优化结果分析

由于风电场之间以及电解槽之间具有类似的

出力特点，因此以风电场 B和 1号制氢加氢站的

电解槽为例说明优化结果。

图 1为风电场 B出力分配曲线，图 2为 1号

制氢加氢站电解槽功率。从多风氢系统功率分配

的总体趋势可知，在低电价区间，电解槽出力处

于接近满载的状态并且吸收一定的电网功率以弥

补电力缺额；在高电价区间，电解槽停止运行，

风功率被大量出售给电网。从售电角度看，低电

价区间段向电网出售风电难以有效提升收益，将

该部分的电力用以制氢却可以提升风电的潜在

价值。

从上述结果可知，强化学习可充分利用风电，

有效调节出力分配，实现多风氢系统收益的最大

化，体现了制氢策略与售电策略的配合。

图 3为制氢加氢站储氢量的变化曲线图。在

一个运行周期结束时，储氢罐的储氢量回落至下

限值附近，有利于下一次制氢。从图中可以看出，

制氢加氢站氢气的储存量皆位于储氢罐下限值之

上，没有出现氢气供应不足的情况。

若考虑任意一个制氢加氢站可向另外 2个制

氢加氢站提供氢气，假定使用长管拖车运输氢气，

平均距离在 50km左右，运输量为 250~460 kg，
运输成本为 2.5~4.7元 /kg[29]，本文运输成本取

3.5元/kg。受限于长管拖车灌充氢气以及卸载氢

气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一天中可向外输送氢气

2次，分别为 36与 64时刻，经过 1h的运输可从

一个制氢加氢站到达另外一个制氢加氢站。从优

化的结果来看，所有制氢加氢站向外输送的氢气

量皆为 0。究其根本，一个原因是长管拖车的运

输时间较长，远地调用氢气可能丧失氢负荷；另

外一个原因是受限于运输成本，间接引起氢气成

本上升，导致售氢利润下降。
 

4.4    多风氢系统运行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不同因素对于多风氢系统收益的影响，

下面将改变不同的参数进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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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Output distribution of wind far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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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Power of electrolyzer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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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表 3分别为改变氢气售价和日氢负荷

需求所得到的多风氢系统收益情况，制氢成本包

括购电费用、储氢费用以及电解槽维护费用，其

中购电费用为制氢加氢站向电网的购电费用与合

约制氢费用。多风氢系统将所有上网功率出售给

电网，风电场可获收益 23.96万元；在日氢负荷

为 4000 kg/d以及氢气售价为 65元/kg的情况下，

并且制氢功率完全由电网供给的情况下，平均单

位制氢成本为 16.80元/kg，制氢加氢站可获收益

57.58万元。
 
 

表 2    不同氢气价格下的多风氢系统收益情况
Table 2    Revenue of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under

different hydrogen price
 

氢气售
价/(元
/kg)

总收
益/万
元

风电场收
益/万元

制氢加氢站收
益/万元

联合运行平均单位制氢成
本/(元/kg)

52 69.10 25.86 43.24 15.8

65 84.66 25.92 58.74 15.82

78 100.16 25.90 74.26 15.82
 
 

从理论上而言，提高氢气的售价并不会影响

多风氢系统出售电力，而表 2的售电收益有微小

不同，是由于强化学习算法具有随机性，在动作

决策上将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在降低制氢成本方

面，平均单位制氢成本从 16.80元下降至联合运

行后的 15.82元，有着较为可观的降低成本作用。

在风电场收入方面，其收益从 23.96万元提升至

联合运行后 25.92万元。制氢加氢站的收益在总

收益中占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多风氢系

统的收益。

由表 3分析可知，伴随日氢负荷需求量增大，

多风氢系统收益增加放缓，且联合运行平均单位

制氢成本增加明显，但与全电网电量制氢相比，

依然有明显的降低成本作用。结合图 1与图 2分

析可知，随着日氢负荷增加，电解槽不得不在用

电高峰期进行制氢以满足氢气需求。本文多风氢

系统的目标是整体收益最大化，风电场为减少多

风氢系统的用电成本，将减少用电高峰期向电网

出售电力以供给制氢加氢站。因此，在日氢负荷

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多风氢系统的收益虽表现

出增长的趋势，但该趋势受限于电力资源，收益

增长效果减弱。
  

表 3    不同日氢负荷需求下的多风氢系统收益情况
Table 3    Revenue of multi wind hydrogen system under

different daily hydrogen load demand
 

日氢负荷
需求/(kg/d)

总收益/
万元

风电场收益/
万元

全电网
电量平均
单位制氢

成本/(元/kg)

联合运行
平均单位
制氢成本/
(元/kg)

3200 74.44 26.29 14.79 14.61

4000 84.66 25.92 16.80 15.82

4800 92.02 23.96 20.23 17.51
 
 

综上，在本文的市场因素背景下，氢气售价

深刻影响多风氢系统收益。在日氢负荷增加的情

况下，多风氢系统收益受制于制氢成本，收益增

长放缓。从制氢的角度上来看，低廉的电力是促

进氢气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售氢价格是

维持多风氢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 

5    结论

1）在结合多决策更新方法的情况下，多智

体强化学习的收敛速度得到提升，收敛时间从单

决策更新的 12448 s减少至 473 s，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多决策变量所带来的维数灾难，可有效求

解多风氢系统联合优化运行问题。

2）算例仿真结果表明，在低电价区间，多

风氢系统大量制氢仅有少量电力出售给电网；在

高电价区间，多风氢系统减少制氢而将大部分电

力出售给电网。因此，出力分配在减少多风氢系

统的制氢成本和增加售电收益方面具有合理性。

通过风电场与制氢加氢站的联合运行，多风氢系

统仅是由于平滑上网的约束出现少量弃风；平均

单位制氢成本从全电网功率制氢的 16.80元下降

至联合运行后的 15.82元；总收益从联合运行前

的 81.54万元上升至联合运行后的 84.66万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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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多风氢系统联合运行在促进风电消纳，减少

制氢成本以及增加收益方面将产生积极作用。

3）通过对影响多风氢系统收益的因素分析

可知，在本文的市场因素前提下，氢气售价在一

定程度上主导着总收益，良好的氢气售价对于维

持多风氢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日氢负荷的

增长，联合运行平均单位制氢成本从 14.61元上

升至 17.51元，电力资源制约着多风氢系统的收益。

（本刊附录请见网络版，印刷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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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1    单决策更新与多决策更新

Fig. A1    Single decision update and multiple decisio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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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不同更新方法下的迭代结果曲线

Fig. A2    Iterative result curves under different
updat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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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3    多风氢系统示意图

Fig. A3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 wind-hydrog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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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1    算例参数
Table S1    Example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hd/h 6 ξ 0.2
Wcom

ref /(MW ·h/kg)
0.00243 HLHV/(MW ·h/kg) 0.0333

p0/bar 1 pcom/bar 350

γcom 0.01
pcomref /bar 200

γtank 0.01 kel/(元/MW ·h) 22
µs/(元/kg ·h) 0.0192

 

表 S2    分时段电价
Table S2    Electricity price of TOU

 

时间断面 上网电价/(元/MW·h) 负荷用电电价/(元/MW·h)

低谷(0~31) 130 170

高峰(32-47) 650 830

平时(48~71) 380 490

高峰(72~83) 650 830

平时(84~95) 38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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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4    氢负荷曲线

Fig. A4    Hydrogen loa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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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5    典型日风电出力曲线

Fig. A5    Typical daily wind power output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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