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交互能源机制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日前能量优化管理

黄茹 胡俊杰 单俊嘉 

A Day-ahead Energy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thod for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Energy Mechanism
HUANG Qiru, HU Junjie, SHAN Junjia

引用本文:
黄茹, 胡俊杰, 单俊嘉. 基于交互能源机制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日前能量优化管理[J]. 现代电力, 2022, 39(5): 570-578. DOI:
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88
HUANG Qiru, HU Junjie, SHAN Junjia. A Day-ahead Energy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thod for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Energy Mechanism[J]. Modern Electric Power, 2022, 39(5): 570-578. DOI: 10.19725/j.cnki.1007-
2322.2021.0188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88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基于粗糙集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规划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Planning Based on Rough Set

现代电力. 2018, 35(1): 55-60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8/I1/55

考虑负荷优化的电动汽车光伏充电站储能容量配置

Energy Storage Capacity Configuration of PV-integrated EV Charging Station Considering Load Optimization

现代电力. 2019, 36(5): 76-81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9/I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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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轮储能式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分布式协同控制策略

Research of Distributed Cooperative Control Strategy for Fast Charging Stations with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System

现代电力. 2020, 37(5): 526-531   https://doi.org/10.19725/j.cnki.1007-2322.2020.0120

基于车联网框架的电动汽车有序充电策略

Ordered Charging Strategy of Electric Vehicle Based on Vehicle Networking Framework

现代电力. 2018, 35(4): 1-7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8/I4/1

基于SAE-ELM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负荷预测模型

Model of Load Forecasting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Based on SAE-ELM

现代电力. 2019, 36(6): 9-15   http://xddl.ncepujournal.com/article/Y2019/I6/9



 

文章编号：1007−2322（2022）05−0570−09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TM73

基于交互能源机制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日前能量优化管理
黄啟茹，胡俊杰，单俊嘉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市 昌平区 102206）

A Day-ahead Energy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thod for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Energy Mechanism

HUANG Qiru，HU Junjie，SHAN Junjia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lternate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wi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06, China）
 
摘要：针对光伏充电站能量优化管理问题，现有研究大多

以电网为主体，而较少考虑其具备的产消者特性。为此，

结合交互能源机制，提出了一种含光伏发电的电动汽车充

电站日前能量优化管理方法。在初步保证配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的前提下，建立考虑光伏电源不确定性问题的充电站

电能分布式交易模型。其次，利用拉格朗日分解原理和次

梯度法进行求解得到日前电能计划，实现了电动汽车充电

站间能量的优化共享和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同时也保

护了充电站信息隐私。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证明了所提模

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式调度；交互能源机制；

电力市场

Abstract：In allusion to the energy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abbr.  PV)  charging  station,  most  of  the  exist-
ing  studies  take  the  power  grid  as  the  principal  par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er  and  consumer  processed  by
photovoltaic charging stations are less considered. For this reas-
on,  combining  with  the  transactive  energy  mechanism  a  day-
ahead  energy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thod  for  electric
vehicle  (abbr.  EV)  charging  station  containing  PV  generation
was proposed. Firstly, under the premise of preliminarily ensur-
ing the  secur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an
electric energy  distributed  trading  model,  in  which  the   uncer-
tainty of PV power was taken into account, for charging station
was  established.  Secondly,  by  use  of  Lagrange  decomposition
principle and the subgradient method the established model was
solved and the day-ahead electric energy plan was obtained, so
that the  energy  optimization  sharing  among  EV  charging   sta-
tions and the onsite accommod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could
be  realized,  meanwhile,  the  information  privacy  of  charging
stations was  protected.  Finally,  by  means  of  analysis  on   ex-
amples  both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stablished  model

were verified.

Keywords：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distributed
dispatch；transactive energy；electricity market

DOI：10.19725/j.cnki.1007-2322.2021.0188 

0    引言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为应对传统能源的

枯竭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倡导国民采用绿色出行

方式势在必行 [1-2]。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作为一种绿色出行工具，具有节能环保的特

点 [3]。而充电设施是实现 EV电能补给和互动的

枢纽 [4]，研究表明，分布式电源与 EV和充电设

施的结合具备很大优势 [5-8]，不仅能够促进可再生

能源就地消纳，还能降低运营成本 [9]。随着 EV
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其出行带来了新的能源分配

问题，如何设计 EV充电协调机制，对结合可再

生能源的 EV充电站进行能量优化管理，是当下

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对 EV充电站能量优化管理方法的研

究主要包括基于电网为主体的 EV有序充电控制

方法 [10-12]、充电站功率分配方法 [13-14] 等。文献

[10]构建了减小配电网电压越限风险的优化模型，

以电价为优化变量，引导 EV合理选择充电站；

文献 [11]中调度部门采用不同电价引导 EV充放

电，实现削峰填谷；文献 [12]建立了由控制中心

统一控制的 EV有序充电架构。但在充电站与

EV较多的情况下，以上研究所采用的集中控制

方式，会带来较大的计算负担和控制成本，且并

未考虑可再生能源与充电站结合。文献 [13-1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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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结合可再生能源充电站的充电功率分配方法，

提高了充电站服务速率和充电桩利用率。然而，

以上研究大多考虑以电网为主体的交易机制，而

忽略了充电站本身也具有的产消者特性及其参与

电力市场的潜能。

交互能源机制 (transactive energy，TE)具有分

布式调度与控制、赋予参与主体经济效益等优

点 [15]，通过融合经济手段和电网控制手段，利用

“价值”作为协调手段，对产消者进行能量管理

与优化调度 [15]。文献 [16]基于交互能源机制建立

了产消者交易模型和能量管理策略，有效提高了

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比例和产消者主体的经济性；

文献 [17]基于交互能源机制对产消者集群进行优

化调度，解决了集中式调度模式下模型求解困难

和隐私问题；文献 [18]针对多元用户和产消者集

群的经济调度问题，提出了基于交互能源机制的

经济调度方法。

总结发现，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产消者能量

管理和优化调度方面，而较少地考虑如何通过控

制机制充分发挥含光伏充电站的产消者特性，从

而提高经济性。鉴于此，本文结合交互能源机制，

以光伏 EV充电站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光伏出

力的不确定性，建立电能分布式交易模型。 

1    分布式交易策略
 

1.1    光伏 EV 充电站结构

光伏 EV充电站由光伏发电单元、交直流换

流器、充电设施等设备组成。图 1表示光伏 EV
充电站的结构。EV快充充电站由直流充电器、

充电设施等设备组成，图 2表示 EV快充充电站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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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伏 EV 充电站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photovoltaic charging station for EV

 

 

本文所提电动汽车充电站配置交流充电桩和

直流充电桩 [19]，以满足用户的不同充电需求。通

过所配置充电桩的类型不同，可分为快充与慢充

充电站。其中，直流充电桩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快

速充电，此种充电方式采用大电流直接给电池充

电，在 30 min内能充至电量的 80%[20]；交流充电

桩对没有紧急充电需求的电动汽车进行慢充补电[21]，

此种充电方式采用恒压恒流的传统电源对电池充

电，大约需要 6~8 h才能充满电 [22]。 

1.2    充电站分布式交易框架

图 3表示 EV充电站能量交易机制的框架，

主要考虑电网、交易平台、充电站、及 EV4大主

体直接进行信息交互和电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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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V 充电站能量交易机制框架

Fig. 3    Framework of energy trading mechanism of EV
charging station

 

 

由于每个时刻充电站内有充电需求的电动

汽车数量具有随机性。本文采用蒙特卡洛模拟

法获得其数量。各慢充充电站充分利用自身光

伏资源发电，除了满足本站各个时刻电动汽车

的充电需求之外，还能将余电卖给交易平台，

而同一时刻无法满足站内 EV充电需求的充电

站可以从交易平台进行购电。如果在某一时刻

整个交易平台电能不足以支撑所有充电站所需

的电能时，充电站可直接从电网进行购电。本

文所建立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式交易框架，

采用交互能源机制，弱化了电网在 EV充电市

场中的主体地位，将充电站和电网之间的单向

交易转换为以充电站之间交易为主的多边交易，

提升了充电站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灵活性，避

免了远距离输电，在提高经济性的同时，也促

进了分布式电源的就地消纳。 

 

电网

交流-直流 直流-直流

DC

AC

DC

DC

直流充电器

...

#1 #2 #n

...
EVs

 

图 2    EV 快充充电站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quick-charging station for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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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模型
 

2.1    光伏发电模型

设 EV充电站集群数为 Nevcs，对于其中一个

站 n，其光伏模型如下

0 ⩽ Ppv
n,t,s ⩽ Ppv,max

n,t,s (1)

Ppv
n,t,s

Ppv,max
n,t,s

式中：Nevcs 为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数量； 表示

第 s 个场景下充电站 n 内光伏发电功率；

表示光伏发电功率最大值。

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成本函数表示如下 [23]

Cpv =
C
′pv

Ppv,ave ·T pv (2)

Cpv C
′pv

Ppv,ave T pv

式中： 是光伏发电成本单价； 是光伏设备

成本； 为光伏设备平均年发电量； 为光

伏设备寿命年限。 

2.2    光伏不确定性模型

∥∥∥Qi (t)−Q j (t)
∥∥∥

2

Ddi = πi min∥∥∥Qi (t)−Q j (t)
∥∥∥

2

考虑到光伏出力具有不可控性，本文采用多

场景法来处理光伏出力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研究

表明，多场景法可以有效地处理光伏发电的不确

定性 [23]，场景生成方法可参考文献 [24]。本文采

用蒙特卡洛模拟法生成大量光伏出力场景，利用

同步回代削减法将相似的样本聚类，以减少计算

量。设有初始场景集为 Ns 个，样本 Qi(t)和 Qj(t)
的样本距离为 ，为让削减后场景

接近于原始场景，需要满足概率距离

。最终得到满足需求的样本数目。
 

2.3    EV 模型

1） 单辆 EV模型。

充电站内 EV的充电需求受并网时刻电池荷

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 SOC)、离网时刻 SOC以及

充电时刻等因素的影响 [25]。本文采用蒙特卡洛仿

真方法得到单台 EV的并网时间、离网时间等

信息。

PEv,min
i,t ⩽ PEv,ch

i,t ⩽ PEv,max
i,t (3)

QiS SOC
i,t = QiS SOC

i,t−1+PEv,ch
i,t ∆t (4)

M =
{

1 , t ∈ [Tstart,Tdepart]
0 , t ∈ [0,Tstart]∪ [Tdepart,48]

(5)

S SOC
i,min ⩽ S SOC

i,t ⩽ S SOC
i,max (6)

PEV,ch
i,t PEV,max

PEV,min S SOC
i,t

S SOC
i,min、S SOC

i,max

式中： 为单辆 EV的平均充电功率； 、

为单辆 EV对应充电功率的上下限；

表示 EV电池荷电状态，其中： 表示

i第 辆电动汽车 SOC上下限；M 表示 t 时段 EV并

网状态。

2） EV集群模型。

PEV,ch
n,t =

Nev∑
i=1

Pch
i,t (7)

 

3    交互能源机制支撑的电动汽车充

电站交易模型
 

3.1    交易模型

文献 [16]基于交互能源机制，建立了产消者

交易模型和能量管理策略。有鉴于此，本文相应

提出了 EV充电站交易模型与日前能量优化管理

方法。在此交易模型下，充电站通过自身光伏发

电、从交易平台和电网购电来满足站内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在光伏充足时，充电站也可以将剩余

的光伏发电电能出售给平台获取利润。

Pbuy
n,t,s Psell

n,t,s

设在 t 时段 s 场景下，充电站 n 的购电功率

为 ；售电功率为 。其中：

Pbuy
n,t,s = Pbfp

n,t,s+Pbfg
n,t,s (8)

Pbfg
n,t,s

Pbfp
n,t,s

式中： 为 t 时段，充电站 n 在第 s 个场景下从

电网购买的功率； 为 t 时段，充电站 n 在第 s
个场景下从交易平台上购买的功率。

从电网购电的电价模型为

yt = ct +βtP
bfg
t (9)

式中：ct 为平台下发的 t 时刻日前初始电价；βt

为功率需求对电价的敏感系数；Pt
bfg 为充电站在

t 时段从电网购买的功率。

分布式光伏发电机组的出力受自然条件影响

较大，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场景分析技术的随机优

化方法描述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初始场景集

合中削减生成 Npv 个典型场景。将日前 24 h均分

为 NT 个时间间隔，各 EV充电站采用式 (9)表示

的电价模型。以所有充电站在日前市场的利润最

大为目标，建立如下能量交易模型

F =max
Npv∑
s=1

πs

T∑
t=1

Nevcs∑
n=1


− ctP

bfg
n,t,s−βt(P

bfg
n,t,s)

2−

gh(Pbfp
n,t,s)

2 + ctEb
n,t,s/η

−Cpv
n

 (10)

式 (10)随机优化问题中，πs 为场景 s 发生的

概率，T=48，表示将 24h均分为 48个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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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n,t,s

Nevcs 表示 EV充电站数量，式中前 2项为 EV充

电站从电网购电的成本，第 3项表示网损费用，

第 4项为充电站给 EV提供服务的收益。其中：

为第 s 个场景下，充电站 n 在 t 时段内站内

EV充电的电能；η 为充电效率。第 5项为光伏发

电成本，其中 gh 为电能交互时的网损参数 [16]。

0 ⩽ Pbfp
n,t,s ⩽ Pbfp,max

n,t

0 ⩽ Pstp
n,t,s ⩽ Pstp,max

n,t

0 ⩽ Pbfg
n,t,s

0 < Pev,t,s < Pev,t,max

S SOC
i,min ⩽ S SOC

i ⩽ S SOC
i,max

Pbfg
n,t +Pbfp

n,t +Pload ⩽ Pm

(11)

Pbfp,max
n,t

Pstp,max
n,t

S SOC
i

Pm

式中：s 表示场景号； 为充电站 n 在 t 时段

从平台买电的上限； 为充电站 n 在 t 时段

在平台售电的上限； 为电动汽车 i 的荷电状

态，应满足上下限约束； 为变压器功率限制。

n

考虑到充电站各个时刻利用自身光伏发电、

从电网和平台购电来满足站内 EV充电需求及日

常负荷,在光伏出力过剩时，将余电卖给交易平台

以获取利润，可将充电站 的功率平衡方程写为

Pstp
n,t,s+Pload

n,t,s = Pbfp
n,t.s+Pbfg

n,t,s+Ppv
n,t,s (12)

对应公共约束为
Nevcs∑

n

Pbfp
n,t,s =

Nevcs∑
n

Pstp
n,t,s (13)

ηt引入拉格朗日乘子 可以将式 (10)写为

F =max
Npv∑
s=1

πs

T∑
t=1

Nevcs∑
n=1



−ctP
bfg
n,t −

βt(P
bfg
n,t )2−

gh(Pbfp
n,t )2

−Cpv
n + ctEb

n,t/η

−ηtP
bfp
n,t + ηtP

stp
n,t


(14)

根据拉格朗日对偶分解原理，将目标函数解

耦得到

F =max
Npv∑
s=1

πs

T∑
t=1


−ctP

bfg
n,t −βt(P

bfg
n,t )2−

gh(Pbfp
n,t )2 + ctEb

n,t/η−Cpv
n

+ηtP
bfp
n,t + ηtP

stp
n,t

 (15)

通过求解多个参与的充电站的子问题来得到

最优解，各个子问题求解过程中均需满足式（12）
中各项约束条件。本文结合次梯度法[18] 求解式 (15)。
利用式 (16)对拉格朗日乘子 ηt 进行更新。

ηt[µ+1] = ηt[µ]+

σh

Nevcs∑
u=1

Pbfp
n,t [µ]−

Nevcs∑
u=1

Pstp
n,t [µ]

 (16)

式中:μ 为拉格朗日乘子的迭代次数;σh 为恒定步长

系数。收敛判据如式 (17)
|ηt[µ+1]−ηt[µ]| ⩽ εh (17)

式中 εh 为迭代收敛判据。 

3.2    EV 充电站电能交易流程

图 4表示 EV充电站电能交易流程图。在本

文所描述的基于交互能源机制的 EV充电站分布

式交易，是通过多次信息交互方式，即多次交换
 

交易平台下发初始交易价格，电
动汽车充电站进行初始资源配置

各充电站向交易平台上报购售电需求

交易平台下发更新后的价格

检验功率是否就地平衡

各充电站得到最终
功率计划和价格

各充电站向交易平台上报
将购售电计划和价格

是

否

更新各充电站从平台购售电
价格，重新生成功率计划

各充电站优化求解得到新
的功率计划和新的价格

数据初始化

图 4    EV 充电站电能交易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electric energy transaction of EV charg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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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和价格的方式实现整个交易系统平衡的。具

体流程如下表述。

1）数据初始化，通过对以往数据进行分析，

交易平台下发初始交易价格，各充电站进行初始

充电资源的配置。各时段内 EV充电功率视为充

电站负荷。各站根据初始交易价格求解功率计划，

求解完毕后向交易平台上报本站购售电情况，由

于充电站仅需向平台上传购售电计划，无需上传

发用电计划，很好地保护了充电站及车主隐私。

2）以满足式 (11)—(13)中各项约束为前提，

交易平台向充电站下发更新后的价格，充电站各

自优化求解得到新的功率计划和新的交易价格。

3）交易平台检验是否实现功率平衡。如果

实现平衡，交易结束；如果未能实现平衡，则更

新充电站购售电电价，再次生成功率计划，直至

满足功率平衡。

本文所建立的基于交互能源机制下的充电站

分布式交易机制与传统交易模式在本质上都是在

保证区域总变压器不过载的情况下，满足 EV充

电需求。

从调度角度来看，传统调度一般采用双层充

放电调度模型和有序充电策略等，实现对电网的

削峰填谷。但随着 EV数目急剧增加，集中式充

放电协调难度加大。而本文所提的充电站交易机

制，一方面，提供了快充、慢充 2种充电形式，

为有不同充电需求的用户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慢

充站可以合理利用分布式资源，在不影响满足用

户充电需求的前提下改变各时刻充电电能，将更

多的电能出售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充电

站之间的电能交易，降低了充电站运行成本，实

现了分布式资源的就地消纳。本文所应用的充电

站交易模型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1）通过价格引导的手段对充电站参与市场

的行为进行引导，有利于充分发挥充电站资源的

灵活性，提高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

2）含光伏充电站的分布式调度框架给予充

电站充分的自主管理权，使充电站参与电力市场

节省了大量的控制成本与计算成本。 

4    算例分析
 

4.1    参数设置

本文假设 30min为一个交易周期，对今日

00:00到今日 24:00进行优化调度，即将 24 h分

为 48个时段进行日前交易，以 5个同区域内公共

充电站为例进行算例分析，在 Windows10环境下

运用 Matlab cplex求解器求取目标函数。本文在

考虑了分布式光伏发电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别

对 3个快充站和 2个慢充站进行仿真，其中快充

充电站不具有光伏发电能力。图 5表示同一天内

各光伏出力场景发生的概率，概率之和为 1。场

景削减后的各场景光伏出力情况如图 6所示，由

图可知，光伏出力日特性明显与光照强度变化呈

一致性，12：00左右光伏出力最大。各光伏场景

描述如表 1所示。模型各参数设置如表 2所示。

固定负荷、EV的相关数据参考文献 [19]。
 
 

0.04

0.02

0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0.18

0.20

1 2 3 4 5 6 7 8

场景

概
率

图 5    同一天各光伏出力场景概率函数分布

Fig. 5    Probability function distribution of output scene of
each PV station on the same date

 

 
 

场景5

场景7

0

50

100

150

200

0 4 8 12 16 20 24

场景4

场景6

场景8

时间/h

功
率
/k
W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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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PV station output of each scenarios
 

 
 
 

表 1    各光伏场景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each PV scene
 

场景 1 2 3 4 5 6 7 8

光照强度 中 较强 较强 较弱 强 弱 较弱 中

光伏出力 中等 较大 较大 较小 最大 小 较小 中等
 
  

4.2    交易情况

图 7表示了在场景 1的各个时刻下，EV充电

站电力市场交易模式下的各个充电站功率情况。

将 3个慢充站编号为 1、2、3，快充站编号为 4
和 5。由图可知，快充站 4、5不具有光伏发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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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由于快充充电站车流量相对于慢充充电站更

大，从交易平台和电网购电功率相较于慢充充电

站也更多。充电站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慢充

充电站 1、2、3充分利用自身光伏发电。当光伏

出力无法支撑站内 EV充电需求时，在初步保证

配网安全性的前提下，充电站需要从交易平台甚

至从电网购电。当光伏出力过剩时，以满足站内

EV充电需求为前提，充电站可将余电出售给交

易平台，同一时刻有需求的充电站向平台购电。

充电站 1由于具有较高比例的光伏，在光伏出力

较大的时段，作为主要能源支撑，当光伏充裕时，

将余电售给平台，充电站 2、3同样具有光伏发

电系统，其光伏出力行为与充电站 1较为类似；

而充电站 4、5由于不具有光伏资源，从平台和

电网购电用于满足站内 EV充电需求，维持系统

平衡。

不难得出，本文提出的充电站交易模型能够

 

表 2    模型参数设置
Table 2    Setting of model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Pstp,max
n,t /kW 2000

Pbfp,max
n,t /kW 2000

Pm/kW 10000

βt 0.001

σh 0.00005

εh 0.000001

PEV,max/kW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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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激发充电站对自身所含分布式光伏的利用，

促进了分布式光伏的就地消纳，且由于电能仅在

同一区域内的充电站与平台、充电站与电网之间

进行交易，大大降低了由电网控制中心总体协调

控制所带来的运行成本及控制难度，避免了电能

的远距离传输，同时减少了传输过程中电能损耗。

电动汽车充电站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起到系

统层面的控制作用，调动电能实现了系统的能量

平衡。 

4.3    可拓展性分析

本节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充电站模型进行复制，

在任一场景中将充电站的数量从 5个增加到 30个。

图 8表示迭代次数随充电站数量变化的关系图。

由图可知，随着充电站数量的增加，收敛迭代次

数也在增加。对于 30个充电站进行日前能量优

化管理，仍能收敛，因此本文所提算法仍具有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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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迭代次数与充电站数量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teration times and the

number of charging stations 

  

4.4    电能交易价格分析

图 9、图 10例举了在 13:00和 17:00时刻，

各个光伏场景下，充电站之间电能交易价格与迭

代次数的关系。由图可以得出，在本文选用的 8
个典型光伏场景下，交易价格均能收敛，系统能

量达到平衡。由于 13:00为光伏发电能力最优时

刻，电价较低，为 0.446元/kW·h。此时，各站光

伏出力优先满足站内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故充电

站向平台购电的需求较小，交易价格较低。

17:00为光伏发电能力较弱时刻，电价较高，为

0.987元/kW·h。充电站向平台购电需求大，交易

价格较高。算例所展示的 2时刻的电价均符合市

场规律。针对同一时段的不同场景进行分析，在

光伏发电能力较弱的场景，其交易价格越高；在

光伏发电能力较强的场景，其交易价格越低。

表 3为本文所提充电站交易模式与传统模式

下的收益对比。由表可得，本文所提充电站交易

模式下，充电站收益明显提高。充电站充分利用

了自身分布式光伏,促进了可再生资源就地消纳，

同时也促进了电力市场交易，提高了经济性。
 
 

表 3    各充电站收益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revenues of each charging station
 

电动汽车充电站
基于交互能源
机制的收益/元

基于传统
模式的收益/元

充电站1 462.4231 344.7230

充电站2 438.4219 319.8423

充电站3 442.5133 328.0314

充电站4 364.6677 243.8048

充电站5 410.7350 307.7851
 
 

在传统交易模式下，充电站通过自身光伏发

电、从电网购电来满足站内 EV充电需求，而在

光伏出力过剩时，可能会造成弃光。与分布式交

易模型类似，将日前 24 h均分为 48个时间间隔，

各 EV充电站以采用式 (9)的电价模型，以所有

EV充电站在日前市场的利润最大为目标，建立

EV充电站能量交易模型。 

5    结论

1) 利用多场景法解决光伏不确定性问题，相

较于文献 [20]单一地将光伏发电量考虑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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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日前计划更具有准确性。

2)本文所提的交易机制有利于光伏等分布式

发电资源的就地消纳，符合可再生能源结合 EV
充电站的建设和发展新趋势。

3)本文基于交互能源机制，充分利用 EV充

电站的“分布式”特点，构建电网、交易平台、

EV充电站之间的电能分布式交易模型，提高了

充电站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与灵活性，相较于传统

模式下降低了充电站成本，提高了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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