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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STRACT: Inapplicability of existing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peak regulation margin when 
considering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capacity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peak regulation demand is 
always balanced during actual operation, two new indexes, i.e. 
peak regulation output rate of condensing power unit and peak 
regulation cost,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idea of traditional 
peak regulation method, a simple but effective calculation 
method is designed for provincial power grid with complex 
power supply structure. With this method, three indexes, i.e. 
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margin, peak regulation output 
rate of condensing power unit and peak regulation cost, can be 
calculated at the same time, so as to fully reflect situation of 
peak regulation of provincial power grid from different sides. 
Finally, taking a provincial power grid in China as exampl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indexes and method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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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现有调峰裕度指标及评估方法在计及非常规调

峰容量时的适用性；根据实际运行时调峰总是平衡的客观实

际，提出了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和调峰成本两个新指标；并

基于传统调峰平衡思路，针对含复杂电源结构的省级电网，

设计了一种简单有效的计算方法。利用该方法，可同时计算

出常规调峰裕度、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和调峰成本 3 类指
标，从而从不同侧面全面反映省级电网的调峰形势。最后，

以我国某省网为例，验证了所提指标及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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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调峰平衡是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因

此对电力系统调峰供需形势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

就成为电源规划和电网运行的重要工作之一[1]。 
当前，电力系统的调峰平衡形势通常以调峰裕

度指标来表征。在风电等间歇式可再生能源大规模

并网之前，通常采用典型日分析方法，以典型日的

调峰裕度为指标，评估水平年调峰供给的充裕性[1]；

而在风电等间歇式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之后，基

于单一场景的典型日分析难以反映由于可再生能

源的波动性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场景下的调峰平衡

情况，因此，更多的是采用基于调峰裕度的统计指

标来评估水平年调峰的充裕性，如调峰不足概率/
弃风概率、调峰不足期望/弃风电量期望[2-6]等指标

(在因调峰约束引起的弃风时段，调峰裕度的负值即
为弃风功率，因而弃风统计特性本质上反映的也是

调峰裕度为负值情况的统计特性)。 
上述调峰裕度类指标的计算，需要将各类可控

电源(包括火电)的调峰容量设定为一个固定值。当
前，一般均将各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7-8]中规定的常规调峰容量作为计算依据。

因此，上述指标仅仅反映的是系统在充分调用可控

电源常规调峰容量后的调峰供需平衡情况。 
而实际上，可控电源除了常规调峰容量以外，

还有非常规调峰容量，如火电还可以进行深度调

峰，甚至启停调峰。而如风电、光伏等不可控电源，

在调峰紧张时，也可进行限电调峰(理论上，限电调
峰也可看作是非常规调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当前我国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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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9]、能源局对火电机组运行灵活性改造的大力推

进[10]以及调峰市场的建设与成熟[11-15]，调用非常规

调峰容量，特别是火电深度调峰容量，进行调峰平

衡将会逐渐成为常态[16]。显然，在该形势下，在调

峰形势评估时仅考虑电源的常规调峰容量并不全

面。为此，如何在计及电源非常规调峰容量的情况

下，有效评估系统的调峰形势，就成为决策部门面

临的一个新问题。 
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调峰裕度指

标及方法在计及非常规调峰容量后的适用性，指出

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调峰平衡在实际运

行时总会平衡的本质，提出了系统达到调峰平衡后

的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和调峰成本两个新指标；并

基于传统调峰平衡思路，针对含复杂电源结构的省

级电网，给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计算方法。 

1  计及非常规调峰的调峰评价指标 

1.1  电力系统调峰需求 
在电力系统中，负荷具有明显的峰谷波动，如

图 1所示；而新型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光伏，受
一次能源实时变化的影响，其发电出力也具有明显

的波动性。因此，在发电侧，可控的并网电源(包括
储能装置)需要通过调整出力甚至改变运行状态以
跟踪负荷或等效负荷(由于风电、光伏等电源出力不
具有传统电源的可控性，故而往往将其作为负的负

荷叠加在原始负荷曲线上形成等效负荷进行分析，

如图 2所示，该图仅以风电为例进行示意)的峰谷变
化，这种调节行为通常称之为调峰。 
理论上讲，调峰又可分为上调峰和下调峰，即

在负荷或等效负荷尖峰时段电源出力要能够爬的

上去，在日负荷低谷时段电源出力要能够降得下

来。然而，实际上，尖峰电力需求能否满足本质上

体现的是电源充裕性问题，即电源可调容量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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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含风电系统调峰平衡分析示意图 

Fig. 1  Peak balance analysis schematic diagram of power 
system without wind powe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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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含风电系统的调峰平衡分析示意图 

Fig. 2  Peak balance analysis schematic diagram of power 
system with wind power integration 

的问题，并不是电源的调节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因

而调峰问题一般理解为在日尖峰电力平衡条件满

足之后，并网电源出力能否降得下来以满足低谷电

力平衡需求的问题。 
1.2  电源调峰服务的种类划分 

1）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中的分类。 
通常，当可控电源的发电机组在一定范围内偏

离额定运行点时，其发电效率会随着负荷的降低而

缓慢下降，导致其单位发电耗量(煤耗率、气耗率、
水耗率)会缓慢上升；而当机组负荷下降到某个出力
下限以下，因运行工况远离设计点，其单位发电耗

量会迅速上升(对于煤电机组而言，甚至需要投油助
燃)，从而大幅增加单位发电成本[17-23]。此外，机组

在启停过程中也会必不可少地产生一定的额外燃

料成本和对机组会造成额外寿命损耗[21,23-24]。 
因此，在当前各区域的《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7-8]中，根据各类调峰电源在调节过

程中的技术经济特性及其相互差异，在充分考虑各

类电源应当承担的调峰责任的基础上，通常将电源

的调峰辅助服务分为基本调峰服务(常规调峰)和有
偿调峰服务(非常规调峰)。其中，只对有偿调峰服
务给予一定补偿。 
以华中电网[8]为例，基本调峰包括：煤电低负

荷调峰(机组在 50%Pn~100%Pn 内的出力调整，Pn

为额定功率)、水电低负荷调峰和启停调峰、燃气低
负荷调峰(机组在 0%Pn~100%Pn 范围内的出力调

整)；有偿调峰包括：煤电深度调峰(50%Pn 以下的

出力调整)、煤电启停调峰、燃气启停调峰。其中，
水电机组、综合利用机组以及在供热期间的热电联

产机组按实际能力提供基本调峰。 
2）调峰市场中的分类。 
随着我国弃风、弃光现象日趋严重，为激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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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源进行调峰，我国多个区域或省均开展了辅助

服务交易市场的建设[11-15]。在调峰市场中，市场主

体可通过竞争方式出售有偿调峰(非常规调峰)服务
获取收益，补偿价格则由竞争确定。有偿调峰服务

除传统的火电深度调峰、启停调峰等外，又增加了

电储能调峰、可中断负荷调峰、火电停机备用调峰、

跨省调峰等交易品种[11]。 
1.3  基于调峰裕度指标的调峰平衡分析 
在传统调峰平衡分析时，通常可以分为 3个步

骤[1-2,6]：首先根据日负荷曲线或等效负荷曲线进行

尖峰时段电力平衡分析，即根据一定原则(如节能调
度原则[25]或调峰能力最大原则[1])，在考虑各类电源
运行特性、备用、供热、来水等约束的基础上，确

定各类电源的开机容量(若使用等效负荷曲线，则备
用中需要包括应对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预测误

差的备用；若使用负荷曲线，则相当于为风电全额

预留备用)；然后，将各类开机电源按照辅助服务管
理办法[7-8,11]中规定的常规调峰容量降到指定的最

小出力或者停机，进而确定系统在完全调用常规调

峰容量之后的最小出力水平；最后，计算系统低谷

时段的调峰裕度，即系统低谷时段负荷与系统常规

最小出力之差。当低谷时段调峰裕度为正值时，则

意味着常规调峰能力有一定余量；当调峰裕度为负

值时，即意味着系统常规调峰能力不足，如图 1和
图 2所示。 
在图 2中，可看出，在 1:00—5:00之间调峰裕

度为负值，若此时可控电源的非常规容量不参与调

峰，则显然为了保证系统电力平衡，需要切除部分

风电，切除量最少为各时段调峰裕度的绝对值。故

而，根据上述分析，可估算出系统在实际运行时仅

调用常规调峰容量条件下的弃风电量。 
1.4  调峰裕度指标在评价非常规调峰时的适用性 
直观来看，在上述调峰平衡过程中，只要在第

2 步确定各类开机电源最小出力时，将非常规调峰
容量也考虑进去，就可以得到考虑非常规调峰容量

后系统的最小出力，进而通过第 3步的计算，得到
考虑非常规调峰容量后的系统调峰裕度。例如，在

确定纯凝煤电最小出力时，将其最小出力设定为深

度调峰下的最小出力，如 30%额定功率(通常在仅考
虑常规调峰时，最小出力约为 50%额定功率)。 
计及非常规调峰容量的调峰裕度指标的确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可用于分析在所有纯凝

火电深度调峰容量完全调出后，系统是否可为风

电、光伏提供足够的上网空间。 
然而，从整个系统运行角度而言，当计及系统

中所有电源的非常规调峰能力之后，实际上可认为

系统的调峰容量总是充裕的。这是因为，电力平衡

需要时刻满足，当可控电源常规调峰容量不足时，

一般会调用深度调峰容量；深度调峰容量不足时，

则会采用弃风、弃光、弃水甚至弃核调峰[26-27]；再

不足时，则要进行火电机组启停调峰、停机不停炉

调峰等措施。也就是说，从实际运行角度来看，调

峰总是充裕的，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会因调峰需求、

系统电源结构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调峰总是充裕的，意味着在计及所有电源非常

规调峰容量后进行调峰平衡分析时，整个系统的最

小出力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技术下限。这导致仅从技

术角度采用调峰裕度指标评价计及非常规调峰后

系统的调峰形势难以适用。 
另一方面，调峰裕度指标还存在一些其他问

题。相同的调峰裕度指标，对于具有不同系统规模

和电源结构的省网系统，实际上调峰压力是不同

的。例如，同样欠缺 1 GW常规调峰容量，对于 20 GW
和 40 GW的系统，调峰压力显然不同；而对于同样
是 20 GW 的两个系统，一个 70%是供热机组，另
一个 30%是供热机组，显然调峰压力也是不同的。 
1.5  基于调峰平衡的新指标 
为更全面的反映系统在计及所有电源非常规

调峰能力后的调峰形势，在现有调峰裕度指标的基

础上，依据系统在实际运行时调峰总是平衡的客观

实际，提出了两个新的指标，以和传统调峰裕度指

标一起，更全面地评价系统的调峰形势。 
1）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指标。 
纯凝机组的调峰出力率是指在确定各类电源

开机容量之后，在每个时段，使用该时段负荷减去

所有非纯凝机组按照常规调峰要求的最小出力，剩

余负荷与纯凝机组开机容量的比值。该值表征了若

系统仅采用纯凝机组深度调峰进行调峰平衡时，对

纯凝机组调峰深度的要求。该指标通过与纯凝机组

常规调峰最小出力率对比，可非常直观地反映系统

面临的调峰压力。 
在含复杂电源结构的电力系统中，当系统中调

峰容量不足时，调度员通常首先考虑需要调用多少

纯凝机组的深度调峰容量。因此，上述在满足调峰

平衡后的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指标可直观反映出

系统面临的调峰压力。此外，该指标属于相对性指

标，对于不同规模的系统和同样规模不同电源结构

的系统均可适用。 
2）非常规调峰成本指标。 
如前所述，在电力系统实际运行时，调峰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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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会因环境差异而变化。

因而显然，为满足系统调峰需求所付出的调峰成

本，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衡量调峰紧张程度的指标。

调峰成本高，意味着调峰紧张；调峰成本低，意味

着调峰充裕。 
鉴于调用电源常规调峰容量时对电源发电成

本的影响较小，而且我国相关辅助服务管理办法[7-8]

或调峰市场规则[11-15]通常也不予补偿。故而，本文

只考虑系统为满足调峰平衡所付出的非常规调峰

成本。 
与调峰裕度类指标相比，调峰成本指标更符合

电力系统运行时调峰始终平衡的实际情况。而且，

该指标是一种经济性指标，可以用来分析判断调峰

措施应用的经济性，例如，通过模拟计算抽水蓄能

建设投运前后系统调峰成本的变化，可判断投资建

设的经济性。 
上述两个指标可与传统基于调峰裕度的指标

一起，从不同侧面反映系统的调峰供需情况：后者

用以体现系统中常规调峰资源的充裕性，前者则用

以反映系统实现调峰平衡所付出的代价，也从侧面

反映常规调峰资源的价值。 

2  新指标的计算模型 

本文针对含复杂电源结构的省级电网，基于传

统调峰平衡思路，提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计算方

法。在计算过程中，可同时给出调峰裕度、纯凝机

组调峰出力率以及非常规调峰成本指标。 
所提方法依然以日调峰平衡为基础，先进行逐

日调峰平衡分析计算指标，然后全年统计得到水平

年统计指标。 
2.1  日调峰平衡计算流程及模型 

1）日开机方式的模拟。 
日开机方式的确定是整个调峰评价指标计算

的基础，但日开机方式并不应该随调峰评价方法的

差异而改变。采用与现实调度开机决策相同的原则

模拟系统开机方式，是调峰评价决策能否足够准确

的前提。 
为此，结合现实调度决策过程，本文采用如下

方法模拟日开机方式：首先以日尖峰负荷加上负荷

备用和事故旋转备用需求，作为系统在尖峰时段对

所有电源的可调容量需求；然后，再减去风电在尖

峰时段的有效容量(对第 1 节所述的平衡过程略做
调整，将风电作为电源而非负的负荷进行对待，其

本质与等效负荷曲线同时考虑风电备用决策相同)，
作为该日尖峰时段系统对可控电源的可调容量需

求；然后根据该可调容量需求，以节能调度[25]规定

的机组发电调度顺序，在考虑水电来水、供热机组

供热、燃气供应、电厂最小运行方式[28]以及与外区

联络线交换等约束条件下，确定系统内各类电源的

开机可调容量。显然有： 

 

AC I NC
, , , , , ,

1 1 1
L L AC,unit I,ns

max, , max, , max, max,    max{ % , , }

G J K

g d m j d m k d m
g j k

d m d m d d

C C C

P r P C C
= = =

+ + =

+ ⋅

∑ ∑ ∑
 (1) 

式中：下标 m表示年内第 m月；d表示该月第 d日；
t表示该日第 t个时段； AC

gC 表示第 g种可控电源的

开机可调容量；AC 表示可控电源；G 表示可控电
源的种类，通常 AC

gC 小于等于其开机容量(如热电机

组在供热中期最大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 90%左右
甚至更低)； I

jC 表示第 j 条与外区联络线在尖峰时

段的计划功率；I表示联络线；J表示联络线的数量，
本文将联络线看做等值电源处理，故而外送为负，

内受(以上标 ns表示)为正； NC
kC 表示第 k种不可控

电源(如风电、光电、径流式水电等，K表示不可控
电源的种类，NC表示不可控电源)在尖峰时段的有
效容量(相当于风电预测出力减去风电备用)，可按
预测出力的某个百分比 %kγ 估算，故而可表示为

NC NC
, max= %k k k tC Pγ ⋅ ，其中 maxt 表示尖峰时段， NC

, maxk tP

表示第 k 类不可控电源在尖峰时段的预测出力(在
一些调峰分析文献中，为保证可靠性，有时不考虑

这类不可控电源的有效容量[2,6]，此时有效容量即为

0)； L
maxP 表示日内尖峰负荷； %r 表示负荷备用率；

AC,unit
maxC 表示可控电源的开机机组中最大机组可调

容量； I,ns
maxC 表示联络线中最大受电计划功率。式(1)

表示，所有电源的可调容量，应该等于该日系统最

大负荷，加上旋转备用需求[1]。 
其中，年内日负荷曲线既可由文献[29]中所述

方法模拟，也可由历史负荷数据根据负荷增长率进

行预测；同样，风电和光伏曲线也既可以根据风速

和装机容量生成，也可以根据历史发电曲线根据装

机容量增长率进行预测。 
在根据尖峰时段对可控电源的可调容量需求

确定各类可控机组开机容量时，根据节能调度原

则，优先平衡联络线、水电、核电、供热、燃气、

自备电厂等电源容量(其中，与外区联络线可等效看
作电源[6])，最后剩余容量需求(尖峰可调容量需求
减去上述各类优先机组的可调容量)即为纯凝机组
的开机容量。不过，若该开机容量低于系统由纯凝

电厂最小运行方式所确定的最小开机容量，则使用

后者作为纯凝机组的开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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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常规调峰最小出力。 
在日内各类可控电源开机容量确定之后，即可

根据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各类电源的基本

调峰容量(即常规调峰容量)，确定每类可控机组的
最小出力： 

 AC,min AC
, , , ,%g d m g g d mP Cα= ⋅  (2) 

式中 αg%表示可控电源基本调峰要求的最小负荷
率。以及每类联络线的最小出力： 

 I,min I
, , , ,%j d m j j d mP Cα= ⋅  (3) 

式中 αj%表示联络线最小出力和最大出力的比值。 
进而累计计算出系统中所有可控电源在完全调出

常规调峰容量以及联络线功率降到最小后的最小

出力，如下图 3中“可控常规最小出力”所示。 

 AC,I,min AC I
, , , , , ,

1 1
% %

G J

d m g g d m j j d m
g j

P C Cα αΣ
= =

= ⋅ + ⋅∑ ∑  (4) 

在系统“可控常规最小出力”的基础上，加上

风电、光伏等不可控电源的预测出力，即可得到该

日系统调用常规调峰后的最小出力，如图 3中“发
电侧常规最小出力”曲线所示，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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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调峰容量与调峰成本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regulation capacity and peak regulation cost 

3）常规调峰裕度指标的计算。 
显然，图 3中各时段负荷减去该时段“发电侧

常规最小出力”，即可得到传统常规调峰裕度指标。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F,YD L AC,I,NC,min
, , , , , , ,t d m t d m t d mP P PΣ= −  (6) 

4）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指标的计算。 
在步骤 2）的基础上，先使用负荷减去风电、

光伏等不可控电源出力，再减去系统中除纯凝机组

外所有可控开机机组的最小出力，然后除以纯凝机

组的开机容量，即可得到各时段纯凝机组调峰出力

率指标。公式如下(纯凝机组以下标 CN表示)： 

 AC L AC,I,NC,min AC,min AC
CN, , , , , , , , CN, , CN, ,[ ( )] /t d m t d m t d m d m d mR P P P CΣ= − − (7) 

5）非常规调峰成本的计算。 
上述计算过程中，当某时段常规调峰裕度为负

值或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低于常规调峰要求下的

出力率时，即需要进行非常规调峰以满足电力平衡

需求，从而产生非常规调峰服务费用。理论上讲，

非常规调峰服务费用也可以通过经济调度等电力

平衡优化模型计算得到，如在约束条件中将出力范

围放宽到包括非常规调峰容量，并在目标函数中考

虑非常规调峰容量对应的成本[18]。然而，对于实际

省网而言，通常都包括多种不同特性电源结构，此

时经济调度模型非常复杂，往往需要再次分解求解

(例如水火协调)；而且对调峰形势分析而言，仅关
注局部问题，并不需要得到每台机组执行曲线。因

此，本文在计算调峰费用时依然采用简单、但非常

有效的传统调峰平衡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①电源可用的非常规调峰容量及其成本排序。 
由于现有省级电网系统通常都包括多种不同

种类的电源，每种电源都有可能提供一定容量的非

常规调峰服务，并且具有不同的成本。为便于在系

统中常规调峰容量不足时以成本最低进行调用，首

先应该确定各类电源可用的非常规调峰容量，并根

据成本进行排序。 
如表 1给出了一个简单示意表，该表假设系统

可采用煤电深度调峰、煤电启停调峰、弃风调峰 
3 种非常规调峰手段。其中，将燃煤火电的深度调
峰容量(50%Pn~30%Pn部分)按每 5%分成 4 档，即
50%~45%、45%~40%、40%~35%、35%~30%共 
4档，30%以下认为机组必须启停调峰，30%为深度
调峰和启停调峰的界限(该分类参考文献[8]最新修
订版深度调峰容量阶梯式补偿划分及补偿电价，仅

用于示意。实际对具体某个省网进行分析时，深度

调峰的分档划分，可根据各区域规定进行调整，目 
表 1  非常规调峰容量及其成本 

Tab. 1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capacity and  
its cost 

调峰手段 调峰容量/MW 调峰成本/(元/(kW⋅h)) 

纯凝煤电深调一档 (50%~45%)Pn 0.1 

纯凝煤电深调二档 (45%~40%)Pn 0.2 

纯凝煤电深调三档 (40%~35%)Pn 0.5 

弃风调峰 风电预测功率 0.57 

纯凝煤电深调四档 (35%~30%)Pn 0.8  

部分纯凝煤电启停调峰 纯凝 30%以下 4000元/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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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省区发布的调峰市场规则中，大多对深度调峰

容量进行了阶梯式划分补偿[11-15]。) 
同时，在实际运行调峰困难时段，通过弃风也

可以保障电力平衡，因此弃风调峰实质上也是一种

合理的非常规调峰手段，本文假设其调峰成本为其

上网电价(表中为文献[8]区域内某省网的风电上网
标杆电价[30])。 
②非常规调峰容量调用计算。 
对任一时段，若其常规调峰裕度为负值，则其

非常规调峰需求为常规调峰裕度的绝对值，否则非

常规调峰需求为零，如下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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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步骤①提供的各类电源的非常规调峰容

量及排序，以低价优先原则调用，即可计算出满足

调峰需求的各类非常规调峰容量的调用容量 
TF,NCG
, , ,g t d mP ，显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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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目标函数即为该时段使用非常规调峰容量满

足电力平衡后的总费用。如图 3中第 4时段，达到
调峰平衡时，不仅需要煤电进行 1、2、3档深调，
还需要进行部分容量的弃风调峰。 
2.2  指标计算模型 
根据逐日平衡结果，即可统计出整个水平年(或

任意周期内，如各月)的常规调峰裕度分布及各统计
指标(包括常规调峰不足概率、常规调峰不足容量期
望值等)、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分布及统计指标、非
常规调峰费用指标等。  

3  算例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对我国某省网 2020 年的调峰

形势进行了评估。 
3.1  基础数据 

1）负荷数据。 
2020年预测的年最大负荷为 58 576 MW。各日

的时序负荷曲线由 2015 年的负荷时序曲线标幺值
(如图 4所示)乘以 2020年的年最大负荷得到。图 5
给出了各月典型峰谷差率。 

2）电源结构。 
表 2为 2020年各类电源预期装机容量数据。 
3）电网输电能力。 
表 3 给出了 2020 年该省网外部联接线路的输 

 
图 4  省网预测的日最大负荷标幺曲线 

Fig. 4  Forecasting daily maximum load Per-Unit curve of 
the provincial grid 

 
图 5  省网预测的各月典型峰谷差率 

Fig. 5  Forecasting monthly typical peak-valley ratio of  
the provincial grid 

表 2  省网电源预期装机容量 
Tab. 2  Forecasting installed capacity of the power of  

the provincial grid 

机组类型 容量/MW 机组类型 容量/MW 

纯凝 51 185 燃气 2640 
供热 14 525 风电 2778 
水电 2350 光伏 2401 
抽蓄 1320 自备 4570 

表 3  外部联接线路的输电容量 
Tab. 3  Transmission capacity of external line 

类型 容量/MW 

特高压直流 7500 
背靠背直流 1110 
直流总计 8610 
交流总计 6000 

电容量，该省为受电侧。 
4）计算边界条件。 
考虑该省网实际运行情况，根据第 2节计算流

程及模型，给出主要边界条件如下： 
①备用。 
由于省内存在特高压直流受电线路，以特高压

直流双极闭锁时损失的容量作为备用容量。 
②尖峰平衡确定各类电源开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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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电力平衡时优先对水电、燃气、热电、直

流、自备电厂进行平衡，剩余的负荷由纯凝机组承

担，若纯凝机组容量不足，则通过交流线路由外区

支援(即尖峰平衡原则为对外区交流受电最小)。 
考虑该省实际运行情况，水电按夏季 1500 MW、

冬季 1800 MW进行平衡；燃气机组按夏季全部容
量、冬季 50%容量(冬季燃气不足)平衡；直流受电
作为等效电源考虑，其容量为其满负荷功率；由于

风电、光伏出力的不确定性，假设其不参与尖峰电

力平衡(即有效容量为零)；供热机组在夏季作为纯
凝机组对待，在冬季为保证供热，假设全部开机且

运行时采用“以热定电”方式，最大出力考虑为

90%额定功率；自备机组按其自身负荷(3240 MW)
进行平衡，多余容量作为纯凝机组对待。纯凝机组

考虑检修、停备等因素，按其总装机容量的 85%作
为可开机的最大容量。 
确定纯凝机组开机方式时，考虑燃煤火电电厂

的最小运行方式，每个电厂最少要开一台机保证稳

定运行[28]。 
抽水蓄能容量是否参与尖峰时段电力平衡取

决于上述开机方式下，低谷是否需要纯凝机组深度

调峰。若需要，则将抽蓄参与调峰，重新计算纯凝

机组开机容量。 
③可控电源及联络线常规调峰最小出力。 
水电、燃气的最小出力按零计算；热电机组在

供热期的最小出力取为额定容量的 70%；直流受电
等效机组的最小出力取为最大受电功率的 80%；自
备电厂的最小出力为其负荷；纯凝机组的最小出力

取值为其开机容量的 50%；根据实际运行，假设交
流不参与调峰，各时段出力与尖峰时段相同。 
④各类电源的非常规调峰成本。 
根据该省电源结构，产生额外调峰成本的非常

规调峰方式包括抽蓄调峰、纯凝火电深度调峰和启

停调峰、风电弃风调峰。该省火电燃煤上网标杆电

价约 0.4元，考虑抽蓄有近 25%的效率损失，故而
抽蓄调峰成本约为 0.1元/(MW⋅h)；该地区为风电 3
类资源区，2020 年时风电上网电价为 0.57 元/ 
(MW⋅h) [30]，故而取风电弃风成本为 0.57 元 / 
(MW⋅h)。火电深度调峰成本根据辅助服务办法规定
分 4档，将每档补偿电价作为调峰成本，如表 1中
所示。火电启停调峰成本参考文献[11]中 200 MW
机组停机报价，每次停机费用为 4000 元/MW，假
设低谷停机 8h，折算为调峰成本为 4000/(1000× 
0.3×8)=1.66元/(MW⋅h)(这说明从调峰成本来看，为
接纳风电进行机组日内启停调峰并不划算)。 

3.2  2020年调峰形势评估 
图 6(a)—(d)给出本文计算得该省 2020 年度冬

季和夏季的调峰裕度日分布散点图，以及纯凝机组

的调峰出力率日分布散点图。表 4给出了各月常规
调峰裕度为负值的统计数据(若该月为零则略)；表 5
则给出了达到调峰平衡时各类非常规调峰容量的

调用水平及费用。 
由图 6(a)(c)可以看出，该年度冬季调峰形势非

常紧张。在给定电源结构下，若只采用纯凝机组非 

  
图 6  调峰裕度及纯凝机组出力率散点图 

Fig. 6  Scatter diagram of peak regulation margin and 
output rate of condensing power units 

表 4  各月常规调峰裕度为负值的统计数据 
Tab. 4  Monthly statistical data when the conventional 

peak-regulation margin is negative 

月份 天数 小时数 调峰不足期望/MW 纯凝出力率期望/% 

1 31 125 −630 47.4 
2 26 263 −2604 36.0 
7 6 6 −202 49.3 
11 11 36 −389 48.3 
12 10 34 −211 49.1 

表 5  非常规调峰电量及费用 
Tab. 5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electric quantity 

and charge 

调峰 
手段 

调峰电量/ 
(MW⋅h) 

费用/ 
万元 

分月调峰电量/(MW⋅h) 

1 2 7 11 12 

抽蓄 612 480 6125 165 000 347 160 7920 47 520 44 880 
深调一档 318 138 3181 76 662 219 066 1215 14 021 7174 
深调二档 163 959 3279 2074 161 885 0 0 0 
深调三档 122 548 6127 0 122 548 0 0 0 
弃风调峰 50 911 2902 0 50 911 0 0 0 
深调四档 71 011 5681 0 71 011 0 0 0 
启停调峰 59 456 9870 0 59 456 0 0 0 

累计 1 398 504 37 165 243 737 1032 037 9135 61 541 52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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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调峰，很多时段达到调峰平衡时需要纯凝机组

下调到 30%以下，甚至个别时段需要下调到 15%的
水平。而由表 5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排在弃风调
峰电量之后的 35%以下的深度调峰和启停调峰均
有大量的调峰电量。这说明，某些时段，深度调峰

和弃风调峰已经无法实现调峰平衡，必须进行机组

启停调峰。 
如表所述，这些调峰最困难时段绝大多数发生

于 2月份，主要原因是 2月份负荷较低，但纯凝机
组受电厂最小方式约束却无法停机，故而导致开机

过多。这说明，此时，系统无法通过停机调峰进行

电力平衡，需要采用其他方式，如直流联络线调峰、

交流联络线调峰、甚至热电机组调峰以满足低谷调

峰平衡。 
同时，由图 6(b)(d)和表 4可以看出，该省夏季

调峰形势较冬季要好，只有 7月个别时段需要进行
非常规调峰。调峰紧张局面主要发生在冬季 1、2
月份。主要原因为：其一，由于供暖导致火电调峰

能力下降；其二，由于负荷较低但系统内电源点较

多，电厂最小方式约束导致的开机过多。 
3.3  建设抽蓄的经济性分析 
为缓解未来调峰紧张形势，拟新建 1200 MW

抽水蓄能电站。为评估建设抽蓄的经济性，本文对

建设抽蓄后的调峰成本进行了计算，结果表 6所示。 
表 6  新建抽蓄后非常规调峰电量及费用 

Tab. 6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electric quantity 
and charge after PHS construction 

调峰手段 调峰成本/(元/(kW⋅h)) 调峰电量/(MW⋅h) 费用/万元 

抽蓄 0.1 461 160 4612 
深调一档 0.1 149 398 1494 
深调二档 0.2 111 094 2222 
深调三档 0.5 76 382 3819 
弃风调峰 0.57 32 214 1836 
深调四档 0.8 34 746 2780 
启停调峰 1.66 8856 1470 

累计 — 873 851 18 233 

对比表 6和表 5中的总调峰费用可以看出，抽
蓄投入可减少 18 932 万元/年的调峰费用，即其调
峰效益。而抽蓄投资成本约为 350万元/MW[31]，建

设 1200 MW抽蓄机组所用成本约为 42亿元，收回
投资约 22.2年。考虑到抽蓄具有近 50年的使用年
限，若每年调峰形势均如此，则建设抽蓄具有一定

的经济性，折合度电调峰的固定成本为 0.182 1元，
加上运行成本，合计 0.282 1元。 
3.4  直流深度调峰的经济性分析 
由表 4可以看出，调峰形势紧张的局面主要发

生在 1月份和 2月份，其他月份较少，此时采用投

资建设抽蓄方式解决调峰问题主要面临利用小时

数少的问题。为此，亦可采用特高压直流灵活深调

方式参与调峰。由于送往该省的特高压直流送端采

用风火打捆方式供电，而调峰困难主要发生在低谷

时段，此时送端也调峰困难，故直流调峰相当于送

端弃风调峰，取其调峰成本为送端风电上网电价，

为 0.44元/(MW⋅h)[30](与表 1对比可知，本地弃风调
峰成本高于送端弃风调峰，这是因为送端风资源

好，上网电价低，故而同样电量的弃风损失对送端

风电场影响更小)。 
该省特高压直流受电容量约 7500 MW，正常运

行时调峰深度为 20%，理论上讲需要时调峰深度可
以从 20%提高到 50%，也即可在低谷提供 2250 MW
的调峰容量。为与 3.3 节建设抽蓄作对比，本文首
先计算了若直流深调可以提供 1200 MW深度调峰
容量时的调峰费用，如下表 7所示。 

表 7  直流深度调峰(1200 MW)的非常规 
调峰电量及费用 

Tab. 7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electric quantity 
and charge under DC deep cyclic operation (1200 MW) 

调峰手段 
调峰成本/ 

(元/(kW⋅h)) 
调峰电量/ 

(MW⋅h) 
费用/万元 

抽蓄 0.10 612 480  6125  
深调一档 0.10 318 138  3181  
深调二档 0.20 163 959  3279  
直流深调(1200 MW) 0.44 151 728  6676  
深调三档 0.50 76 382  3819  
弃风调峰 0.57 32 214  1836  
深调四档 0.80 34 746  2780  
启停调峰 1.66 8856  1470  

累计 — 1 398 504  29166  

对比表 6和表 7可以看出，当直流深调与建设
抽蓄均提供 1200 MW的深度调峰容量时，从运行
角度，直流深度调峰费用要高于抽蓄调峰费用，主

要原因是调用抽蓄调峰的价格(0.1 元)远低于直流
深度调峰的价格(0.44 元)；若考虑投资，若每年调
峰形势均如此紧张，则抽蓄调峰价格(0.282 1元)也
低于特高压直流调峰。 
进一步，本文分析了直流深调容量完全调出的

系统非常规调峰容量及费用，如表 8所示。 
通过表 8可看出，直流深调潜力很大，基本解

决了 1、2 月份低负荷期系统需要火电启停调峰、
但受电厂最小方式限制又无法启停调峰的问题。同

时，从经济性上看，与表 5中的调峰费用对比可知，
通过直流深度调峰减少了 10 497万元的调峰成本，
这是因为直流调峰相对于 40%以下的深度调峰、启
停调峰及本地弃风调峰，具有更低的调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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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直流深度调峰(2250 MW)的非常规调峰电量及费用 
Tab. 8  Unconventional peak regulation electric quantity 
and charge under DC deep cyclic operation (2250 MW) 

调峰手段 
调峰成本/ 

(元/(kW⋅h)) 
调峰电量/ 

(MW⋅h) 
费用/万元 

抽蓄 0.10 612 480 6125 
深调一档 0.10 318 138 3181 
深调二档 0.20 163 959 3279 
直流深调(2250 MW) 0.44 236 271 10 396 
深调三档 0.50 45 716 2286 
弃风调峰 0.57 15 480 882 
深调四档 0.80 6437 515 
启停调峰 1.66 23 4 

累计 — 1 398 504 26 668 

4  结论 

针对电网在运行过程中常规调峰容量不足时

必然调用非常规调峰容量以保证系统供需实时平

衡的客观实际，本文提出了以达到调峰平衡时的纯

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和非常规调峰服务总成本为两

个新指标的省网调峰形势评估方法，以衡量在计及

非常规调峰容量后省级电网在水平年所面临的调

峰形势。理论分析和算例计算结果表明，纯凝机组

调峰出力率分布可直观反映系统面临的调峰压力，

而调峰成本则有效反映了解决这种压力的所付出

的代价。而且，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属于相对性指

标，而调峰成本属于经济性指标，均有利于对不同

规模的系统或规模相同但电源结构不同的系统进

行对比，也有利于分析调峰手段实施的经济性。 
纯凝机组调峰出力率和调峰成本指标，结合传

统的调峰裕度统计指标，可从不同侧面反映系统的

调峰形势，从而使决策者更加全面地对省网调峰状

况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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