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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能源系统是实现各能源系统间有机协调优化的重要途径。剖析电 -热 -冷 -气 4 个子系统，构建

以建设运行总成本为目标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经济优化调度模型；其次，利用非线性问题处理办法将所构

建的调度模型转化为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最后，基于子系统独立运行和耦合调度的 2 种场景，结合分时电

价调用混合整数规划软件对模型进行求解。结果显示，相对于独立运行方式，各子系统耦合调度运行能够

灵活组合各能源转换设备，大大降低系统外部购能和系统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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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能源需求的不断

提高，以及能源稀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

显，如何高效利用能源、合理使用可再生能源、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能源供给系统可持续性已经

成为亟需攻克的问题 [1]。而区域综合能源系统能

够有效整合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不同能源，在

能源生产、传输、分配和消费等环节进行耦合转

换 [2]，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运行经济性、可再生能源利用度，有效降低

环境压力，是构建高质量能源供给系统重要发展

途径。

目前，关于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研究主要通

过系统设备建模—建立单目标或多目标优化模型

—运用算法进行模型求解的流程进行优化调度分

析，主要从不同系统、目标及约束、求解算法

3方面开展不同研究。其中，已有众多研究针对电/
热系统[3]、电-气系统[4]、电-热-气[5]、电-热-冷系统[6]

优化调度进行充分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考虑清洁

能源消纳 [7]，进一步提高系统运行经济性。综合

能源系统优化目标主要包括系统运行经济性、环

境污染程度和新能源消纳程度等，文献 [8] 考虑

需求响应构建了以系统最小化运行费用为目标的

电 -天然气综合能源调度模型；文献 [9] 将 CO2

排放总量作为环境成本考虑到目标函数中，研究

了电-气综合能源微网日前经济调度优化问题；文

献 [10] 将弃风、弃光负荷作为惩罚性成本计入目

标函数，构建园区微网经济调度模型；文献 [11]
综合机组运行成本、系统污染物排放及风电消纳

惩罚成本建立区域电网风储能的鲁棒优化模型。

在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求解算法方面，主要包括数

学规划、智能算法以及多目标转换成单目标再求

解等方法，文献 [12] 采用混合整数规划办法求解

了以经济性为目标的微网调度模型；文献 [13] 利
用多目标粒子群算法求解了经济与环保为目标的

冷 -热 -电园区综合能源系统设备容量优化模型；

文献 [14] 借助隶属度函数将优化目标模糊化，然

后采用加权满意度指标法实现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化，

对多目标的综合能源系统日前优化模型进行求解。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中，对电、热、

冷、气 4 种负荷的综合能源系统调度研究较少，

但在实际的运行优化过程中，需要以各类能源负

荷制定其综合能源系统运行计划。因此，本文从

电、热、冷、气 4 个子系统进行园区综合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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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模，涵盖电 -热 -冷 -气 4 种储能、风光清洁能

源发电机组、冷热电联产（ combined cool ing
heating and power，CCHP）机组以及其他各类常见

能源转换设备，并以系统建设运行总成本最小化

为目标，设置各子系统独立运行及综合能源系统

耦合运行的不同场景，进行综合能源系统的优化

调度研究，验证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对于用能成本

优化的特性，促进综合能源系统健康持续发展与

能源体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1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模型构建

1.1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结构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一般以电能和天然气能为

主导能源，外部能源供应网络由联络线和天然气

管网组成，系统内包含各类能源转换设备和储能

设备，以满足用户侧电、热、冷、气 4 种负荷需

求，具体系统架构图如图 1 所示。园区综合能源

系统由能源输入模块、能源转换与存储模块和能

源输出模块组成，具体如下。

（1）能源输入模块包括天然气管网和大电

网，电能和天然气分别通过变压器和压缩机输入

系统。

（2）能源转化与存储模块中，风机和光伏机

组分别将风能和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燃料电池和

燃气轮机能够分别将天然气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CCHP 系统通过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和吸收式制

冷机实现电能、热能、冷能的供应；电制冷机、

电锅炉、电转气设备可以分别将电能直接转换为

冷能、热能、天然气能；储能设备包括储电、储

热、储冷和储气设备，分别对电、热、冷、气进

行充放，具有能量缓存的作用。

（3）能源输出模块主要是能源消费环节，包

含电、热、冷、气 4类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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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架构

Fig. 1    Architecture of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1.2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模型

t

本文所提出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模型，仅考

虑了有功功率情形，在任意时刻 下，对于区域能

源网络和区域能源转换设备任意节点，各能源子

系统功率平衡关系如下所述。

1.2.1    能源网络模型

（1）电力系统。

园区综合能源电力系统由风力发电机组、光

伏发电机组、燃料电池、CCHP 机组和储电设备

组成，共同负责园区的电负荷需求，不足量由外

网供应，其功率平衡关系如为

Pbuy(t)+PWP(t)+PPV(t)+PFC(t)+PCCHP(t)+Pdis(t)=
PER(t)+PEB(t)+PEG(t)+Pcha(t)+Pload(t)

（1）

Pbuy(t) PWP(t)

PPV(t) PFC(t) PCCHP(t)

PER(t) PEB(t)

PEG(t)

Pcha(t)、Pdis(t)

Pload(t)

式中： 为园区向大电网购入的功率； 、

、 、 分别为风力、光伏、燃料

电池、CCHP 机组的实际出力； 、 、

分别为电制冷机、电锅炉、电转气设备的消

耗功率； 分别为储电设备充电功率

与放电功率； 为电负荷需求；单位均为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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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力系统。

园区综合能源热力系统由燃气锅炉、热泵和

电锅炉、CCHP 机组、余热锅炉、换热装置和储

热设备组成，共同负责园区的热负荷需求，不足

量由外网供应，其功率平衡关系为

Hbuy(t)+HGB(t)+HCCHP(t)+HEB(t)+Hdis(t)
= Hcha(t)+Hload(t) （2）

Hbuy(t) HGB(t) HCCHP(t)

HEB(t)

Hcha(t)、Hdis(t)

Hload(t)

式中： 为园区向外部购热量； 、 、

分别为燃气锅炉、CCHP 机组、电锅炉的

输出热功率； 分别为储热设备蓄热

功率与放热功率； 为热负荷需求，单位均

为 kW。

（3）供冷系统。

园区综合能源供冷系统由电制冷机、CCHP
机组、吸收式制冷机和储冷设备组成，共同负责

园区的冷负荷需求，其功率平衡关系为

UCCHP(t)+UER(t)+Udis(t) = Ucha(t)+Uload(t) （3）

UCCHP(t)、UER(t)

Ucha(t) Udis(t)

Uload(t)

式中： 分别为 CCHP 机组、电制

冷机的输出冷功率； 、 分别为储冷设

备蓄冷功率与放冷功率； 为冷负荷需求；

单位均为 kW。

（4）供气系统。

园区综合能源供气系统由电转气设备和储气

设备组成，共同负责园区的气负荷需求，不足量

由外网供应，其功率平衡关系为

Gbuy(t)+GEG(t)+Gdis(t)=GFC(t)+GGB(t)+
GCCHP(t)+Gcha(t)+Gload(t)

（4）

Gbuy(t)、GEG(t)

GFC(t)、GGB(t)、GCCHP(t)

Gcha(t)、Gdis(t)

Gload(t)

式中： 分别为天然气网、电转气设

备的供气量； 为燃料电池、

燃气锅炉、CCHP 机组的用气量；

分别为储气设备充气量与放气量； 为气负

荷需求；单位均为 m3。

1.2.2    转换设备模型

（1）CCHP机组。

CCHP 机组是区域综合能源系统中的核心能

流耦合设备，其数学模型如式（5）~（8）所示 [15]。

GCCHP(t) = µCCHP(t) ·PCCHP(t) · 1
ηe

CCHP
· 1

LHV
（5）

HWHB(t) = µCCHP(t) · PCCHP(t)
ηe

CCHP
·
(
1−ηe

CCHP−η
loss
CCHP

)
（6）

UCCHP(t) = µCCHP(t) ·HWHB(t) ·
ηc

CCHP

ηc
CCHP+η

h
CCHP

（7）

HCCHP(t) = HWHB(t)−UCCHP(t) （8）

µCCHP(t)

ηe
CCHP ηh

CCHP ηc
CCHP

ηloss
CCHP

LHV

HWHB(t)

式中： 为 CCHP 机组启停状态，取 1 或

0，1表示开机，0表示停机； 、 、 、

分别为 CCHP 机组的发电、制热、制冷效率

和热能自耗散率； 为天然气的低热值，取

9.7(kW·h)/(N·m3)； 为 CCHP 机组中余热锅

炉输出热功率。

（2）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能将天然气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

能，发电效率较高，其气耗成本数学模型为

GFC(t) = µFC(t)
PFC(t)

LHV ·ηFC
（9）

µFC(t) ηFC式中： 为燃料电池的启停状态； 为燃料

电池发电效率。

（3）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通过消耗天然气产生热能，其数学

模式为 [16]

HGB(t) = ηGB ·GGB(t) ·LHV （10）

ηGB式中： 为燃气锅炉的气热转换效率系数。

（4）电制冷机。

UER(t) = PER(t) ·COPER （11）

COPER式中： 为电制冷机的能效系数，取 3.2。
（5）电锅炉。

电锅炉是典型的电热耦合设备，通过消耗电

能产生热能，其数学模式为 [17]

HEB(t) = µEB(t) ·ηEB ·PEB(t) （12）

µEB(t) ηEB式中： 为电锅炉的启停状态； 为电热转

换效率。

（6）电转气设备。

电转气设备能够利用电能制取天然气，其能

量转换效率较低，常用于系统面临弃风弃光的情

况下，其数学模式为 [18]

GEG(t) = ηEG ·
PEG(t)
LHV

（13）

（7）储能设备。

本文研究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包含的储能

设备有储电、储热、储冷、储气 4 种，其数学模

式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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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λ(t) = Eλ(t−1) · (1−σλ ·∆t)+
(Echa

λ (t) ·ηcha
λ −Edis

λ (t)/ηdis
λ )×∆t

（14）

λ ∈ {ES,HS,CS,GS} Eλ(t)

Echa
λ (t) Edis

λ (t)

σλ

ηcha
λ ηdis

λ

式中： ； 为储能在 t 时段所

储存的能量，包含电、热、冷、气； 、

分别为储能在 t 时段的充放能功率； 为储能的

自耗能率； 、 分别为储能的充、放能效率。

2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经济优化调度模型

2.1    目标函数

本文通过对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电、热、

冷、气系统间进行优化调度来协调发电侧资源，

在满足园区用户用能需求以及系统中各项约束的

同时，使各类能源转换存储设备共同参与，以园

区综合能源系统中建设运行成本最小为目标，进

行系统的优化调度。其目标函数为

F =min
T∑

t=1

C(t) （15）

C(t) =CE(t)+CH(t)+CU(t)+CG(t) （16）

T C(t) t

CE(t) CH(t) CU(t) CG(t)

式中： 为调度周期； 为 时段内园区综合能源

系统建设运行总成本； 、 、 、

分别为电力、热力、供冷和供气子系统的建设运

行成本。

（1）电力系统总成本。

电力系统的总成本由调度周期内风光清洁能

源机组、燃料电池、CCHP 机组、储电设备的初

始建设成本折旧额、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本以

及从外部主网购电成本组成。

CE(t) =CC/E(t)+CM/E(t)+CS/E(t)+CB/E(t) （17）

CC/E CM/E CS/E CB/E式中： 、 、 、 分别为电力系统的

初始建设成本折算值、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本

以及从外部主网购电成本。其中

CC/E(t)=
N∑ CC,n ·Cλ,n−Vn

Tn
（18）

CM/E(t)=
N∑

Cn ·Pn(t) （19）

CS/E(t) =
N∑

CSS,n

[Un(t−1)(1−Un(t))+Un(t)(1−Un(t−1)]
（20）

CB/E(t) = Pbuy(t) ·PE(t) （21）

N CC,n Cλ,n Tn Vn Cn

Pn(t) CSS,n

Un(t) n

PE(t) t

式中： 为设备数量； 、 、 、 、 、

、 分别为第 n 台设备的单位容量初始投

资成本、容量、寿命、残值、单位出力的运维成

本系数、发电量、启停成本系数； 为第 台设

备的启停状态，取 1 或 0，1 表示设备处于运行状

态，0 表示处于停机状态； 为 时段外部主网

售电价格。

（2）热力系统总成本。

热力系统的总成本由调度周期内燃气锅炉、

CCHP 机组、电锅炉、和储热设备的初始建设成

本折旧额、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本及向外部购

热成本组成。

CH(t) =CC/H(t)+CM/H(t)+CS/H(t)+CB/H(t) （22）

CC/H CM/H CS/H CB/H式中： 、 、 、 分别为热力系统

的初始建设成本折旧额、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

本以及从外部购热成本，其中，初始建设成本折

旧额、运维成本和机组启停成本计算公式可类比

电力系统。

CB/H(t) = PH(t)Hbuy(t) （23）

PH(t) t式中： 为 时段外部的购热价。

（3）供冷系统总成本。

供冷系统的总成本由调度周期内 CCHP 机

组、电制冷机和储冷设备的初始建设成本折旧

额、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本组成。

CU(t) =CC/U(t)+CM/U(t)+CS/U(t) （24）

CC/U CM/U CS/U式中： 、 、 分别为供冷系统的初始

建设成本折旧额、运维成本以及机组启停成本，

计算公式可类比电力系统。

（4）供气系统总成本。

供气系统的总成本由调度周期内电转气设备

和储气设备的初始建设成本折旧额、运维成本、

机组启停成本以及向外部气网购气的成本组成，

其中从外部气网购气成本由园区用户的气负荷和

综合能源系统中以气为燃料的能源转换设备的气

负荷决定。

CG(t) =CC/G(t)+CM/G(t)+CS/G(t)+CB/G(t) （25）

CC/G CM/G CS/G CB/G式中： 、 、 、 分别为供气系统

的初始建设成本折旧额、运维成本、机组启停成

本以及从外部购气成本，其中，初始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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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成本和机组启停成本计算公式可类比电力

系统。

CB/G(t) = PG(t)Gbuy(t) （26）

PG式中： 为天然气价格。

2.2    约束条件

（1）子系统能量平衡约束。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运行时需要满足电、热、

冷、气 4 个子系统的能量平衡约束，其约束条件

表示为式（1）~（4）。

（2）设备出力上下限约束。

系统中所有设备出力需要满足出力上下限约

束，即

Pmin
n ≤Pn≤Pmax

n （27）

Pn n Pmin
n 、

Pmax
n n

式 中 ： 为 第 台 设 备 的 实 际 出 力 值 ；

分别为第 台设备的最小、最大出力值。

（3）储能约束。

为保证周期性调度储能的充裕性，要求储

电、储热、储冷、储气设备除保证储存能量在设

备容量上、下限之内外，还要求每日始末剩余储

能容量保持一致，如式（28）~（30）所示。 0≤Edis
λ ≤β

dis
λ ×Cλ

0≤Echa
λ ≤β

cha
λ ×Cλ

（28）

SOCmin
λ ≤

Eλ(t)
Cλ
≤SOCmax

λ （29）

Eλ(0) = Eλ(T ) （30）

βcha
λ 、β

dis
λ λ

SOCmin
λ SOCmax

λ λ

Cλ

Eλ(0)、Eλ(T )

式中： 分别为第 种储能设备的最大充、

放能速率； 、 分别为第 种储能设备

储能的最小、最大负荷状态； 为储能设备的额

定储存量； 分别为调度周期内储能开

始时刻和最后时刻的储能量。

（4）可控机组爬坡约束。

−rn,d∆t≤Pn(t)−Pn(t−1)≤rn,u∆t （31）

rn,d、rn,u n式中： 分别为可控出力机组 减载和加载

的速率限制。

（5）CCHP机组约束。

CCHP 机组输出冷功率是由燃气轮机余热经

由吸收式制冷机转化产生的，因此输出冷功率需

小于余热锅炉输出热功率。

HWHB(t) ⩾ UCCHP(t) （32）

CCHP机组启停时间还需满足约束

 (T on
CCHP−T U

CCHP)[UCCHP(t−1)−UCCHP(t)]≥0

(T off
CCHP−T D

CCHP)[UCCHP(t)−UCCHP(t−1)]≥0
（33）

T on
CCHP、T off

CCHP t

T U
CCHP、T D

CCHP

式中： 分别为 CCHP 机组在 时段之

前的持续开机和关机时间； 分别为

CCHP 机组要求的最小持续开机和停机时间，本

文中均为 3 h。
（6）清洁能源出力约束。{

0≤PWP(t)≤Pmax
WP

0≤PPV(t)≤Pmax
PV

（34）

Pmax
WP、Pmax

PV式中： 分别为园区风电及光伏出力最

大值。

（7）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与大电网间联络线交

互功率约束。

0≤Pbuy(t)≤Pmax
buy （35）

0≤Psell(t)≤Pmax
sell （36）

Pmax
buy、Pmax

sell式中： 分别为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与电

网间联络线最大允许购电和售电功率。

2.3    求解算法

本研究提出的优化调度模型是非线性且目标

函数中包含可控机组启停状态变量，属于混合整

数非线性规划问题，其中连续型变量为各个设备

的出力功率和储能充放功率，启停变量为 0-1 变

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鉴了文献 [12] 中的非

线性化处理方法，将其分段进行线性逼近，从而

转换为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再调用 Cplex 优

化软件进行求解。

3    算例分析

3.1    基础数据

本文案例在文献 [10,15,20] 基础上进行改进，

实现基于建设运行成本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优化

调度分析。以一天 24 h 为调度周期，单位调度时

长为 1 h，CCHP 系统中燃气锅炉排出的烟气全部

供给余热锅炉。分时电价如表 1 所示，外部供热

价均为 0.6 元 /(kW·h)，外部供气价格为 2.5 元 /m3；

各种设备运行参数如表 2、表 3 所示；风电、光

伏出力最大值以及园区电、热、冷、气负荷需求

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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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表 3 中，CCHP 机组的 分别为发电、制热、

制冷效率及自耗散率。

为验证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与电、热、冷、气

系统独立运行相比的优势，选取以下 2 种方式作

为本文调度场景。

（1）场景 1。园区电、热、冷、气分产的独

立运行方式，电负荷需求由风光机组、燃料电

池、储电设备满足，热负荷需求由燃气锅炉、电

锅炉、储热设备满足，冷负荷需求由电制冷机、

储冷设备满足，不足量均向外部购买。

（2）场景 2。园区电、热、冷、气 4 个子系

统相互耦合调度方式，按照图 1 系统架构，能量

之间可以通过各种设备及 CCHP 机组相互转换满

足负荷需求。

3.2    优化结果分析

图 3 为各子系统建设运行成本优化结果，相

对于独立运行方式，耦合调度方式下的电、热、

冷子系统成本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但气系统

的成本更高，总成本低 318.29 元。这是由于在耦

合调度方式下，园区电、热、冷系统为了能更经

济的满足各项负荷需求，以气为输入能源实现了

能源的转换替代。表 4 为 2 种场景的总成本构

成，可以看出，耦合调度方式下由于更多的设备

参与调度过程，机组启停频率更低，导致初始建

设 成 本 和 运 维 成 本 较 于 独 立 运 行 方 式 分 别 高

152.64 元和 139.15 元，机组启停成本低 3.54 元；

此外，耦合调度方式下电、热、冷负荷均更多地

由园区内部设备出力满足，使得购能成本降低

606.54元，从而优化了总成本。

图 4、图 5 分别为 2 种场景下电力系统出力结

果，可以看出，2 种场景下，对于储电设备，为

了将电负荷从峰时段转向电价更低的平时段和谷

时段，储电设备在电价第一段谷时段（00 :00—
07:00）充电至最大荷载，在电价第一段峰时段

（10:00—15:00）放电以满足负荷需求，之后在

第一段平时段（15 : 0 0—18 : 00）充电至最大荷

载，继而在第二段峰时段（18:00—21:00）继续

放电至最小荷载，最后在第二段谷时段（23:00—
24:00）充电至起始荷电状态。

 
表 1   分时电价

Table 1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时段 PE(t)/(元·(kW·h)−1)

峰时段（10:00—15:00，18:00—21:00） 0.83
平时段（07:00—10:00，15:00—18:00，

1:00—23:00） 0.49

谷时段（00:00—07:00，23:00—24:00） 0.17

 
表 2   各种储能设备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

类型 ηcha
λ ηdis

λ
σλ βcha

λ βdis
λ SOCmin

λ
SOCmax

λ Eλ(0) CC Tn/年 Cλ Cn

储电 0.90 0.90 0.001 0.3 0.3 0.2 0.8 120 kW 600 kW 10 300 kW 0.001 8 元/kW

储热 0.95 0.95 0.010 0.3 0.3 0.2 0.8 80 kW 600 kW 10 200 kW 0.001 6 元/kW

储冷 0.95 0.95 0.010 0.3 0.3 0.2 0.8 80 kW 600 kW 10 200 kW 0.001 6 元/kW

储气 0.95 0.95 0.010 0.3 0.3 0.2 0.8 80 m3 600 m3 10 200 m3 0.001 8 元/ m3

 
表 3   其他设备运行参数

Table 3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other equipment

设备类型 Pmin
n /kW Pmax

n /kW rn,d/(kW·min−1) rn,u/(kW·min−1) η/% CC /(元·kW−1) Tn/年 Cn /(元·kW−1) CSS,n/(元·次−1)

光伏 0 90 — — — 9 000 20 0.023 5 —

风机 0 100 — — — 7 000 25 0.019 6 —

燃料电池 5 40 2 2 0.70 3 000 10 0.026 1.2

燃气锅炉 0 50 — — 0.75 1 000 20 0.012 —

CCHP机组 15 65 5 10
0.35、0.35、
0.25、0.05 6 000 20 0.1 1.94

电制冷机 0 50 — — — 1 000 15 0.015 —

电转气设备 0 100 — — 0.60 6 000 15 0.08 —

电锅炉 40 100 3 5 0.98 2 000 20 0.021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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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设备，在电价谷时段，从外部购电

电价比设备发电成本低，因此独立运行方式下风

光清洁能源出力供应不足的部分均从外部电网购

入，而耦合调度方式下，CCHP 机组能够实现

电、热、冷联供，因此该时段在向外网购电外还

需 CCHP 机组出力以供给电、热、冷负荷。在电

价平时段和峰时段，由于购电电价较高，因此两

种场景下均以 40 kW 满负荷出力，耦合调度方式

下 CCHP 机组也以最大功率 65 kW 运行以满足电

力负荷需求，不足量均由外网购入。相对于独立

运行方式，耦合调度方式下的购电量大幅降低，

尤其是电价峰时段和谷时段降幅更大，因此带来

了购电成本的较大优化。

图 6 为 2 种场景的购气量结果，与电力系统

类似，由于耦合调度方式下 CCHP 机组能够以气

作为燃料实现电、热、冷联供，以满足电、热、

冷负荷需求，因此在电价峰时段和平时段时能够

通过提高购气量大幅降低热的购买量以及供冷的

耗电量，使得总体购能成本由 8 970.46 元优化至 8
363.92元，降低了综合能源系统的总成本。

图 7、图 8 分别为耦合调度方式下热力系统和

供冷系统优化结果。在热力系统中，除 CCHP
机组外，燃气锅炉在运行周期内以 50 kW 的功率

满负荷运行；电锅炉在电价谷时段以 100 kW 的功

率满负荷运行，在电价平时段减少出力，峰时段

出力最小，在 18:00—20:00 不出力；储热设备配

合其他设备运行功率以满足热负荷需求，不足量

 
表 4   2 种场景下的总成本构成

Table 4    Total cost composition for two scenarios
元

场景
初始建设成

本折旧额

运维

成本

机组启停

成本

购能

成本
总成本

场景

1
411.87 93.97 16.10 8 970.46 9 492.40

场景

2
564.51 233.12 12.56 8 363.92 9 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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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伏、风电出力及负荷需求

Fig. 2    Output of PV and wind power and loa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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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子系统总成本优化结果

Fig. 3    Total cost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each sub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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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场景 1 下电力系统出力结果

Fig. 4    Output of power system under scenario 1
 

 

03:00 06:00 0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功
率

/k
W

时刻

外网购电量；
储电放电量；
储电充电量；
燃料电池出力；
风电出力；
光伏出力

00:00

 

图  5   场景 2 下电力系统出力结果

Fig. 5    Output of power system under scenar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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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部购买。在供冷系统中，在 CCHP 机组供冷

的基础上，由储冷设备进行冷的充放实现冷负荷

的供给，其中在 07:00—22:00 由于 CCHP 机组供

冷量较大，储冷设备的充放冷量相对于其他时刻

更大；在 03:00—06:00 时 CCHP 机组和储冷设备

的供冷量不足由电制冷机实现冷的补给。

综合上述分析，相对于独立运行模式，耦合

调度方式能够充分响应能源价格信号，更好地利

用能源转换设备和储能设备实现以成本更低的能

源满足用能需求，发挥多能互补的价格优势，实

现供能成本的优化。

4    结论

本文首先建立了包含电 -热 -冷 -气 4 种负荷的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模型，涵盖了电、热、冷、气

4 种储能、CCHP 机组、风光清洁能源及常见能源

转换设备，模型具有一定通用性；其次从电、

热、冷、气 4 个子系统构建了以建设运行总成本

为目标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经济优化调度模型；

最后基于子系统独立运行和耦合调度的 2 种场

景，结合分时电价对模型进行求解。各子系统耦

合调度运行方式相对于独立运行方式，虽然初始

建设成本、运维成本和机组启停成本均较高，但

机组更合理的组合方式使系统从外部购电、购热

成本大幅降低，实现了建设运行总成本的优化，

因此，包含 CCHP 机组的园区综合能源系统耦合

调度运行方式更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具有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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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两种场景下购气量结果

Fig. 6    Gas purchase under two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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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场景 2 下热力系统出力结果

Fig. 7    Output of thermal system under scenar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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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场景 2 下供冷系统出力结果

Fig. 8    Output of cooling system under scenar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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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nomic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of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Electricity-heat-cool-gas Load

SUN Qiang1, XIE Dian1, NIE Qingyun2, ZHANG Lihui2, CHEN Qian1, CHEN Jiejun1
(1. State Grid (Suzhou) City &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Suzhou 215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ordinated optimiz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nergy system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four subsystems of electricity-heat-cool-gas, and constructs an economic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model for
the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the total cost as objective. Secondly, the non-linear method is used to transform the
constructed scheduling model into a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problem. Finally, based on two scenarios of independent operation
and coupled scheduling of subsyste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the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software
is used to solve the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mpared to the independent operation mode, the coupling scheduling mode can
flexibly combine various energy conversion devices, greatly reducing the system's external energy purchase and the total system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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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d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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