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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能源系统通过多能流耦合转化，向用户提供多样化的能源供给服务。相比传统的独立供能系

统，综合能源系统具有更大的控制自由度。针对如何衡量系统的控制自由度这一问题，首先提出了表征多

能流相互转换能力的可转换性指标，以及表征用户侧选择能源空间的可替代性指标，并给出了这两个指标

的计算方法。其次，考虑控制自由度对于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运行的影响，建立了冷 -热 -电 -气综合能源系统

的经济调度模型。最后对算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证明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和可替代性两个控制

自由度指标可以降低系统的经济调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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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的以单一能流形式独立分供的冷、热、

电、气能源系统，不能充分发挥不同能源之间的

互补优势，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消纳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优化用能方式等方面出现瓶颈 [1-2]。在

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工业界提出了

综合能源系统概念，以期实现能源的重大变革。

综合能源系统是指在规划、建设和运行等过程中

通过对多种形式能源的产生、传输、分配、转

换、存储、消费等环节进行协调优化后所构建的

能源产供销一体化系统 [3]。综合能源系统的理念

打破冷、热、电、气分产分供的既有模式，推行

多种形式能源的协同规划设计以及协调优化运

行，从而提高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和供能服务品质[4-5]。

综合能源系统中多种能流之间耦合转化，有助于

能源阶梯利用，更重要的是，冗余的能流路径为

能源优化调度提供了空间 [6]。此外，综合能源系

统多样化供能服务使得用户在消费能源时具有了

一定的自由选择余地。

现有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综合能源系统规

划配置、能流计算以及优化运行等方面。在系统

规划方面，文献 [7] 考虑光伏出力的不确定性、

分布式可控能源的优化调度以及热电联供，建立

了基于约束规划和二层规划的城市商住混合区能

源站优化配置模型。文献 [8] 考虑冷热电联供系

统（CCHP）作为电网和气耦合枢纽，建立了区域

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规划模型，并分析了不同场景

对配电线路、燃气管道的扩容以及 CCHP 设备选

址定容方案的影响。文献 [9] 研究分析了包括配

电网变电站扩建和增设 CCHP 机组、燃气锅炉、

制冷空调等综合能源系统规划问题。在综合能源

系统的能流计算方面，文献 [10] 针对电-热互联综

合能源系统，用区间描述电负荷和热负荷的不确

定性，通过区间潮流计算来定量评估不确定因素

对系统运行状态的影响。文献 [11] 针对电-气综合

能源系统，考虑了风电和负荷的不确定性，研究

提出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概率能量流计算方法，分

析不确定性变量对综合能源系统的运行影响。文

献 [12] 建立了冷 -热 -电 -气区域综合能源系统能流

计算模型，利用拉丁超立方采样法对随机变量进

行抽样，并做了概率随机能流计算。文献 [13] 针
对热-电联供综合能源系统，提出了基于内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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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能流求解方案。在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方

面，文献 [14] 考虑电力系统和天然气系统的安全

运行约束，建立了电-气互联系统机组组合的线性

模型。文献 [15]考虑了综合能源系统中天然气网

的时空相关性，提出了基于模型预测控制方法的

日前经济调度和日内多时段滚动优化策略。文献 [16]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研

究了基于多主体博弈与强化学习的并网型综合能

源系统协调优化调度策略。文献 [17] 研究了市场

机制环境下综合能源系统各利益驱动能源路由的

行为策略，建立了包含均衡约束的数学规划模

型，并将模型近似为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进行

求解。文献 [18]针对用户侧综合能源系统中电 /热
储能综合优化配置问题，考虑电能替代和冷 /热 /
电耦合，提出了综合能源系统中储能设备的综合

优化配置方法。文献 [19] 面向包含车辆转电网

（V2G）电动汽车的楼宇综合能源系统，将楼宇

能源定价和储能装置动态补偿相结合，研究提出

了减少功率损耗和电网电压波动的多目标优化方

法。为促进能量共享和提高系统灵活性，文献 [20]
针对包含热电联产和需求响应的综合能源系统，

研究了多能流混合系统的能源共享方案。文献 [21]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的多网耦合复杂性以及系统运

行的不确定性，研究给出了基于两阶段迭代模型

的鲁棒优化策略。文献 [22]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中

风电出力的随机性，提出了基于概率区间的随机

优化调度方法。

综合能源系统中多种形式能流耦合互补、交

叉供能，使得在网侧不同能流之间具有可转换

性，在用户侧不同负荷具有可替代性，这也是综

合能源系统区别于传统冷、热、电、气分供系统

的本质特性。如何刻画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

和可替代性，对于研究综合能源系统的规划配

置、系统评估、优化调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如何计算综合能源系

统控制自由度的可转换性指标和可替代性指标，

以及分析这两个指标对系统经济调度的影响，尚

未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反

映综合能源系统控制灵活性的可转换性和可替代

性两个控制自由度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研究分析

了不同控制自由度指标对于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

度的影响。 

1    控制自由度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综合能源系统通过多种能源耦合生产，利用

多种能源网络向用户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能源消

费服务，以提升综合能源系统整体效益。在能源

生产环节，由于不同能源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使

得能源生产过程具有可转换性特征，例如，电-气
相互转换、电转热、电转冷等；在综合能源系统

消费环节，使得负荷具有了可替代性的特征，例

如，用户可以选择用电制热，也可以选择用气

制热。可转换性和可替代性 2 个特征指标充分反

映了综合能源系统控制的灵活性，这里称之为综

合能源系统的控制自由度。综合能源系统控制自

由度指标由可转换性和可替代性两个指标共同

表示。 

1.1    可转换性指标

可转换性指标所表征的是综合能源系统不同

能流之间互补转化的能力。综合能源系统通过转

换设备将不同能流路径进行耦合关联，相比传统

的独立能流系统，提供了更多的冗余能流路径，

为多能系统优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综合能源系

统中各能流之间相互转换如图 1所示。
 

  

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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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锅炉电热炉

燃气机组

电制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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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式
制冷机

余热
换热器

 
图  1   能流可转换性示意

Fig. 1    Diagram of energy flow convertibility
 
 

具体地，若某一能流可以通过其他能流转换

而来，则说明该能流具有可转换性。能流可转换

性大小与转换设备数量和容量相关。转换设备数

量越多，冗余能流路径越多；转换设备容量越

大，冗余空间越大。

冷、热、电、气各能流的可转换性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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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C =
1

Cmax

MC∑
i=1

Ci

αH =
1

Hmax

MH∑
i=1

Hi

αE =
1

Pmax

ME∑
i=1

Pi

αG =
1

Gmax

MG∑
i=1

Gi

（1）

αC αH αE αG

Ci

i Cmax

Hi i

Hmax Pi i

Pmax Gi

i Gmax

式中： 、 、 和 分别为冷网、热网、电网

和气网的可转换性指标；MC、MH、ME 和 MG 分

别为冷能、热能、电能和气能设备的数量； 为

第 个可转换成冷能的设备功率； 为冷网最大

供冷功率； 为第 个可转换成热能的设备功率；

为热网最大供热功率； 为第 个可转换成电

能的设备功率； 为电网最大供电功率； 为

第 个可转换成气能的设备功率； 为气网最大

供气功率。

将各能流的可转换性指标按容量大小加权平

均，计算综合能源系统整体的可转换性指标为

α=
αCCmax+αHHmax+αEPmax+αGGmax

Cmax+Hmax+Pmax+Gmax
（2）

 

1.2    可替代性指标

可替代性所表征的是用户在能源消费形式上

的选择空间。负荷的可替代性特征，如图 2 所

示。若某一负荷可以选择 2 种以上能流来满足自

身的负荷需求，则说明该负荷具有可替代性，称

之为替代型负荷。负荷可选择的能源越多、供能

设备的容量越大，则该负荷可替代性越高，也意

味着用户的选择余地越大。一般而言，综合能源

系统的负荷可以分成冷负荷、热负荷、电负荷和

气负荷四大类。这里以热负荷为例说明负荷的可

替代性。如果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热网供热、电制

热、气制热等方式满足热需求，则说明该热负荷

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如果热负荷只能通过单一

能流满足热需求，则该热负荷不具有可替代性；

如果多种能流组合供热最多只能满足最大负荷需

求，即热负荷没有选择空间，该热负荷也不具有

可替代性。

i

基于上述给出的负荷可替代性内涵，某一负

荷 的可替代性指标为

βi =
ciCi,load+hiHi,load+ piPi,load+giGi,load−Lmax

i,load

Lmax
i,load

（3）

Lmax
i,load i Ci,load

Hi,load Pi,load Gi,load

i ci hi pi gi

式 中 ： 为 负 荷 的 最 大 功 率 需 求 ； 、

、 和 分别为冷网、热网、电网和

气网可提供给负荷 的功率容量； 、 、 和 分

别为用于供冷、供热、供电和供气的负荷设备的

供能效率系数（简称为能效系数），表示这四类

负荷供能设备的能量转化效率。

将各负荷的可替代性指标按容量大小加权平

均，综合能源系统整体负荷的可替代性指标为

β =

N∑
i=1

βiLmax
i,load

N∑
i=1

Lmax
i,load

（4）

α＜0.3

0.3≤α < 0.6 0.6≤α＜1.0

α≥1.0

β＜0.4

0.4≤β＜0.8 0.8≤β＜1.2

β≥1.2

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指标式（2）反映的

是各能流之间相互转换的能力，该指标越大表示

转换能力越强，多能互补的冗余路径和空间就越

多。可替代性指标式（4）体现用户侧在能源消

费时的选择余地，该指标越大表示用户选择的空

间越多，系统需求侧响应的潜力越大。对于可转

换性和可替代性两个计算指标，如何根据计算数

值定量地评价系统的可转换能力和可替代能力尚

待研究。针对这两个指标，这里仅给出初步的模

糊评价标准为：当 ，转换能力较差；当

时 ， 转 换 能 力 一 般 ； 当

时，转换能力较好；当 时，转换能力非常

好 。 类 似 地 ， 当 ， 替 代 能 力 较 差 ； 当

时，替代能力一般；当 时，

替代能力较好；当 时，替代能力非常好。

相比之下，对替代性指标评价要求偏高，这主要

是考虑到替代负荷设备与转换设备相比更容易增

设与替换。 

 

冷负荷

冷网 热网 电网 气网

热负荷 电负荷 气负荷

替代型负荷

某一负荷需求

不可替代负荷

 

图  2   负荷可替代性示意

Fig. 2    Diagram of load substitu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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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控制自由度指标计算示例

基于上述提出的能流可转换性指标和负荷替

代性指标计算方法，这里以某一综合能源系统作

为示例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说明。在该系统中，

转换设备主要有 3 类：可转换成冷能的设备包括

余热吸收式制冷机、气制冷机和电制冷机；可转

换成热能的设备包括余热换热器、燃气锅炉和

电热炉；可转换成电能的设备包括热电联产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机组和燃气机

组。各能流的最大供能容量和各转换设备容量见

表 1。该系统包含 9 个负荷，其中负荷 1~4 由单一

能流进行供能，负荷 5~9 由 2 种以上能流进行组

合供能，各负荷供能类型、容量以及能效系数见

表 2。为计算方便，考虑到不同能流常用的功率

单位可以相互转换，本文统一用电功率单位“千

瓦（kW）”表示冷、热、电、气的功率。
 

  
表 1   可转换性指标计算示例

Table 1   Calculation example of convertibility index

能流 能流容量/kW 转换设备 设备容量/kW 可转换性指标

冷 8 000

吸收式制冷 7 000

αC=1.38气制冷机 2 000

电制冷机 2 000

热 14 000

余热换热器 9 000

αH=1.14燃气锅炉 5 000

电热炉 2 000

电 17 000
CHP机组 8 000

αE=0.76
燃气机组 5 000

气 16 000 无 — αG=0

注：综合能源系统可转换性指标α=0.73。
 
 

由表 1 所示可转换性指标的计算结果可知，

冷、热、电三种能流均具有可转换性，各能流的

转换性指标大小与转换设备的多少及其容量相关

联；气网能流不能通过其他能流转换获得，因此

它的转换性指标为 0。综合能源系统整体的可转

换性指标由各能流的可转换性指标加权平均计算

得出，单一能流的供能功率越大、可转换性指标

越高，其在系统整体的可转换性指标中占比也

越大。

由表 2 所示的可替代性指标的计算结果可

知，负荷 1~4 由于只有单一能流供能，因此没有

可替代性；负荷 5 虽然有 2 种形式的能流供应，

但是 2 种能流供应仅能满足负荷需求，用户没有

选 择 性 余 地 ， 因 此 也 不 具 备 可 替 代 性 。 负 荷

6~9 均具有可替代性，各负荷的可替代性指标大

小与负荷需求大小、供能途径的多少、供能设备

容量大小以及效率紧密相关。综合能源系统整体

的可替代性指标是由各单一负荷的可替代性指标

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功率越大、可替代性越高的

负荷对系统整体的可替代性指标贡献越大。
 

  
表 2   可替代性指标计算示例

Table 2   Calculation example of substitutability index

序号 负荷/kW 供应形式 容量/kW 能效系数 可替代性指标

1 5 000 直供冷 5 000 1.0 β1=0

2 5 000 直供热 5 000 1.0 β2=0

3 5 000 直供电 5 000 1.0 β3=0

4 5 000 直供气 5 000 1.0 β4=0

5 2 400
电制冷   400 3.0

β5=0
气制冷 1 000 1.2

6 3 000

直供冷 3 000 1.0

β6=1.4电制冷 1 000 3.0

气制冷 1 000 1.2

7 5 000
直供热 4 000 1.0

β7=0.2
气制热 4 000 0.5

8 4 000
电制热 4 000 0.8

β8=0.2
气制热 2000 0.8

9 5 000

直供热 5 000 1.0

β9=1.3电制热 5 000 0.8

气制热 5 000 0.5

注：综合能源系统可替代性指标β=0.32。
 
  

2    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模型

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为系统优化调度提

供了冗余的能流路径以及多能互补协调空间，而

可替代性则使得负荷具有一定的选择能源余地，

可通过需求侧响应参与系统经济调度。可见，综

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和可替代性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出在系统优化控制方面的灵活性，这两个控

制自由度指标对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会产生显

著影响。以下通过建立经济调度模型，计算分析

可转换性指标和可替代性指标对经济调度成本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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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标函数

含冷 -热 -电 -气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目标主要

是从主网购电费用、消耗燃气费用和储能折旧成

本，其日前经济调度优化目标函数为

min F = FP+FG+FS （5）

FP FG

FS

式中： 为综合能源系统向主网购电费用； 为

购气费用； 为储能装置折旧费用。

向主网购电费用为

FP =

T∑
t=1

λgrid (t) Pgrid (t)∆t （6）

λgrid (t) t Pgrid (t) t

∆t ∆t = 1 T

式中： 为时段 的电价； 为时段 购电

功率； 为调度时段长度，本文取  h； 为

经济调度周期。

向外部天然气网的购气费用为

FG =

T∑
t=1

λgas (t)
G (t)∆t

Rgas
（7）

λgas (t) t G (t)

t Rgas Rgas=

9.77 kW ·h/m3

式中： 为时段 天然气价格； 为系统在

时段 的购气功率； 为天然气热值，取

。

储能折旧费包括储电、蓄热、蓄冷设备在存

储过程中老化的折算费用，即

FS =

T∑
t=1

[
λPSPS

PS (t)+λHSHS
HS (t)+λCSCS

CS (t)
]
（8）

λPS λHS λCS

PS
PS (t) HS

HS (t) CS
CS (t)

t

式中： 、 和 分别为存储单位电量、热量

和冷量的设备折旧成本； 、 和 分

别为储电、蓄热和蓄冷设备在时刻 的蓄能功率。 

2.2    约束条件

考虑到综合能源系统相对于大电网而言属于

小规模网络系统，一般在规划设计阶段已将冷、

热、电、气 4 类网络设计成满足最大能流传输的

要求，甚至留有一定冗余容量用以保障网络传输

安全，因此，本文暂不考虑冷网、热网、电网、

气网的网络约束问题。

（1）冷、热、电、气供需平衡约束。

在综合能源系统中，由于负荷侧的能源消费

形式具有可替代性，系统运行不仅要满足不可替

代负荷（或称之为固定负荷）的用能需求，还须

考虑替代型负荷对系统供需平衡的影响。替代型

负荷的能源构成形式种类较多，为简便起见，本

文考虑常见的“电-冷”“电-热”“气-冷”“气-热”

4 种替代型负荷对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的影响。

冷负荷供需平衡约束为

CAC(t)+CEC(t)+CR
CS(t)−CS

CS(t) =

CF
load(t)+CPC

load(t)+CGC
load (t) （9）

CAC (t) CEC (t)

CS
CS (t) CR

CS (t)

CF
load (t)

CPC
load (t)

CGC
load (t)

式中： 和 分别为吸收式制冷机、电制

冷机输出的冷功率； 和 分别为蓄冷设

备的蓄冷和放冷功率； 为冷负荷功率；

为所有“电 -冷”替代型负荷的冷功率；

为所有“气-冷”替代型负荷的冷功率。

热负荷供需平衡约束为

HHX (t)+HGB (t)+HPH (t)+HR
HS (t)−HS

HS (t) =

HF
load (t)+HPH

load (t)+HGH
load (t) （10）

HHX (t) HGB (t) HPH (t)

HS
HS (t) HR

HS (t)

HF
load (t) HPH

load (t)

HGH
load (t)

式中： 、 、 分别为余热换热

器 、 燃 气 锅 炉 、 电 制 热 机 输 出 的 热 功 率 ；

和 分别为蓄热设备的蓄热和放热功

率； 为热负荷功率； 为所有“电 -

热”替代型负荷的热功率； 为所有“气 -

热”替代型负荷的热功率。

电负荷供需平衡等式约束为

Pgrid (t)+PCHP (t)+PGT (t)+PR
PS (t)−

PS
PS (t)−PPH (t)−PPC (t) =

PF
load (t)+PPC

load (t)+PPH
load (t) （11）

PCHP (t) PGT (t)

PS
PS (t) PR

PS (t)

PPH (t) PPC (t)

PF
load (t)

PPC
load (t)

PPH
load (t)

式中： 、 分别为 CHP 机组、燃气机

组的输出功率； 和 分别为储电设备的

充、放电功率； 和 分别为电热炉和电

制冷机消耗的电功率； 为电负荷功率；

为所有“电 -冷”替代型负荷的电功率；

为所有“电-热”替代型负荷的电功率。

气负荷供需平衡等式约束为

G (t)−GCHP (t)−GGT (t)−GGB (t) =
GF

load (t)+GGC
load (t)+GGH

load (t) （12）

GCHP (t) GGT (t) GGB (t)

GF
load (t) GGC

load (t)

GGH
load (t)

式 中 ： 、 、 分 别 为 CHP 机

组 、 燃 气 机 组 和 燃 气 锅 炉 消 耗 的 气 功 率 ；

为气负荷功率； 为所有“气 -冷”替

代型负荷的气功率； 为所有“气-热”替代

型负荷的气功率。

本文假设替代型负荷完全服从系统调度，考

虑到替代型负荷的替代量大小会对综合能源系统

经济调度目标产生影响，将“电 -冷”“电 -热”

“气-冷”“气-热”4 类替代型负荷的替代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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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决策变量。这样，通过优化模型求解可得出最

优的替代量。4类替代型负荷的模型为

PPC
load≤PPC

load (t)≤P̄PC
load

CPC
load≤CPC

load (t)≤C̄PC
load

PPH
load≤PPH

load (t)≤P̄PH
load

HPH
load≤HPH

load (t)≤H̄PH
load

GGC
load≤GGC

load≤ḠGC
load

CGC
load≤CGC

load (t)≤C̄GC
load

GGH
load≤GGH

load≤ḠPH
load

HGH
load≤HGH

load (t)≤H̄GH
load

（13）


pPC

loadPPC
load (t)+ cPC

loadCPC
load (t) = LPC

load (t)

pPH
loadPPH

load (t)+hPH
loadHPH

load (t) = LPH
load (t)

gGC
loadGGC

load (t)+ cGC
loadCGC

load (t) = LGC
load (t)

gGH
loadGGH

load (t)+hGH
loadHGH

load (t) = LGH
load (t)

（14）

LPC
load pPC

load

cPC
load

LPH
load

pPH
load hPH

load

LGC
load

gGC
load cGC

load

LGH
load

gGH
load hGH

load

式中： 为“电 -冷”替代型负荷功率； 和

分别为“电 -冷”替代型负荷的电能和冷能的

能效系数； 为“电 -热”替代型负荷功率；

和 分别为“电 -热”替代型负荷的电能和

热能的能效系数； 为“气-冷”替代型负荷功

率； 和 分别为“气 -冷”替代型负荷的天

然气和冷能的能效系数； 为“气-热”替代型

负荷功率； 、 分别为“气 -热”替代型负

荷的天然气和热能的能效系数。式（14）表示对

各替代型负荷的供能设备进行容量限制。

（2）转换设备约束。

CHP 机组通过燃烧天然气同时产生电能和热

能，CHP 余热通过吸收式制冷机和余热换热器

输出冷能和热能。背压式 CHP 机组的电功率输出

PCHP(t) 和余热功率输出 QCHP(t) 与天然气功率输入

GCHP(t)的关系 [23] 为{
PCHP (t) = ηPGCHP (t)
QCHP (t) = cQPPCHP (t) （15）

ηP cQP式中： 为 CHP机组的发电效率； 为 CHP机组

的热电比（常数）。

CHP 机组产生的余热进入余热炉，一部分余

热通过吸收式制冷机转化成冷功率输出；另一部

分余热通过换热器输出热功率。吸收式制冷机的

冷功率输出 CAC(t)以及余热换热器的热功率输出 [24]

HHX(t)分别为{
CAC (t) = ηAC (1−γHC) QCHP (t)
HHX (t) = ηHXγHCQCHP (t)

（16）

ηAC ηHX

γHC

式中： 和 分别为吸收式制冷能效系数和余

热换热器制热效率； 为余热炉用于制热的比例。

燃气机组燃烧天然气产生电能，机组出力 PGT(t)
与单位时间输入机组的天然气量 GGT(t)的关系为

PGT (t) = ηGTGGT (t) （17）

ηGT式中： 为燃气机组的发电效率。

燃气锅炉通过直接燃烧天然气产生热能，燃

气锅炉的热功率输出 HGB(t) 与单位时间输入锅炉

的天然气量 GGB(t)的关系为

HGB (t) = ηGBGGB (t) （18）

ηGB式中： 为燃气锅炉的制热效率系数。

电制冷机、电热炉是将电功率转化成冷功率

CPC(t) 和热功率 HPH(t)，其功率输出与电功率输入

PPC(t)、PPH(t)的关系为{
CPC (t) = ηPCPPC(t)
HPH (t) = ηPHPPH(t)

（19）

ηPC ηPH式中： 和 分别为电制冷机制冷效率系数和

电热炉的制热效率系数。

各转换设备功率输出约束 [25] 为

PCHP≤PCHP (t)≤P̄CHP

PGT≤PGT (t)≤P̄GT

HGB≤HGB (t)≤H̄GB

CPC≤CPC (t)≤C̄PC

HPH≤HPH (t)≤H̄PH

（20）

（3）储能设备模型。

蓄冷、蓄热、储电设备运行约束主要包括各

设备的储能状态约束、蓄能和放能过程能量平衡

约束、蓄能和放能功率约束等。考虑到不同储能

设备的运行模型形式相似，其特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其模型参数上，这里仅给出储电设备运行约束[26] 为

S PS(t) = (1−ηPS)S PS(t−1)+w t

t−1

[
ηS

PSPS
PS(t)−PR

PS(t)/ηR
PS

]
dt

S min
PS ≤S PS(t)≤S max

PS
S PS(t1) = S PS(tend)

US
PS(t)Pmin

PS ≤PS
PS(t)≤US

PS(t)Pmax
PS

UR
PS(t)Pmin

PS ≤PR
PS(t)≤UR

PS(t)Pmax
PS

UR
PS(t)+US

PS(t)≤1

UR
PS(t) ∈ (0,1), US

PS(t) ∈ (0,1)

（21）

S PS(t) t S min
PS

S max
PS ηPS ηS

PS

式中： 为时刻 储能设备的存储电量； 和

分别为储电设备的最小和最大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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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R
PS

S PS(t1) S PS(tend)

US
PS UR

PS

Pmin
PS Pmax

PS

和 分别为储电设备的储电自损失率和对应的充

电效率、放电效率； 和 分别为储电

设备的初始和最终存储电量，考虑储电设备运行

的周期性，一个调度周期结束后须进行能量归

还； 和 为辅助变量（0-1 变量），用于控

制储能设备的充放电状态互斥； 和 分别

为储能设备的最小和最大充放电功率。

（4）购电功率与购气功率约束。

综合能源系统发电采用自发自用模式，其向

大电网购电功率须满足最大功率约束，即

0≤Pgrid (t)≤Pmax
grid （22）

Pmax
grid式中： 为主电网输入综合能源系统的最大功率。

类似地，综合能源系统向外部天然气网购气

满足最大流量约束，即

0≤G (t)≤Gmax
gas （23）

Gmax
gas式中： 为外部天然气网输入综合能源系统的

最大流量。

在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模型中，多能源的

耦合关系主要体现在 CHP 机组、燃气机组、燃气

锅炉、电制冷机、电热炉等转换设备模型（即式

（15）~（19））通过冷负荷、热负荷、电负荷和

气负荷功率平衡方程（即式（9）~（12））耦合

关联起来；互补关系主要体现在各转换设备约束

模型中（即式（13）~（14）、式（20）~（23））。

在 综 合 能 源 系 统 经 济 调 度 模 型 式 （ 5） ~
（23）中，转换设备容量和替代型负荷容量的大

小间接反映了系统的可转换性指标和可替代性指

标的高低。因此，在算例仿真分析部分，本文将

通过改变转换设备容量和替代型负荷的容量计算

出不同的可转换性指标、可替代性指标以及经济

调度优化结果，同时分析不同的指标对经济调度

成本的影响。所建立的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模

型属于线性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本文利用 GAMS
软件的 CPLEX 求解器进行求解，具体求解过程在

此不再赘述。 

3    算例仿真分析

本文选用如图 3 所示的包含冷、热、电、气

以及储能的综合能源系统进行算例仿真分析。该

系统的各设备参数见表 3；不可替代型负荷 24 h

负荷数据见图 4；替代型负荷基本参数见表 4；
“峰 -谷 -平”电价和气价参数见表 5。在表 3
中，CHP 机组+吸收式制冷机+余热换热器的冷、

热、电输出功率容量与燃气机组+电制冷机+燃气

锅炉+电热炉输出的冷、热、电输出功率容量相

同，用于分析不同转换设备在相同可转换性指标

下对系统经济调度产生的影响。类似地，在表 4
中，“电 -冷”“电 -热”替代型负荷与“气 -冷”

“气-热”替代型负荷的功率相同，用于分析不同

替代型负荷在相同可替代性指标下对系统经济调

度产生的影响。
 

  
气源

电热炉

储电

储冷 储热

气网

电网

冷网

热网

冷负荷 热负荷电负荷气负荷

主电网

CHP

机组

燃气
机组

燃气
锅炉

气制
冷机

电制
冷机

吸收式
制冷机

余热
换热器

“电-冷”
替代型负荷

“电-热”
替代型负荷

“气-冷”
替代型负荷

“气-热”
替代型负荷

 
图  3   综合能源系统结构示意

Fig. 3    Structure diagram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3.1    可转换性指标对经济调度影响分析

为分析不同的转换设备类型、不同的可转换

性指标对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的影响，本文设

置了可转换性指标变化的 2 个仿真场景。场景

1：保持燃气机组、电制冷机、燃气锅炉和电热

炉组合输出的冷、热、电功率容量不变，依次以

10% 的增幅提高 CHP 机组、吸收式制冷机和余热

换热器组合输出的冷、热、电功率容量，直到输

出功率容量增加 100%。场景 2：保持 CHP 机组、

吸收式制冷机和余热换热器组合输出的冷、热、

电功率输出容量不变，依次以 10% 的幅度增加燃

气机组、电制冷机、燃气锅炉和电热炉组合输出

的冷、热、电功率容量，直到输出功率容量增加

100%。场景 1 和场景 2 转换设备容量变化设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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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对应的可转换性指标计算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可以看出，随着转换设备的容量增加，综

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指标从 0.82增加到 1.23。
针对场景 1 和场景 2，暂不考虑替代型负荷，

在满足不可替代负荷 24 h 冷、热、电、气功率需

求的情况下，综合能源经济调度的仿真结果如

图 5所示。

α=0.82 ∼ 0.94

由图 5a）可以看出，在可转换性指标较小的

情况下（ ），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

总成本随着可转换性指标增加逐渐降低；但是，

α＞0.94随着可转换性指标进一步增大时（ ），

系统总的经济调度成本降低幅度趋缓，甚至不

 
表 3   综合能源系统设备参数

Table 3    Equipment parameters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电热炉效率 0.95 电制冷机容量/kW 6 000

电热炉容量/kW 2000 储电装置容量/kWh 8 000

电制冷机能效比 3.5 蓄热装置容量/kWh 4 000

余热换热器效率 0.9 蓄冷装置容量/kW 8 000

余热锅炉制热比例 0.6 储电装置充/放电功率/kW 2000

CHP热电比 1.5 蓄热装置蓄/放热功率/kW 1 000

CHP发电效率 0.3 蓄冷装置蓄/放冷功率/kW 2000
CHP额定

电功率/kW 8 000 储电装置每小时损耗率/% 0.2

燃气机组发电效率 0.4 蓄热装置每小时损耗率/% 0.3

燃气机组容量/kW 8 000 蓄冷装置每小时损耗率/% 0.2

燃气锅炉容量/kW 2000 储电装置充电状态限制 0.1~1.0

燃气锅炉制热效率 0.9 蓄热装置蓄热状态限制 0.1~1.0
余热换热器

容量/kW 4 000 蓄冷装置蓄冷状态限制 0.1~1.0

吸收式制冷

效率/kW 6 000 储电装置成本/(元·(kW·h)–1) 0.32

最大购电功率/kW 12 000 蓄热装置成本/(元·(kW·h)–1) 0.25

最大购气功率/kW 60 000 蓄冷装置成本/(元·(kW·h)–1) 0.20

 
表 4   替代型负荷参数

Table 4    Parameters of alternative loads

替代型负荷参数 数值 替代型负荷参数 数值

电-冷替代型负荷

功率需求/kW 6 000
气-冷替代型负荷

功率需求/kW 6 000

电-冷替代型负荷

电能效系数
3.0

气-冷替代型负荷

电能效系数
1.2

电-冷替代型负荷

冷供能效率
1.0

气-冷替代型负荷

冷供能效率
1.0

电-热替代型负荷

功率需求/kW 3 000
气-热替代型负荷

功率需求/kW 3 000

电-热替代型负荷

电制热能效系数
0.8

气-热替代型负荷

气制热能效系数
0.5

电-热替代型负荷

热供能效率
1.0

气-热替代型负荷

热供能效率
1.0

 
表 5   “峰-谷-平”分时电价和气价

Table 5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and gas price for
"peak-valley-flat" period

购电 购气

时段划分 价格/(元·(kW·h)–1) 时段划分 价格/(元· m–3)

00:00—08:00 0.35 00:00—07:00 2.7

08:00—12:00 1.65 07:00—12:00 3.3

12:00—17:00 0.95 12:00—16:00 3.0

17:00—21:00 1.65 16:00—20:00 3.3

21:00—24:00 0.95 20:00—24:00 3.0

 
表 6   转换设备容量变化及可转换性指标计算结果

Table 6    Change of conversion equipment capacity and
calculation result of convertibility index

场景1容量变化/kW 场景2容量变化/kW
可转换性

指标α吸收式

制冷机

余热

交换器
CHP
发电

电制

冷机

燃气

锅炉

电热

炉

燃气

机组

6 000 4 000 8 000 6 000 2000 2000 8 000 0.818

6 600 4 400 8 800 6 600 2 200 2 200 8 800 0.859

7 200 4 800 9 600 7 200 2 400 2 400 9 600 0.900

7 800 5 200 10 400 7 800 2 600 2 600 10 400 0.941

8 400 5 600 11 200 8 400 2 800 2 800 11 200 0.982

9 000 6 000 12 000 9 000 3 000 3 000 12 000 1.023

9 600 6 400 12 800 9 600 3 200 3 200 12 800 1.064

10 200 6 800 13 600 10 200 3 400 3 400 13 600 1.105

10 800 7 200 14 400 10 800 3 600 3 600 14 400 1.145

11 400 7 600 15 200 11 400 3 800 3 800 15 200 1.186

12 000 8 000 16 000 12 000 4 000 4 000 16 000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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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冷、热、电、气 24 h 负载率曲线

Fig. 4    24-hour load factor curve of cooling, heating,
power an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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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主要是因为可转性指标较小时，提高系统

的可转性指标为系统经济调度提供了更大的可优

化空间；而当可转换性指标进一步增大时，在负

荷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冗余的转换设备容量可提

供的优化空间逐渐变小，因此成本下降幅度相应

变小。需要说明的是，提高系统的可转换性指标

须以系统转换设备投资成本为代价，因此可转换

性指标并非越高越好。从图 5a）所示的场景 1
和场景 2 的成本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提高相同

的可转换性指标情况下，场景 1 的经济调度成本

降幅较大，这说明 CHP 机组、吸收式制冷机和余

热换热器的能源利用效率更高。从图 5b）和图 5c）
所示的系统购电成本和购气成本看，提高 CHP 机

组、吸收式制冷机和余热换热器组合功率输出容

量（场景 1），系统的购电成本基本无变化，但

是购气成本降低较大，这主要是因为 CHP 机组发

电和制热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增加的 CHP 机组

的功率容量取代了燃气机组+燃气锅炉（效率相

对较低）的功率容量。从图 5 所示的场景仿真结

果看，提高燃气机组、电制冷机、燃气锅炉和电

热炉功率组合功率输出容量（场景 2），则购电

成本减少，而购气成本增加，但总成本下降，这

是因为在“峰”时电价时，利用增加的燃气机组

和燃气锅炉容量进行发电和制热，比向主电网购

电更为经济。综上分析可见，提高系统的可转换

性指标，有助于综合能源系统的优化供能，但

是，不同转换设备类型，即使在相同的可转换性

指标下，对于系统经济成本的影响程度不同。 

3.2    可替代性指标对经济调度影响分析

替代型负荷通过选择不同能源形式来满足负

荷需求，其参与需求侧响应不影响用户本身的用

能体验 [27]，易于参与到综合能源系统的经济调度

之中。为分析可替代性指标对综合能源系统经济

调度的影响，在不可替代负荷基础上，增加了一个

6 000 kW 替代型冷负荷和 1 个 3 000 kW 替代型热

负荷，负荷参数见表 4，两者 24 h 负载率与图 3
的冷负荷和热负荷曲线相同。为分析不同替代型

负荷、不同可替代性指标对于经济调度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 2 个仿真试验场景。场景 3：2 个替代

型负荷分别是“电 -冷”替代型负荷和“电 -热”

替代型负荷，依次以 10% 的幅度增加直接供冷和

直接供热的设备容量，以改变系统的替代性指

标。场景 4：2 个替代型负荷改为“气 -冷”替代

型负荷和“气 -热”替代型负荷，同样地，依次

以 10% 的幅度增加直接供冷和直接供热的设备容

量，以改变系统的替代性指标。场景 3 和场景 4
替代型负荷的供能设备容量变化以及对应的可替

代性指标计算结果如表 7 所示。可见，随着直接

供冷和直接供热设备容量增加，综合能源系统的

可替代性指标从 0增加到 0.17。
针对场景 3 和场景 4，替代型负荷参与综合能

源经济调度的仿真结果如图 6所示。

从图 6a）所示的经济调度总成本曲线可知，

随着可替代指标的增加总成本逐渐下降，这表明

替代型负荷参与经济调度时，通过优化替代型负

荷的能源替代方案，可以有效地降低综合能源系

统的经济成本。这是因为替代型负荷参与经济调

度时，用低成本的能源替代了高成本的能源，从

而优化了负荷侧用能，节约了系统的经济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负荷的可替代性也会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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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转换性指标对经济调度的影响

Fig. 5    Influence of convertibility index on
economic dis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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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供能设备投资成本。从场景 3 和场景 4 的对

比情况看，“气 -冷”和“气 -热”替代型负荷

（场景 4）比“电 -冷”和“电 -热”替代型负荷

（场景 3）更经济。从图 6b）和图 6c）所示的购

电和购气成本曲线可知，场景 4 在降低系统购电

和购气成本方面更有优势。随着可替代性指标的

增加（即直接供冷、直接供热容量的增加），场

景 3 的购电成本快速下降，这说明直接供冷和直

接供热比电制冷和电制热效率更高。由图 6c）给

出的购气成本曲线可以看出，场景 4 随着可替代

性指标的增加购气成本随之降低，这表明直接供

冷和直接供热比气制冷和气制热更能节约综合能

源系统的购气成本。综上分析可见，替代型负荷

参与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时，可替代性指标越

高，对于优化用能更为有利；另外，在相同可替

代性指标下，不同的替代型负荷对于系统的经济

性影响也是不同的。 

4    结论

本文研究提出了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和

可替代性两个控制自由度指标，并给出了相应的

指标计算方法。这两个指标反映了综合能源系统

在优化控制方面的灵活程度，也是体现综合能源

系统区别于传统独立供能系统的关键特性。考虑

到控制自由度对于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运行的影

响，本文建立了冷 -热 -电 -气综合能源系统的经济

调度模型，并通过算例仿真分析了综合能源系统

的可转换性和可替代性两个指标对经济调度成本

的影响。基于本文研究工作可得出以下结论。

（1）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指标越高，各

能流互补优化的空间越大；可替代性指标越高，

用户选择能源的余地越多，参与需求侧响应的能

力越大。

（2）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的可转换性和可替代

性指标，虽然需要增加网侧转换设备和负荷侧供

能设备，但有利于降低系统经济调度成本。

（3）不同的转换设备、不同的替代型负荷对

于综合能源系统经济调度成本的影响不同，因此

在综合能源系统规划阶段须优化设计。

（4）综合能源系统可优化空间的大小与可转

 
表 7   替代型负荷容量变化及可转换性指标计算结果

Table 7    The capacity change of alternative loads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convertibility index

场景3容量变化/kW 场景4容量变化/kW

可替代性

指标β
电-冷
替代型

电-热
替代型

气-冷
替代型

气-热
替代型

电 冷 电 热 气 冷 气 热

2 000 0 3 750 0 5 000 0 6 000 0 0.00

2 000 600 3 750 300 5 000 600 6 000 300 0.02

2 000 1 200 3 750 600 5 000 1 200 6 000 600 0.03

2 000 1 800 3 750 900 5 000 1 800 6 000 900 0.05

2 000 2 400 3 750 1 200 5 000 2 400 6 000 1 200 0.07

2 000 3 000 3 750 1 500 5 000 3 000 6 000 1 500 0.08

2 000 3 600 3 750 1 800 5 000 3 600 6 000 1 800 0.10

2 000 4 200 3 750 2 100 5 000 4 200 6 000 2 100 0.12

2 000 4 800 3 750 2 400 5 000 4 800 6 000 2 400 0.14

2 000 5 400 3 750 2 700 5 000 5 400 6 000 2 700 0.15

2 000 6 000 3 750 3 000 5 000 6 000 6 000 3 00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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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可替代性指标对经济调度的影响

Fig. 6    Influence of substitutability index on
economic dis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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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性、可替代性两个控制自由度指标高低不是严

格的比例关系，因此有必要合理规划设计综合能

源系统的控制自由度。

需要指出的是，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的控制自

由度通常要以增加网侧转换设备和负荷侧可替代

设备为代价，后续将考虑如何权衡综合能源系统

的控制自由度指标和设备增设成本的最优规划设

计以及经济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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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ing Strategy for “Wind-Network-Vehicle” Joint Accommodation
Based on Electric Vehicle Clustering

CHEN Yan1, JIN Wei1, WANG Wenbin1, LI Huibin1, HAN Shengfeng1, WANG Yiming3, ZHONG Jiaqing2
(1. Xingtai Power Supply Company, State Grid Hebei Electric Power Co., Ltd., Xingtai 054001, China; 2. Key Lab of Power Electronic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Motor Drive of Hebei Province(Yan 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3. China Railway Beijing Bureau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86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large-scale real-time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problem of electric vehicles,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for dividing electric vehicles into several state clusters based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state matrix. The power
satisfaction and time satisfaction are defined in this paper, and their weighted sum is the user’s satisfaction. By taking the maximum
economic benefit and satisfaction as the goal, a “wind-network-vehicle” real-time joint accommodation schedul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electric vehicle clustering.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grid-connected wind farm output and the uncertainty of
electric vehicle loa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usion of credibility theory and fuzzy opportunity constraints, introduces credibility
measures, and makes clear and equivalent treatment of fuzzy opportunity constraints. Finally,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ith a shrinkage factor considering the outlier penalty function method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scheduling model, and a
case is used to verif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del and its scheduling strategy.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51877186)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Hebei Electric Power Co., Ltd. (No.KJ2019-016).

Keywords: electric vehicle clustering; “wind-network-vehicle”  joint accommodation scheduling model; credibility theory;
particle swarm joint accomodation algorithm; outlier penalty fun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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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Freedom Index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ispatch

ZHENG Tao1,2,3, DAI Zemei1,2,3, YAO Jiahao4, CAO Jing1,2,3, WU Shuomin1,2,3, ZHANG Kaifeng4
(1. NARI Group Corporation (State Grid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1106, China; 2. NARI Technology Co., Ltd., Nanjing
211106,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mart Grid Protection and Control, Nanjing 211106,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Complex Systems of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ES) provides users with diversified energy supply services through the coupling conversion of
multiple energy flow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independent energy supply systems, the IES has greater degree of control
freedom.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ntrol freedom, this paper firstly proposes a convertibility index to characterize the
mutual conversion ability of multiple energy flows, and a substitutability index to represents selection opportunities for alternative
energy at the user side. In additi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the convertibility index and the substitutability index are provided.
Second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 freedom on the optimal operation of the IES, an economic dispatch model of the
cooling-heating-power-gas IES is established. Finally, a case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improving the two
control freedom indexes of the convertibility and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can reduce the economic dispatch
cost of the system.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2018YFB0905000)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Smart Energy Cloud Platform R&D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degree of control freedom; economic dispatch;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energy storage; combined cooling,heating and
power (CCH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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