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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发挥综合能源系统多能高效协同优势，提出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模型。首先

建立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机理模型。其次，构建了包含经济、环保和可再生能源占比的

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多目标优化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多目标优化调度的混合整

数线性规划模型。最后，本文采用更具收敛性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III（NSGA-III）对该

模型进行求解，得到各能源设备最优运行策略的帕累托前沿。采用本文方法对某工业园区

实际案例进行试验分析表明，多能互补优化可以在提高经济性和环保性的前提下满足生产

用能需求，且其实时优化调度的鲁棒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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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multi energy and high efficiency cooperati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an optimal scheduling model for industrial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as proposed. Firstly, the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ndustrial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s established. Secondly,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industrial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s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portion. On this basis, a mixed-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dispatching is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III (NSGA-III) with better astringency is adopted to solve the model, and the Pareto front of the 

optimal operation strategy of each energy equipment is obtained. Moreover, the proposed real-time optimal 

scheduling model is adopted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data of an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optimization can 

meet the energy demand for production, and the real-time robust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is well. 

Key words: industrial park,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NSGA-III algorithm, mixed-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 

dispatching optimizatio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第 6 期 王安阳 等 基于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III 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多目标优化调度 47  

http://www.rlfd.com.cn 

工业园区是重要的城镇发展支撑动力，其能源

系统的智慧化升级是构建以综合能源系统为枝干

的现代化智慧城镇的必由路径，也是实现城市整体

安全、稳定、友好、和谐运行的条件之一。当前，

我国工业园区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规模不断扩大，

并趋于采用集中式、分布式能源互补运行方式提高

供能可靠性和灵活性，即采用多能协同互补、多端

供需互动、信息能量融合的集中供能方式，接入风、

光、电等个性特异的分布式供能形式。 

面对庞大复杂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企业

需要平衡供能环保性、经济性、能源清洁利用等诸

多方面的矛盾，这对综合能源系统运行调度提出了

重大挑战。因此，采用更具收敛性的智能优化算法，

以系统工程的思想对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各

设备进行多目标实时优化调度，才可以充分发挥综

合能源系统的多能互补优势，并提升各能源子系统

的协调性和系统综合效益。 

目前，在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方

面，国内外学者给出了多种指导优化调度的评价体

系。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建立高维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权重法将多目标进行集成[1-3]，张世翔等建立

了包含经济性、可靠性、能源利用和环保性 4 大类

指标用于评价综合能源系统运营维护方案的评价

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改进熵权法计算各

类指标权重[4]；张涛等从经济、能耗、环境三方面

构建综合能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信息熵原

理和专家评价法为各指标赋权[5]；窦雅玲等针对综

合能源系统建立了技术、经济、环境、社会 4 个一

级指标和若干二级、三级指标构成综合评价体系，

并采用德尔菲-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6]。

高维度评价指标体系为综合能源系统各方面的表

现和优化潜力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估数据。但高维

度的指标数据，尤其是大量二级指标提高了决策者

的决策成本，难以体现基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优越

性，也难以用于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 

同时，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核心依

托的是系统模型，按照系统模型来分，可进一步分

为基于通用模型结构的建模优化和基于具体系统

架构的建模优化。其中，代表性的通用模型是由

Geidl 等人[7]提出的能源集线器模型，该模型将能源

转化、存储、传输过程归于能源耦合矩阵，并进一

步将该耦合矩阵作为连接能源输入输出矩阵的系

数。徐宪东[8]和林威[9]等提出使用能源集线器对多

能耦合系统进行建模，解决了综合能源系统的潮流

分析和优化调度问题。能源集线器模型虽然具有较

高的易用性，但难以求解动态问题。基于具体系统

架构的建模则从系统部件的物理特性出发开展多

目标优化。Ren 等人[10]考虑用户侧负荷、当地气候

等因素，从经济效益、碳排放等角度出发，采用基

于 LINGO 求解器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得到分布式

能源系统的最优组织运行策略，并评估其经济、能

效和环境影响。Zheng 等人[11]针对风电接入和包含

分布式冷热机组的大型综合能源系统，通过优化电

力调度，实现电网和区域冷热机组间的最优利益博

弈。刘涤尘等[12]建立含有可再生能源接入和储能装

置的综合能源系统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并采用

CPLEX 求解以实现最优经济调度的目标。Suchitra

等人[13]采用非支配遗传算法 II（NSGA-II）对并网、

孤岛 2 种模式下的微网综合能源系统混合整数非线

性调度模型进行求解，最大程度地降低运营和污染

物处理成本。但是在基于具体系统架构的综合能源

系统建模优化领域，兼顾工业园区多能互补场景以

及包含经济、环保、能源清洁利用等多目标的优化

调度研究则较少。 

目前综合能源系统调度领域的高维评价体系

多用于规划与评价，具有较高的决策成本，难以直

接用于运行调度，同时现有的优化方法较少涉及工

业园区场景下的多目标运行调度优化。随着综合能

源系统的发展，与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统筹过程结合

的多目标优化过程、用优化调度指导实际园区调度

运行方面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建立了工业园区

综合能源系统机理模型，构建了以经济、环保、可

再生能源占比为目标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并

采用非支配遗传算法 III（INSGA-III）算法求解得到

各能源设备最优运行策略的帕累托前沿。 

1 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建模 

典型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结构如图 1 所

示，其包括电、热（蒸汽）、冷 3 种能流以及压缩空

气，其中压缩空气制取系统、热电联产机组、电制

冷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作为多能耦合设

备，为综合能源系统提供了多能互补的潜力。针对

综合效益最优条件下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多

设备调度优化的问题，本文建立了包含 5 类能源设

备的综合能源系统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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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h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n industrial park 

1.1 热电联产机组模型 

热电联产机组的核心部件为锅炉和汽轮机，其

中锅炉决定燃料的物理能和化学能的输入效率，汽

轮机通过抽汽方式决定热电联产机组的热电比。因

此，对于一个多炉多机多抽汽的热电联产机组，其

机理模型为： 

b, , fuel, , LHV b, , bout, , bin, ,( )i t i t i t i t i tG Q G h h        (1) 

b, b, , bout, , bin, ,

1

( )
n

t i t i t i t

i

Q G h h


          (2) 

CHP, b, e, pl,(1 )t t t tP Q              (3) 

CHP, b, h,t t tQ Q               (4) 

式中：b,i,t表示 t 时刻第 i 台锅炉的效率；Gfuel,i,t表

示 t 时刻第 i 台锅炉的燃料流量，kg/s；QLHV 表示

燃料的低位热值，kJ/kg；Gb,i,t 表示 t 时刻第 i 台锅

炉输出的工质流量，kg/s；hbin,i,t 和 hbout,i,t 分别表示

进出锅炉工质的焓值，kJ/kg；Qb,t 表示 t 时刻多台锅

炉的总输出热功率，kW；PCHP,t 表示 t 时刻热电联

产机组对外输出电功率，kW；e,t 表示 t 时刻热电

联产机组的电效率；p1,t 表示 t 时刻热电联产机组

的厂用电率；QCHP,t 表示 t 时刻热电联产机组输出蒸

汽的热功率，kW；h,t 表示 t 时刻热电联产机组的

热效率。

1.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模型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利用太阳能电池半导体

材料的光伏效应，将辐射能转换为电能。在工业园

区综合能源系统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一般为分

布式的厂房屋顶光伏，其模型可表示为[14] 

PV, m, p, p,cost t t t t tP A                 (5) 

式中：PPV,t 表示 t 时刻光伏的出力发电功率，kW；

t 表示 t 时刻光照辐射强度，kW/m2；t表示 t 时刻

光照在光伏电池板的入射角度；m,t 表示 t 时刻

MPPT 控制器的效率；Ap,t 表示 t 时刻光伏电池板的

利用面积；p,t表示 t 时刻光伏电池板的效率。 

1.3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模型 

在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溴化锂吸收式制

冷机组由低压蒸汽（余热）驱动，将热能从低温热

源转移至高温热源。作为热能梯级利用的重要实现

形式之一，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的模型为： 

ca, COPabs, ls,t t tQ Q             (6) 

ls, ls, lsin, lsout,( )t t t tQ G h h            (7) 

式中：Qca,t表示 t 时刻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的输出

冷功率，kW；COPabs,t表示 t 时刻制冷机组的制冷能

效比；Q1s,t 表示 t 时刻驱动热源的输入功率，kW；

G1s,t表示 t 时刻驱动热源的工质流量，kg/s；h1sin,t和

h1sout,t分别表示驱动热源利用前后的焓值，kJ/kg。 

1.4 电制冷机组模型 

电制冷机组主要有螺杆式压缩制冷机和离心

式压缩机 2 种形式。相较于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的效率较高，经济性较好，但同时电力

的需求较高。因此，要在满足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

统生产用电的同时提供足够的制冷，就需要采用电

制冷机组与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联合供冷的组

合形式。电制冷机组的机理模型可表示为 

ce, COPce, ce,t t tQ P               (8) 

式中：Qce,t 表示 t 时刻电制冷机组的输出冷功    

率，kW；COPce,t表示 t 时刻电制冷机组的制冷能效

比；pce,t表示 t 时刻电制冷机组的耗电功率，kW。 

1.5 压缩空气制取系统模型 

工业园区，尤其是制造业园区，对于生产用压

缩空气有极大的需求。压缩空气制取系统主要由空

压机、冷干机、吸附器和储气罐构成。典型的压缩

空气制取系统模型可表示为 

cmp, cmp, cmp,t t tP G               (9) 

式中：Pcmp,t 表示 t 时刻压缩空气耗电功率，kW；

cmp,t 表示 t 时刻压缩空气制取系统的比功率，

kW/(m3·s–1)；Gcmp,t表示 t 时刻压缩空气制取系统的

出力，m3/s。 

2 综合能源系统多目标优化模型 

多目标优化问题是指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极小

化多个目标函数，本文中即为经济、环境、可再生

能源占比 3 个目标。基于前文提出的综合能源系统

模型，通过设定多个目标函数和多能约束的方式建

立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并通过 NSGA-III 算法

进行模型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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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 

2.1.1 目标函数 

1）经济性目标 

MC, ,

BF, BE

5

eco

1

fuel, buy,,

min min( (

                ))

t j

t t

j t

t t

F

G t P



 





 



 
     (10) 

式中：MC,j,t表示 t 时刻 j 设备的运维费用，元；BF,t

表示 t 时刻燃料的购入费用，元/kg；Gfuel,t 表示 t 时  

刻燃料流量，kg/s；BE,t 表示 t 时刻的购电价格，     

元/(kW·h)，Pbuy,t表示 t 时刻调度周期的购电量，kW·h。 

2）环保性目标 

2

2 2

5

env , SO NO

1

CO CO buy, pc,CO

min min( ( (

                ) ) )

xj t

t j

t

F P

t P

 

  



  

  

 
   (11) 

式中：Pj,t为 t 时刻 j 设备的输出功率，kW；
2SO 、

NOx
 、 CO 、

2CO 分别为 SO2、NOx、CO、CO2的当

量排放系数，g/(kW·h)；
2pc,CO 为电网购电的 CO2当

量排放系数。不同电力来源的当量排放系数见表 1。 

表 1 不同电力来源的当量排放系数  单位：g/(kW·h) 

Tab.1 Equivalent emission intensity of pollutants from 

different power sources 

电力来源 SO2 NOx CO CO2 

燃煤发电[15] 6.48 2.88 0.11 623 

电网购电[16] — — — 1 000 

3）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 

PV,

rec

CHP,

max max( )
t

t

t

t

P

F
P





       (12) 

2.1.2 约束条件 

1）设备出力约束 

,min , ,maxj j j t j jP P P ≤ ≤         (13) 

式中j为设备 j 是否存在的 0 或 1 整数变量。 

2）设备升降负荷速率约束 

, ,| |j t t j t

j

P P
V

t

 


≤           (14) 

式中 Vj为设备 j 容许的负荷升降速率。 

3）功率平衡约束 

电平衡： 

CHP, PV, buy, DM, ce, cmp,t t t t t tP P P P P P         (15) 

式中：PDM,t表示 t 时刻工业园区生产用电功率，kW。 

热平衡： 

CHP, DM, ls, ls,t t t tQ Q Q           (16) 

式中：QDM,t 表示 t 时刻工业园区生产用蒸汽功   

率，kW；ls,t 表示 t 时刻输入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

组蒸汽由节流带来的热损失率；Qls,t 表示 t 时刻热

电联产机组对吸收式制冷机组输出的热功率，kW。 

冷平衡： 

ca, ce, DM,t t tQ Q C            (17) 

式中：CDM,t表示 t 时刻工业园区生产用冷功率，kW。 

压缩空气平衡： 

cmp, DM,t tG G             (18) 

式中：GDM,t表示 t 时刻工业园区生产用压缩空气负

荷，m3/s。 

2.2 基于 NSGA-III 算法的求解方法 

NSGA-III 算法[17-18]与 NSGA-II 算法框架大致

相同，其差别在于子代个体选择机制的不同：

NSGA-II 算法基于拥挤距离计算对同一非支配等级

的个体进行选择，而 NSGA-III 算法采用基于参考

点的方法对子代个体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方式的改

进可以解决面对 3 个及以上目标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时算法收敛性和多样性不足的问题，使得算法更容

易找到全局最优解。 

针对前文提出的包含经济、环保、可再生能源

占比 3 个目标的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本文所采用的

NSGA-III 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NSGA-III 算法流程 

Fig.2 Flowchart of the NSGA-III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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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例验证 

3.1 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实例 

选取山东某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作为实验

验证对象，该综合能源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其电

需求和热需求（生产用蒸汽）主要由热电联产机组

满足，由光伏发电系统和外部电网辅助供电，溴化

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和电制冷机组协同供冷，压缩空

气制取系统提供生产用压缩空气。各设备主要参数

见表 2。 

表 2 某工业园区各能源设备参数及经济性参数 

Tab.2 The energy equipment parameters and economic 

parameters in an industrial park 

项目 数值 

热电联产机组容量/MW 45 

光伏面积/m2 45 000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容量/MW 20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 COP 1.2 

电制冷机组/MW 35 

电制冷机组 COP 4.5 

压缩空气制取系统最大功率/kW 950 

压缩空气制取系统比功率/(kW·m–3·s–1) 5.7 

煤价/(元·t–1) 800 

两部制折算电价/(元·(kW·h)–1) 0.602 2 

为保证优化调度结果通用性，同时考虑日负荷

特性以及天气（太阳辐射强度）对能源设备（光伏

发电系统）的影响，本文采用文献[19]的方法进行典

型日的选取。典型日的负荷数据和太阳辐射强度数

据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 3 典型日负荷数据 

Fig.3 The load data in a typical day 

3.2 优化调度结果分析 

通过 NSGA-III 算法求解 2.1 的混合整数线性

规划模型，得到包含 168 个解的优化调度帕累托解

集，结果如图 5 所示。图 6 为实际工程决策者最为

关心的经济性和环保性目标的帕累托解集。 

 

图 4 典型日太阳辐射数据 

Fig.4 The solar radiation data in a typical day 

 

图 5 优化调度的三维帕累托解集 

Fig.5 The three-dimensional Pareto solution set for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图 6 经济性和环保性目标的帕累托解集 

Fig.6 The Pareto solution set for economic objective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 

由图 5—图 6 可见，不存在一种调度方案，既

能使系统经济性成本最低、环保性最高，又能使系

统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经济性目标与环保性目

标总体表现为负相关，即经济成本减小的同时污染

物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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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进一步在现有帕累托解集下寻找最优

解，本文采用基于专家评价的优劣解距离法

（TOPSIS）[20]，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

的接近程度选择最优解。其中，专家评价法对于经

济性、环保性、可再生能源占比 3 个目标的权重向

量=（0.6, 0.3, 0.1），其来源于该工业园区决策者。 

3.2.1 最优调度方案分析 

基于 TOPSIS 对帕累托解集进行二次寻优，得

到最优解为：经济性目标 118.17 万元，环保性目标

675.12 t，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为 4.85%。考虑到该

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多能耦合主要体现在电、

冷能流，本文重点针对热电联产机组、光伏发电系

统、外部电网在电能的互补特性及溴化锂吸收式制

冷机组、电制冷机组在冷能的互补特性展开分析。 

图 7 为二次寻优最优解的电能流互补结构。首

先，热电联产机组作为该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

核心能源耦合设备，其出力在 35 500 kW·h 上下波

动，并且大部分工业园区的生产用电需求由热电联

产机组满足。因此，在本最优解的基础上开展热电

联产机组内部的优化可更有效地提高综合能源系

统在经济、环保方面的表现。其次，光伏发电集中

在 7:00—18:00，且随时间增加先增后减，最大小时

发电量为 5 721 kW·h，最小小时发电量为771 kW·h。

这是由于光伏发电系统的出力受到光照强度、温度

和光伏面积的影响，且由于经济性和环保性目标在

二次寻优中权重较高，寻优结果会尽可能利用更具

运行经济性和环保性的光伏发电系统。最后，外部

购电总体呈现“中间多、两边少”趋势，9:00—14:00

的购电总量占全天购电总量的 34%。这是由于正午

时段附近，生产用电负荷达到最大，且电制冷机组、

压缩空气制取系统在此时的电需求同样较大。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向电网购电的方式满足生产需

求。此外，通过基于 NSGA-III 算法和 TOPSIS 法的

寻优得到的最优解相较于人工调度方案（图 8），在

电能流互补结构上有较大差异。该差异主要体现在

最优解对于热电联产机组和光伏的利用程度提高

了 4.5%，其中光伏利用量提高了 10%，即更倾向于

园区生产用能自给自足的模式。 

图 9 为二次寻优最优解的冷能流互补结构。由  

图 9 可见，电制冷机组的出力为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机组出力的 2.3 倍。这是由于电制冷机组的cop更大，

其运行成本更低。同时，在用冷高峰期，即 8:00—

17:00，电制冷机组的出力达到吸收式制冷出力的  

2.7 倍。在该工业园区电-冷能流耦合的条件下，冷负

荷被搬移到电负荷中，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光伏发电机

组，这与图 7 是一致的。此外，相较于人工调度的冷

能流互补结构（图 10），最优解的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机组出力减小 135 GJ，从而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性。 

 

图 7 最优解的电能流互补结构 

Fig.7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electricity for the 

optimal solution 

 

图 8 人工调度的电能流互补结构 

Fig.8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electricity under 

manual scheduling 

 

图 9 最优解的冷能流互补结构 

Fig.9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cold for the optim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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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人工调度的冷能流互补结构 

Fig.10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cold under manual 

scheduling 

3.2.2 灵敏度分析 

为了验证前文所提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的

鲁棒性，表 3 分析了能源市场变化对二次寻优所得

最优解的影响。考虑到线性模型的特点，本研究选

取的能源市场参数分别为原购电价格的 110%和

90%、原燃料价格的 110%和 90%。 

表 3 能源市场变化对最优解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energy market changes on the optimal solution 

目标函数 原始数据 
BE,t× 

1.1 

BE,t× 

0.9 

BF,t× 

1.1 

BF,t× 

0.9 

经济性/万元 118.17 120.35 114.73 119.84 116.64 

环保性/t 675.12 720.03 654.39 637.27 721.05 

可再生能源占比/% 4.85 4.91 4.82 5.01 4.82 

由表 1 可得：当购电价格增加 10%时，系统的

经济成本、污染物排放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分别增加

1.8%、6.7%、1.2%，这是因为在此场景下，系统更

偏向于使用热电联产机组和光伏机组发电；当购电

价格减少 10%时，系统的经济成本、污染物排放和

可再生能源占比分别减少 2.9%、3.0%、0.6%，在此

场景下，系统更偏向于从电网购电以满足系统的用

电需求；当燃料价格增加 10%时，系统的经济成本

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增加 1.4%和 3.3%、污染物排放

减少 5.6%，在此场景下，消耗燃料的热电联产机组

仍是供能的主要支撑，其运行成本会增加，同时系

统更偏向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当燃料价格减小 10%

时，系统的经济成本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减小 1.3%和

0.6%，污染排放增加 6.8%，这是因为在此场景下，

系统更偏向于增加热电联产机组出力，从而导致更

高的污染物排放。此外，在能源市场波动幅度为

±10%的情况下，经济性、环保性和可再生能源占

比 3 个目标函数波动幅度不超过 10%，从而可以证

明本文所提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的多目标调度模

型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3.2.3 多能互补优势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多能互

补相较于各能源系统割裂的管理模式的优势，同时

考虑到该工业园区特定的系统结构（电-热强耦合），

表 4 选取了 3 个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典型供能场景且

开展了前文所述的优化调度，并进行了对比。表 4

中场景 1 为多能互补模式，场景 2 为电热互补、外

购冷的模式，场景 3 为外购冷、热、电的模式，其

中外购冷、热的价格分别为 189、194 元/GJ[21]。 

表 4 不同能源管理模式下运行成本和污染物排放 

Tab.4 The operating costs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in 

different energy management modes 

场景 运行成本/万元 污染物排放/t 

场景 1 118.17 675.12 

场景 2 132.27 687.35 

场景 3 248.03 923.61 

由表 4 可知，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多能互

补模式在优化调度的前提下可以有最优的经济和

环境表现。相较于电-热互补的模式，多能互补模式

可降低 14.10 万元的运行成本以及 12.23 t 的污染物

排放量；相较于各能源系统割裂的管理模式，多能

互补模式可节省 129.86 万元的运行成本以及降低

248.49 t 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多能互补模式可以更

好地发挥异质能源间的协同效应。 

4 结  论 

1）本文针对电、热、冷、压缩空气耦合的工业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建立了基于机理的混合整数线

性规划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并利用 NSGA-III 算

法对该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了在经济、环保、可再

生能源占比 3 个方面最优的帕累托解集。 

2）从电能流互补和冷能流互补的角度看，工业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倾向于更加深入地挖掘光伏发

电系统利用潜力，案例通过优化调度将光伏利用量

提高了 10%。 

3）通过对各能源设备的出力调度，可以在满足

生产用能需求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

统在经济、环保、可再生能源占比 3 个方面的相对

最优。相较于各能源系统割裂的管理模式，案例中

多能互补模式可至少减少 14.10 万元的运行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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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t 的污染物排放。 

4）通过能源市场对调度模型的灵敏度分析，证

明本文所提的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实时优化调

度模型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参 考 文 献］ 

［1］ 闻旻, 刘育权, 胡枭, 等. 含分布式供能设备的综合能

源系统规划评价[J]. 电测与仪表, 2018, 55(21): 68-74.  

WEN Min, LIU Yuquan, HU Xiao, et al. Evaluati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planning with distributed energy 

devices[J]. Electrical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2018, 55(21): 68-74.  

［2］ 田立亭, 程林, 李荣, 等. 基于加权有向图的园区综合

能源系统多场景能效评价方法[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9, 39(22): 6471-6482.  

TIAN Liting, CHENG Lin, LI Rong, et al. A multi- scenario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method for district multi-

energy systems based on weighted directed graph[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9, 39(22): 6471-6482.  

［3］ 张玉莹, 李雷, 刘萧民. 计及不确定性的综合能源系

统运行效益综合评估方法 [J]. 可再生能源 , 2019, 

37(11): 1671-1678.  

ZHANG Yuying, LI Lei, LIU Xiaomi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operation 

benefits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ies[J].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2019, 37(11): 1671-1678.  

［4］ 张世翔, 吕帅康. 面向园区微电网的综合能源系统评

价方法[J]. 电网技术, 2018, 42(8): 2431-2438.  

ZHANG Shixiang, LYU Shuaikang. Evaluation method of 

park-level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for microgrid[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8, 42(8): 2431-2438.  

［5］ 张涛, 朱彤, 高乃平, 等. 分布式冷热电能源系统优化

设计及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J]. 中国电机工程

学报, 2015, 35(14): 3706-3713.  

ZHANG Tao, ZHU Tong, GAO Naiping, et al. Optimi-

zation design and multi-criteri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5, 35(14): 3706-3713.  

［6］ 窦雅玲, 刘辉, 程靖, 等. 低阶煤热解多联产系统评价

体系及其指标权重确定[J]. 洁净煤技术, 2013(2): 69-73.  

DOU Yaling, LIU Hui, CHENG Jing, et al.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index weight for overall evaluation of 

low rank coal pyrolysis poly-generation technologies[J]. 

Clean Coal Technology, 2013(2): 69-73.  

［7］ GEIDL M, KOEPPEL G, FAVRE-PERROD P, et al. 

Energy hubs for the future[J]. 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 2006, 5(1): 24-30.  

［8］ 徐宪东, 贾宏杰, 靳小龙, 等. 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电/

气/热混合潮流算法研究[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5, 

35(14): 3634-3642.  

XU Xiandong, JIA Hongjie, JIN Xiaolong, et al. Study on 

hybrid heat-gas-power flow algorithm for integrated 

community energy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5, 35(14): 3634-3642.  

［9］ 林威, 靳小龙, 穆云飞, 等. 区域综合能源系统多目标

最优混合潮流算法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17, 

37(20): 5829-5839.  

LIN Wei, JIN Xiaolong, MU Yunfei, et al. Multi-objective 

Optimal hybrid power flow algorithm for integrated local 

area energy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7, 

37(20): 5829-5839.  

［10］ REN H B, GAO W J. A MILP model for integrated plan 

and evalu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s[J]. Applied 

Energy, 2010, 87(3): 1001-1014.  

［11］ ZHENG J H, CHEN J J, WU Q H, et al.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power dispatch of a 

large-scal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distributed 

DHCs embedded[J]. Applied Energy, 2015, 154: 369-379.  

［12］ 刘涤尘, 马恒瑞, 王波, 等. 含冷热电联供及储能的区

域综合能源系统运行优化[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8, 

42(4): 113-120.  

LIU Dichen, MA Hengrui, WANG Bo, et al. Operation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with 

CCHP and energy storage system[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2018, 42(4): 113-120.  

［13］ SUCHITRA D, JEGATHEESAN R, SUBRAMANIYAN 

V, et al. Energy management of a microgrid using multi-

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J]. Afric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2017, 9(3): 105-111.  

［14］ 任志航, 李民, 马凯琪, 等. 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微元建

模与控制[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2017, 45(12): 82-88.  

REN Zhihang, LI Min, MA Kaiqi, et al. Modeling & 

control of hybrid AC/DC micro-grid micro compo-

nents[J].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2017, 

45(12): 82-88.  

［15］ 钱科军, 袁越, 石晓丹, 等. 分布式发电的环境效益分

析[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8, 28(29): 11-15.  

QIAN Kejun, YUAN Yue, SHI Xiaodan, et al. Environ-

mental benefits analysis of distributed gener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8, 28(29): 11-15.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 年中国

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征求意见稿)[A/OL]. (2017-

04-14)[2020-11-10]. https://www.ndrc.gov.cn/ hdjl/yjzq/ 

201704/t20170414_1165985.htm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Emission factors of China’s regional power grid baseline 

in 2016[A/OL]. (2017-04-14)[2020-11-10]. https://www. 

ndrc. gov.cn/hdjl/yjzq/201704/t20170414_1165985.html.  

［17］ DEB K, JAIN H. An evolutionary many-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using reference-point-based 

nondominated sorting approach, part I: solving problems 

with box constrain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2013, 18(4): 577-601.  

［18］ JAIN H, DEB K. An evolutionary many-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using reference-point based 

nondominated sorting approach, part II: handling 

constraints and extending to an adaptive approach[J].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2013, 

18(4): 602-622.  

［19］ FU X, GUO Q, SUN H, et al. Typical scenario set 

generation algorithm for a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based on the Wasserstein distance metric[J]. Energy, 2017, 

135: 153-170.  

［20］ YOON K P, KIM W K. The behavioral TOPSI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7, 89: 266-272.  

［21］ 任洪波, 王广涛, 李琪芬, 等. 供需互动视角下区域综

合能源系统设备配置与运行策略协同优化研究[J]. 热

力发电, 2020, 49(3): 60-67.  

REN Hongbo, WANG Guangtao, LI Qifen, et al.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strategy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based 

on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J].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2020, 49(3): 60-67.  

（责任编辑  杜亚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