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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ergy systems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frameworks based on centralized 

bidding and decision-making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a wide 

variety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ractices. However, the 

unified market reform and operation may lead to great 

transaction costs due to institution restructure, opaque 

decision-making and complicated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n 

this paper, we designed an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system 

based on multi-market equilibrium to avoid subversive market 

reform while suppressing market failure caus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We proposed four types of arbitrage including 

inter-commodity, inter-exchange, calendar spread and 

future-spot. Furthermore, a bi-level optimization model was 

formulated for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to 

participate in multi-market arbitrage and trading. With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serving as market 

participants, arbitrage and trading behavior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disclosure of different energy price inform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equilibrium among multi-energy marke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uangdong provi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arbitrage trading can promote price 

equilibrium among multi-energy markets, while maximizing 

the market revenues with a smallest reform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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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综合能源技术与产业蓬勃发展，已有诸

多研究和实践探索基于集中竞价、统一决策的综合能源市场

模式。然而，大统一的市场改革与运作可能产生由于体制重

组、决策过程不透明和复杂信息交互引起的交易成本。为避

免颠覆性改革成本、防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该文

设计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提出综合能源跨

商品套利、跨区(市)套利、跨期套利以及期现套利的交易模

式。进而，构建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多市场套利和交易的双

层优化模型，以综合能源服务商为主体，通过披露不同能源

当量价格信息，激励其套利和交易行为，由此促进多能市场

之间的均衡。基于我国广东省的实证分析表明，市场成员套

利交易行为能够促进不同能源市场之间的价格均衡，以最小

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的市场效益。 

关键词：综合能源市场；机制设计；多市场均衡；套利交易 

0  引言 

大力发展综合能源技术产业，构建煤、油、气、

核与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体系，成为我

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于2017年联合印发的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明确提

出，要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促进多种

类型能流网络互联互通和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1]。

2020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清

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进

一步鼓励建设以电为中心的综合能源系统[2]。目前，

我国已有 26 个省市成立了综合能源服务公司，正在

积极推进综合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综合能源系统，本质是实现能源网络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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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融合，构建智慧的能源系统；实现电、热、

气、水等异质能源系统的融合，构建高效的能源系

统；实现多能源市场的融合，构建经济的能源系统。

综合能源“融合”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产生了基于不

同能源之间替代的供给与需求弹性，实现在更大范围

中的资源优化配置，“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对称和

供需精准匹配有效提升了市场组织效率，必将推动我

国能源革命的贯彻落实以及能源高质量发展[3]。 

近年来，大力推进综合能源产业发展已成为全

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战略竞争焦点，综合

能源领域涌现出大量高新技术，相关示范工程也正

在全面推广[4-6]。诚然，世界范围内综合能源技术发

展成效显著，产业规模效益可观，但产业的发展不

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更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技术创新是制度运行的结果，而制度则是技术创新

的动力。只有解决了市场机制设计的问题，才能切

实激活技术创新、财富创造的动力。因此，在推动

综合能源技术革命的同时，迫切需要探索促进综合

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 

目前已有诸多文献探索构建综合能源市场体

系，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空间。在电热耦合市场领域，

文献[7]提出电热联合市场的集中出清模式，考虑能

量枢纽作为市场成员参与电热耦合均衡的最优竞

价；进而，文献[8]构建电热耦合交易中心，对电热

耦合市场统一出清结算。在电气耦合市场领域，文

献[9]提出电气联合市场模式和模型，并分析燃气电

厂同时参与电力和天然气耦合交易的最优竞价策

略；文献[10]进一步研究市场环境下电力和天然气

基础设施的集中规划，考虑燃气电厂、电网和管网

等的统一优化；文献[11]在保持电气市场分别独立

运营的基础上，研究日益加深的电气耦合交易对两

个市场出清结算的影响，但该文献并未深入探究综

合能源市场体系。 

目前，国内外研究和实践普遍将综合能源市场

视为一类集中优化问题，从掌控全局的决策者角度

决策多种能源生产与消费。局部的综合能源市场集

中优化是可行的，但全局集中优化的统一市场过于

理想，存在着如下的问题：其一是需要颠覆式的体

制改革，组建统一的“综合能源调度中心”，体制

改革的成本高。其二是市场集中出清优化的模型过

于复杂，市场运行成本高，透明低；技术难度大，

难以监管。其三是由于集中优化需要市场成员提供

详尽的信息，既增加了交易成本，又存在着信息不

对称而降低市场效率的风险。其四是在市场出清之

前，市场成员由于缺乏表征全局资源优化状态的价

格引导，可能导致市场成员申报的边界条件缺乏弹

性化，而减小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 

为解决上述难题，本文遵循以最小的改革成本

获取最大的效益、以最小的信息交互避免信息不对

称的风险而降低交易成本为原则，设计基于多市场

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和机制，提出全新的、基

于跨商品套利、跨区(市)套利、跨期套利以及期现

套利、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制与机制。其

核心思想是：让冷、热、气、氢、电市场独立运行；

各市场的耦合是消费侧的综合能源服务商根据各

市场价格信息，通过参与各市场交易和套利完成

的。不同市场能源当量价格的差异将激励综合能源

服务商参与套利和多能市场交易，从而熨平不同市

场当量价格的差异，促进多能源市场全局资源优化

配置，实现多市场之间的均衡。 

1  综合能源市场建设的现状与挑战 

1.1  世界各国竞相开展综合能源市场建设 

抢占能源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一直是世界工

业发达国家间科技与经济实力比拼的关键与核心。

近年来，综合能源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同

时各国也在积极推动综合能源市场机制建设，引起

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致力于建立以智

能电网为核心的综合能源系统，通过能源之间的互

补协调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重点研究发展分布式

能源与冷热电联供技术[4]；欧洲发展综合能源技术

起步较早，其中英国重点研究电力与天然气市场的

耦合交易[5]，而德国注重构建面向综合能源的物理

信息系统；日本着力推进以综合能源技术为驱动的

节能减排体系建设，通过分布式发电及多能微网技

术，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综合能源社区[6]。

表 1 综述世界上部分国家综合能源市场建设与核心

技术发展现状，详细内容见附录 A。 

1.2  集中优化的统一综合能源市场存在的挑战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和实践已开始广泛关注

综合能源技术，并尝试建立基于集中优化的统一市

场体系和机制。如图 1 所示，类比世界各国成熟的

电力市场，集中优化的统一综合能源市场要求火

电、可再生能源、大用户以及综合能源服务商等多

元市场主体申报详细运行约束和量价曲线，进而由

交易中心统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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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上部分国家综合能源市场建设与核心技术发展现状 

Table 1  Progress of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key technology related to energy systems integration in  

som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分类 美国 欧洲 日本 中国 

市场机制 综合能源零售交易 欧洲统一的综合能源市场 以天然气、电力为主的联合交易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支撑技术 
智能电网、页岩气开发利用、 

冷热电联供等[12] 
能量优化管理、ICT 等[14-15] 楼宇电热互补、氢能技术 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 

示范工程 
印第安纳州示范工程、H2@Scale 

项目[13]、FREEDM 系统 

E-energy 项目、 

Energy System Catapult 
智慧能源网络、智慧社区[16] 

上海崇明综合示范区[17]、 

南网珠海智慧能源示范项目 
 

装机容量
最小出力
爬坡约束

预测出力
调频能力

需求响应
可调范围
调整电量

价格

能量

价格 价格 价格

综合能源
服务商

电-气耦合：燃气轮机、电转气

电-热耦合：热泵、建筑储热

气-热耦合：CCHP、燃料电池

火电
可再生
能源

大用户

交易中心

能量 能量 能量
 

图 1  基于集中优化的综合能源市场竞价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the bidding in a centralized 

optimization-based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看似很完美的统一市场交易体制与机制恰恰

存在如下难以解决的问题。 

1）综合能源市场改革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

大的红利，避免颠覆性改革。 

一直以来，各能源系统之间相互独立，行业之

间存在交易壁垒，组建更高一级的“综合能源调度

中心”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例如美国的各区

域电力市场由独立系统运营商(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ISO)统一调度，而天然气市场则由相应的

管道公司、零售公司运营，两者独立运营[18]。市场

体制的设计应该让各能源市场交易机构开展竞争，

避免由于单一交易机构对交易业务垄断而降低对

市场成员的服务水平。 

尽管近年来在示范工程中，涌现出园区级的综

合能源联合优化出清，然而尚未构建成全局性综合

能源交易市场。为了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的

改革红利，应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尽可能不颠覆

现有相互独立的体制、以及各能源市场固有的交易

方式和生产方式，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综合

能源体制改革。   

2）集中竞价信息成本过高。 

电、热、气等能源行业具有天然的垄断特性，

不同能源市场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壁垒。

集中优化模式需要市场成员向统一的综合能源交

易中心申报量价曲线和运行边界，例如传统火电厂

申报装机容量、最小技术出力和爬坡约束；电转气等

能源转化单元需要申报生产容量、转化效率；对于售

电商、综合能源服务商等聚合代理，需要申报内部分

布式能源的参数信息，或多能耦合的可行域。 

现代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机制

运行应尽可能降低信息成本。信息成本是关于市场

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因此

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3）集中竞价、优化出清的市场机制存在着信

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典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前

提是每个市场成员能够真实申报自己的经济信息。

然而，除非得到好处，否则参与者一般不会真实地

显示有关个人经济特征方面的信息。这就是著名的

“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性定理[19]。如果信息都不

真实了，如何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 

当经济信息不完全并且不可能或不适合直接

控制时，则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方式开展资源配

置。如果制度或规则的设计者不了解所有个人信

息，则需要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能够给每个参与

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

也促进了机制设计者所期望的社会目标[20]。 

综上所述，基于集中优化的统一市场模式比较

适合于量化分析综合能源耦合交易的价值，论证未

来综合能源市场的发展路径。然而，构建统一集中

的综合能源市场存在巨大的体制变革成本、交易成

本，为激励综合能源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

需要探索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效益的市场

体系和交易机制。 

2  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设计 

2.1  传统单一能源市场运行模式 

目前，电、热、气的市场调度一般以其他能源

系统为边界条件，由各自的运营商管理单一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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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同能源市场在市场运行方式、交易模式、

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市场化范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性，现详述如下： 

1）电力市场。 

为保障电力能源安全，电力市场是按照时序递

进的交易方式组织实施，具体包括中长期市场、日

前市场、日内市场、实时市场等部分。以日前能量

市场为例，其交易标的为下一运行日每小时的电

量，根据具体市场不同的规则，市场成员可逐小时

申报多段报价或申报连续时段的块报价。ISO 依据

报价情况，确定下一运行日各时段的机组中标情

况，并制定相应的发电调度计划。目前电力市场广

泛采用基于边际定价的市场机制，ISO 根据发用电

侧申报情况形成相应的价格曲线执行市场出清，形

成分区或分节点的边际价格作为结算依据。 

2）天然气市场。 

天然气的市场流动性和交易空间尺度均介于

电力市场和热力市场之间，主要以国家和地区内部

的天然气市场为主，仍然主要依赖中长期合同交

易。天然气最初是作为煤炭、燃料油等传统燃料能

源的替代品而发展成形，天然气国际标准定价保持

与原油、燃料油、成品油和煤炭等价格的高度联动。

具体而言，国际上主要有 4 类代表性定价方式，其

中北美和英国采用市场定价的方式，分别以美国的

亨利中心(Henry Hub)和英国的国家平衡点(national 

balancing point，NBP)所对应的天热气期货价格作

为基准价格，欧洲大陆采用天然气与油价联动的模

式，日本则采用与原油进口平均价格挂钩的方式[21]。 

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定

价，市场化程度较低，天然气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定

价普遍存在不均衡性，但仍主要以成本回收为主要

的定价准则，难以精准反映供需不平衡的状况[22]。

近年来，上海、重庆等地陆续成立了天然气交易中

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计划性定价模式。 

3）热力市场。 

不同于电力可以高效的大范围传输，热力市场

受限于有限的供热半径和显著的传输损耗，主要以

局域市场的形式存在。但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的

各国热力市场并非按照市场经济下供需双方交易

的形式开展，而是由各区域的能源管理部门统一规

划、建设，并以集中供热的形式开展。 

根据集中供热市场化程度的不同，现行主流的

定价方式主要包括以供热量和以供热面积两种，供

热收费仍以覆盖成本为主要原则，不以追求利润最

大为目的。总的来说，目前热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

很低，缺少市场成员的申报环节，基于成本加成的

定价方式难以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近年来，也有

部分研究探讨集中供热定价机制的改进策略[23]。 

2.2  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 

近年来，电转气、热电联产等多能源转化技术

的发展加强了多能源市场间的耦合性。但不同能源

市场之间存在着天然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壁垒，可能

导致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为规避市场风险，提升

市场运营效率，亟待构建一个信息对称、开放共享

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 

为此，本文提出构建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

源市场体系，如图 2 所示。在冷、热、气、氢、电

等多能耦合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下，并不改变各能

源市场原有的运营模式和交易规则。各市场成员首

先在不同市场参与交易，而不同市场之间的协同则

是依靠具有能源转化能力的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

各市场的套利，而不是组织多能统一的市场，开展

集中的市场出清。在不同能源当量价格差异性的驱

动下，综合能源服务商将充分考虑多类型灵活资源

的能源转化能力，最大化参与多市场套利和交易。

只要不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必然激励市场成

员的套利行为，通过跨交易实现多市场的均衡。 

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披露平台将发挥关键性的

作用，将发布引导市场主体优化决策的信息，其中

包括：不同市场、不同周期、不同区域的成交价格

与量、管网输送价格。依据这些简单的信息，综合

能源服务商决策进一步开展参与某一交易品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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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 

Fig. 2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system based on 

multi-market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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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市场、跨品种、跨周期的市场交易。披露的信息

越少，越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成

本。按照信息公开范围类型，可以分为公众信息、

公开信息、私有信息和依申请披露信息 4 类，如表 2

所示[24]。 

表 2  信息披露内容 

Table 2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类型 内容 举例 

公众信息 
可以向社会公众发布的管理 

办法和政策文件等数据和信息 

输配电价、供热价格、

天然气价格 

公开信息 
符合相关保密规定前提下， 

向市场成员发布的数据和信息 

市场交易量、电气等 

交易品种、预测信息 

私有信息 

特定的市场成员有权访问并且 

不得向其他市场成员公布的 

数据和信息 

中长期合约交易结算

结果、电力和燃气 

现货市场出清 

依申请披露

信息 

仅在履行申请、审核程序后向 

特定申请人披露的数据和信息 

能源网络拓扑结构、 

运行约束 

信息披露决定了综合能源市场运营效率和公

平性，直接引导着综合能源服务商等各类市场成员

的交易决策。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有利于弱化综合

能源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空

间，提高多能源之间交易的市场效率。近年来，我

国各类能源市场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指导下，已成立北京、广州两家国家

级电力交易中心和 30 余家省级中心[20]。为进一步

提高综合能源市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机构的公信

力，应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体系，定量评估综合能

源市场的健康状况；引入第三方市场监管机构，保

障综合能源市场信息披露的客观公正、合法规范；

设计提升综合能源市场效率的信息披露机制，界定

信息披露类别、细则和对象周期，例如，延迟 4 个

月披露发电机组报价、爬坡、启停等信息，每日公

布电力市场实际负荷、新能源出力、跨区交易等信

息，日内滚动更新实时市场价格等信息[25]。 

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本质上

没有改变各能源市场现有相互独立的体制机制，而

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综合能源体制改革。

在不同市场能源当量价格差异的激励下，综合能源

服务商参与交易和套利，熨平扭曲的价格差异，实

现了不同市场之间的均衡。相比传统集中优化的统

一市场模式，这样的市场体系能够以市场成员间最

小的信息交互，促进多市场均衡趋优，有效降低统

一优化市场出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充分激励市场

主体能源转化与存储的能力，发现市场成员真实的

弹性边界，通过个体逐利行为驱动各市场之间的价

格均衡。 

2.3  面向综合能源市场的套利和交易模式 

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性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未

来综合能源市场中，用户被赋予了自由选择能源品

类的权利，潜在的套利行为将有效抑制不同交易品

种间以及不同时间尺度市场间的价格背离。 

套利，源于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市场成员利用

不同国家或地区期现货短期利率的差异，从中获得

利息差额收益的交易手段。在综合能源市场中，不

同市场能源当量价格的差异将激励能源服务商参

与套利和市场交易。本文提出综合能源跨商品套

利、跨区(市)套利、跨期套利以及期现套利的交易

模式，如图 3 所示。 
年度 月度 日前 实时

能源金融市场

综合能源服务商

能源现货市场

气

电

热

跨商品套利 跨区(市)套利 跨期套利 期现套利

 
图 3  综合能源市场中的套利和交易示意图 

Fig. 3  Diagram of arbitrage and 

trading in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s 

1）跨商品套利。 

跨商品套利指的是当具有关联性与相互替代

性的不同种类商品在价格上出现差距时，可利用两

个商品市场的价格差距，通过低买高卖套利。在综

合能源市场中，当不同种类能源价格存在差距时，

例如当气价较低时，交易者可通过买进天然气，

并在电和热的市场套利出售相应能源，从而抑制

不同能源市场间的价格背离，促进不同能源之间的

竞争。 

2）跨区(市)套利。 

跨区(市)套利指的是当不同地区或不同市场在

同种商品的价格上出现差距时，可利用两个市场的

价格差距，通过低买高卖套利。在综合能源市场中，

在不同区域能源市场价格存在差距时，例如当其他

地区天然气的价格低于本地天然气时，交易者可通

过大量买进外地天然气以抑制不同区域间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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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价格背离，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市场均衡。 

3）跨期套利。 

跨期套利指的是在不同时间尺度商品在价格

上出现差距时，可利用不同时间的市场价差，通过

低买高卖套利，从而抑制不同时间尺度能源市场的

价格背离，实现了不同时间尺度之间市场的均衡。

例如，中长期市场天然气价格低于现货气价，交易

者可大量买入中长期天然气并在现货市场中卖出；

此外，交易者也可以利用实时电力市场价格高低差

异套利。 

4）期现套利。 

期现套利指的是当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在价

格上出现差距时，可利用两个市场的价格差距，通

过低买高卖套利。在综合能源市场中，交易者可通

过在电、热、气期货与现货市场中的低买高卖套利

抑制不同能源物理与金融市场的价格背离。 

多市场的均衡正是通过交易者在不同能源市

场中的套利行为实现了商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

度的价格均衡，本质上是持续不断地帕累托改进过

程。综合能源服务商以套利交易方式开展自平衡、

自调度、自趋优，从而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资源优

化配置的时效性。 

3  数学模型 

本节以电、气、热市场为例，构建基于多市场

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数学模型。 

如图 4 所示，该模型为双层优化模型。首先，

综合能源服务商聚合各类能源转化资源，根据多市

场的价格差异参与套利和多能交易，优化决策与

电、热、气市场交互的投标量。进而，各个市场分

别出清，并更新市场价格。 

综合能源服务商套利交易模型

最小化 交易成本 + 跨商品 + 跨区 + 跨期 + 期现套利成本

满足
电力相关约束

需求响应
分布式电源
储能

热相关约束

 热负荷需求
 分布式供热

燃气相关约束

 气负荷需求
 产气资源

能源转化相关约束

电力市场 热市场 天然气市场

多市场出清价格

各市场投标

 
图 4  综合能源市场双层优化模型 

Fig. 4  Bi-level optimization model for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由于本文提出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极为复杂，

涉及跨市场、跨周期、跨品种、跨能源等多层次多

维度交易。为更好突出本文创新和重点，本节的数

学建模做出如下简化： 

1）本节仅考虑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现货市场，

未考虑中长期时间尺度的交易决策； 

2）本节模型仅考虑物理交易，未考虑期货等

金融衍生品与现货市场的套利。 

3.1  综合能源服务商套利和市场交易模型 

基于市场出清价格，综合能源服务商以参与多

市场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满足各类能

源相关约束和能源转化约束。 

目标函数为 

T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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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P H F

市场交易

跨区套利 期现套利

跨商品套利

(1) 

式(1)表示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电、热、气市场交易

和套利的成本，P、F、H 分别表示与电、热、气市

场交易相关的变量向量。其中，第一项表示用于本 

地能源消费的成本，T为时段集合， E,RT

t 、 H 与
G 分别为实时电价、热价与气价， e,RT

tP 、Hh,RT 与 

Fg,RT 分别为用于本地消费的购电量、购热量与购气 

量。第二项表示参与跨区套利的成本， EOUT

t 为外

区域电价， EOUT,RT

tP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其他区域 

购电量。第三项表示参与日前与实时电力市场的期 

现套利成本， E,DA

t 为日前电价， E,DA

tP 为在日前市 

场的购电量，实时市场中跨时段的交易(如储能移峰

填谷)为跨期套利，该成本直接考虑在第一项中。第 

四项表示跨商品套利的成本， a,RT

tP 、 a,RTF 分别为 

用于跨商品套利的购电量和购气量。  

本文考虑电转气、热泵和燃气轮机 3 类能源转

化设备，内部分布式能源等其他约束详见附录 B。 

3.2  各市场出清模型 

在综合能源服务商投标后，电、热、气市场分

别出清。 

1）电力市场。 

电力市场以发电成本最小为目标，满足分时负

荷平衡、机组出力和线路潮流等约束[26]。出清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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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模型详见附录 C。 

2）热力市场。 

尽管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市场化的热力交易，

已有文献正在探索热力市场及其定价方法，其目标

函数为最小化产热成本，约束包括产热量、水流量、

管道温降、混合温度、节点热功率平衡等约束[27]。 

3）天然气市场。 

一般来说，天然气市场目标函数为最小化产气

成本，满足产气量、天然气管网、节点气量平衡、

加压等约束[28]。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天然气和热力的延时特

性，天然气市场和热力市场的交易周期远大于电力

市场。在电力现货市场日前尺度下，综合能源耦合

交易对天然气和热力市场的影响一般较小。为简化

本文计算复杂度，着力分析综合能源套利和交易的价

值，本文算例将天然气与热力市场的价格视为常数。 

3.3  多市场均衡与统一优化求解的对称性 

上述优化模型可以采用统一上下层之间的迭

代交互优化，通过计算机直接求解。但存在着信息

不对称的风险。为此，本文提出由综合能源服务商

直接参与这种多市场的均衡，即综合能源服务商根

据当前各市场价格决策参与电、热、气的投标量，

然后各市场优化出清并更新价格。该过程不断迭代

直至收敛。纳什均衡存在性和收敛性已在电力市场

领域广泛研究[29]。 

事实上，数学模型的统一优化求解与综合能源

服务商直接参与电、热、气多市场交易与套利的过

程是对称的。但相比原本由计算机完成的优化求解

过程，本文构建的综合能源市场体制机制反映了市

场成员对多市场价格响应的全过程，通过市场成员

的逐利行为，参与不同的交易，并发现市场之间的

套利空间。所有市场成员的运行边界将随着多市场

价格的变化而变得“弹性”[30]，市场成员将根据价

格动态调整自身经济的可行域，扩大了资源优化配

置的空间，实现了以最少的信息交互促进市场均衡

趋优。这种以价格激励市场成员“说真话”的方式

满足制度经济学的激励相容原理。 

4  算例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实际数据为例开展实证分析，验

证本文所提模式和机制的有效性。测试环境为

THINKPAD T460P，2.60GHz 八核笔记本电脑，编

程软件平台为 MATLAB 2016a，通过 YALMIP 调

用 CPLEX 求解。 

4.1  数据说明 

广东省某典型日风电、光伏及负荷曲线如图 5

所示。2015 年广东省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分别为

2460MW 和 620MW。本实证分析中考虑广东省的

137 台发电机组，其装机容量及煤耗如图 6 所示。

广东省天然气供应来源主要包括西气东输二线、海

上天然气、进口液化天然气(LNG)等，如图 7 所示。

广州市天然气价格约 2 元/m3[31]。目前广州市供热

收费无明确数据，本文假定建筑供热每平方米用能

50W，热价为 30 元/m2 [32]。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量化分析综合能源交

易的效益和潜力。将广州市作为综合能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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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东省典型风电、光伏及负荷曲线 

Fig. 5  Typical wind power, photovoltaic and load curv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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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及煤耗 

Fig. 6  Capacity and coal consumption of gen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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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东省天然气来源 

Fig. 7  Sources of natural ga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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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理城市电、热、气负荷以及分布式能源。

2015年广州市电力日平均负荷约 2.14105MW·h；

广州市天然气日消费量约 654.52 万 m3，约折合为

6.77104MW·h[33]。广州市日供热用能 7.18104GJ，

约折合为 1.99104MW·h[34]。进而，广州市综合能

源服务商参与广东省电力、天然气和热力多市场

交易。 

本文假设广州综合能源服务商设有燃气轮机、

电转气以及供暖热泵等能源转化设备，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能源转化设备参数设置 

Table 3  Parameter setting for energy conversion facilities 

设备 综合效率/% 报装容量/MW 

燃气轮机 80 10000 

电转气 80 5000 

热泵 110 5000 

4.2  场景对比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综合能源市场模式能够有

效促进多能源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本文考虑两种

场景： 

场景 1：采用本文的综合能源市场模式，即综

合能源服务商参与电、热、气市场套利和交易。 

场景 2：采用传统的单一市场模式，即综合能

源服务商分别与单一能源市场交易，不利用能源转

化设备套利。 

图 8对比两种场景下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能源供

给水平，为了便于展示，热量和气量单位已统一为

MW·h。相比传统单一市场模式，综合能源服务商

有意愿参与到套利和多市场交易，由于热价较高，

天然气价格与电价较低，因此综合能源服务商大幅

增加购气量与购电量，通过燃气轮机与热泵供应热

能，并向热力市场出售。该算例中，购气量增加 9%，

购电量增加 23%。综合能源服务商向热力市场出售

热能达 3.16105GJ，约折合为 8.78104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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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场景下综合能源服务商能源供给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energy supply for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between two scenarios 

表 4对比综合能源服务商在两种场景下的成本

收益。 

表 4  两种场景下综合能源服务商成本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costs between two scenarios  (Unit: 104￥) 

场景 电 热 气 合计 

1 5774.6 1757.8 1685.0 5701.8 

2 4421.1 1265.4 401.6 6088.1 

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多能源市场套利和交易

后，运行成本显著降低 6.35%，表明综合能源服务

商从多市场价格差异中套利获得更高收益，即满足

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保障市场成员的

参与意愿。 

图 9 对比两种场景下电力市场的实时电价。

在综合能源服务商的套利下，利用燃气轮机在电

力负荷高峰时段发电，电力市场尖峰电价有效降

低。在上午 10:00—11:00 时，实时电价最大降幅

为 2.41 元/MW·h；在下午 14:00—17:00 时，实时

电价最大降幅为 3.85 元/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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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场景下电力市场实时电价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real-time prices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between two scenarios 

上述结果表明，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多能源市

场套利和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高峰期

电力供需关系紧张的情况，促进电价平稳，一定程

度熨平不同市场当量价格的差异。 

4.3  套利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综合能源服务商在不同能源市

场间的套利情况，图 10—12 分别展示综合能源服

务商在电力市场、天然气市场及热力市场的套利结

果，其中电力市场期现套利包括日前及实时的购电

行为，跨期套利为储能的充放电，跨商品套利包括

本地分布式光伏、燃气轮机发电以及 P2G 和热泵的

耗电量，跨区套利指的是从区外购电。  

由结果可知，综合能源服务商将根据实时价格

的变动，通过在不同能源市场间选择经济性最优的

套利方式完成电力负荷的供应。由于供热价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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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综合能源参与电力市场套利和交易结果 

Fig. 10  Arbitrage and trading results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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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综合能源参与天然气市场套利和交易结果 

Fig. 11  Arbitrage and trading results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natural ga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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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综合能源参与热力市场套利和交易结果 

Fig. 12  Arbitrage trading results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heat market 

高，综合能源服务商购入更多电量和天然气，通过

燃气轮机热电联供和热泵以较低成本满足本地供

热需求。不同于电力市场中分时段的套利结果，综

合能源服务商参与天然气和热力市场的交易未考

虑时间尺度的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电力市

场中实时电价的高波动性，天然气和热力市场中的

价格时间敏感性较低。根据天然气和热力市场的结

果，综合能源服务商通过多种套利行为，显著改变

了天然气和热原有单一能源市场下的负荷供应方

式，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改善了整体市场效率。 

5  结论 

近年来，综合能源产业技术应用与示范工程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制约综合能源产业发展的体

制机制的瓶颈也愈发明显，多能融合的效益并未被

大规模地迸发，迫切需要设计激发技术价值产生的

综合能源的体制机制。为此，本文遵循以最小的改

革成本获取最大的改革效益为原则，提出基于多市

场均衡的综合能源市场机制，在不改变各市场独立

运行的前提下，通过及时更新不同市场、不同周期、

不同区域的成交价格与量、管网输送价格的信息平

台，以不同能源当量价格激励市场成员套利和多市

场交易，让综合能源服务商参与交易的方式实现不

同市场之间的均衡。相比传统集中优化的统一市

场，这种价格驱动下、多元主体交易、套利的综合

能源市场均衡机制，能够以价格激发市场成员的灵

活性，降低统一市场模式由于体制重组、决策过程

不透明和复杂信息交互引起的交易成本。 

研究还发现：这种基于多市场均衡的综合能源

市场体制与机制与统一市场均衡数学模型求解过

程具有显著的对称性。但前者的市场成员可根据价

格动态调整自身经济的可行域，扩大了资源优化配

置的空间，实现了以最少的信息交互促进市场均衡

趋优，可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着重探索如下方面：1）信

息披露机制设计理论，以及信息披露对于综合能源

市场均衡趋优收敛影响；2）内嵌异质能源物理传

输特性的综合能源市场，以及精细化能源约束对综

合能源交易出清的影响；3）综合能源市场全品类

交易品种设计，以及考虑期现套利的金融-物理市场

出清结算方法；4）考虑多综合能源服务商竞价的

多市场均衡高效求解方法。 

期待本文工作对我国综合能源体制机制建设

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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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综合能源市场建设与技术发展现状 

1）美国。 

在美国大力推动页岩气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先进的页岩

气开采技术显著降低了美国能源系统的整体成本，使以智能

电网为核心的综合能源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美国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DoE)于 2001 年决定发展综合能源系

统(integrated energy system，IES)，重点研究并推广分布式

能源与冷热电联供技术[12]。由于美国输电网的设备陈旧事

故频发且线路老化严重输电效率降低，美国国会颁布的《能

源独立与安全法案》中的智能电网法令将智能电网设立为国

策，旨在增强电网的互动能力与安全性，通过综合能源之间

的互补共济支撑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近年来，美国开展了大量综合能源示范应用，如美国印

第安纳州电力公司发布的综合能源规划，DoE 提出的

H2@Scale 项目[13]，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设计的未来可再生

电力能源传输与管理系统等，并持续推进综合能源的市场建

设。在 2007 至 2012 年间，美国政府追加 6.5 亿美元专项经

费，研发电、热、气资源协同的综合能源市场交易系统，鼓

励美国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爱迪生电力公司等综合能源供

应商参与多能源市场，促进不同能源市场价格平稳，保障能

源供应安全。 

2）欧洲。 

欧洲在综合能源技术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其更注重多

种能源系统之间的协调优化。近年来，欧洲各国纷纷开展综

合能源系统的示范工程，其中以英国和德国为典型代表。 

英国重视能源自给自足，燃气发电占比较高，装机容量

约 34%来自于燃气发电，因此一直以来关注促进电力与天

然气之间互补协同的市场机制建设。由于大规模风电的并网

接入，英国正在探索风电预测偏差对电力和天然气现货耦合

交易的影响，并研发计及高比例新能源不确定性的多能市场

协同出清。英国已在国家投资机构成立综合能源交易研发团

队，优化管理园区综合能源生产，促进能源消费终端能效提

升与成本节约，助力实现碳减排目标[14]。同时，在 2019 年

英国国家电网实现“网调分离”，将运营职能与调度职能分

割，并设立了专门的能源监管机构，以期建设公平有序的电

力能源交易市场[15]。 

德国致力于研究基于先进信息通讯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综合能源系统，其中

“E-energy”项目于 2007 年 4 月由德国联邦政府经济技术

部发起，目前由联邦环境自然保护部与核安全部共同推进。

“E-energy”项目重点强调 ICT 在综合能源行业中的关键作

用，旨在创建一种自学习、自适应的智慧能源系统，实现商

业能源供应链中所有要素的数字互联与协同。德国正致力于

构建欧洲统一的综合能源市场，通过多能源之间的互联互

通，促进市场充分竞争以降低能源价格和成本。 

3）日本。 

日本能源资源相对短缺，因此一直以来尤为注重国家节

能减排体系的发展路径。近年来，通过综合能源领域关键技

术的实践应用，有效缓解能源供应短缺、综合利用效率不足

的现状。 

东京燃气公司提出“智慧能源网络”的概念和系统，推

动光伏、风电与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热电联产的

协同发展，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此外，提出了深度挖掘海量智能楼宇电能与热能互补潜力的

构想，通过热力网的蓄热能力平抑新能源与电力负荷的波动

性。日本智慧社区联盟(Japan smart community alliance，

JSCA)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所提出的“智慧社区”正发展为

一种新型社会系统。利用 ICT 与储能技术，精准控制综合能

源系统中分布式能源供给与需求，挖掘智慧社区技术在节能

和减排方面的双重红利，并将项技术纳入生活支持服务[16]。 

近年来，日本通过多次立法对综合能源交易体系的建设

开展初探，目前初步实现了以天然气、电力为主的联合交易，

解除市场准入管制，按成本加成法制定垄断价格并及时向公

众公开信息。 

4）中国。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于 2017 年联合印发

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提出了全面

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的战略，旨在通过电、热、气的

耦合构建能源互联网[1]。 

自“互联网”智慧能源战略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启动

了相关试点工作。南方电网广州珠海项目是首个通过能源局

验收的智慧能源示范项目，项目通过智慧能源大数据云平台

和运营平台，打造了开放互通的能源互联网生态，有效提升

了配网智能化与信息化水平。除了技术上的创新，上海崇明

综合示范区着力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在隔墙售电、综合能源

联合交易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取得创新突破[17]。 

中国综合能源技术和产业起步较晚，在体制机制方面仍

停留在各能源系统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如 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 号)，旨在还原电力商品属性，逐步放开售电

侧竞争。然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能源市场体系仍需

要长足的投入和探索。 

附录 B  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约束 

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约束包括电、热、气平衡和能源之

间的转化约束。日前市场交易相关约束将变量的上角标由

RT 更换为 DA，不再赘述。 

1）能源转化约束。 

本文考虑电转气、热泵和燃气轮机三类能源转化设备，

因此有： 

 E,RT e,RT a,RT ,    t t tP P P t     (B1) 

 a,RT P2G,RT HP,RT ,    t t tP P P t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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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T h,RTH H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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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T H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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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

t
t

F
H t

  
    (B9) 

式(B1)表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实时市场购电量分为用于本

地消费的购电量与用于跨商品套利的购电量， E,RT

tP 为综合

能源服务商在实时市场中购电量。式(B2)表示跨商品套利的

购电量用于电转气与热泵， P2G,RT

tP 为电转气用电量， HP,RT

tP

为热泵用电量。式(B3)表示电转气耗电产气的能源耦合关

系， P2G,RT

tF 为电转气产气量， P2G 为电转气产气效率，HHV

为天然气高热值。式(B4)表示热泵耗电产热的能源耦合关

系， HP,RT

tH 为热泵产热量，COP 为热泵的能效。式(B5)表

示综合能源服务商购买的热量全部用于本地热负荷，HH,RT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实时市场中购热总量。式(B6)表示综合

能源服务商在实时市场购气量分为用于本地消费的气量与

用于跨商品套利的购气量，FG,RT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实时

市场中购气总量。式(B7)表示用于跨商品套利的购气量等于

燃气轮机的用气量， MT,RT

tF 为燃气轮机用气量。式(B8)表示

燃气轮机消耗天然气发电的能源耦合关系， MT,RT

tP  为燃气轮

机发电量， MT,E 为燃气轮机发电效率。式(B9)表示燃气轮

机消耗天然气产热的能源耦合关系， MT,RT

tH 为燃气轮机产

热量， MT,H 为燃气轮机产热效率。 

2）电力平衡约束。 

 

PV,RT MT,RT P 2G,RT HP,RT dis,RT

cha,R T E,RT EOUT,RT D,RT            ,    

t t t t t

t t t t

P P P P P

P P P P t

    

      (B10) 

 E E,RT E

max max ,    tP P P t      (B11) 

 EOUT EOUT,RT EOUT

max max ,    tP P P t      (B12) 

 
D D,RT D

,min ,max ,    t t tP P P t     (B13) 

 
T

D,RT D

mint

t

P E



   (B14) 

 
PV,RT PV,RT

,max0 ,    t tP P t     (B15) 

 MT,RT MT

max0 ,    tP P t     (B16) 

 dis,RT cha,RT ES

max0 , ,    t tP P P t     (B17) 

 RT RT cha,RT ES dis,RT ES

1 / ,    t t t tE E P P t         (B18) 

 RT ES

max0 ,    tE E t     (B19) 

 RT RT

0 T  E E   (B20) 

 E,ADJ E,DA E,RT E,ADJ

max max ,    t tP P P P t       (B21) 

 EOUT,ADJ EOUT,DA EOUT,RT EOUT,ADJ

max max ,    t tP P P P t      (B22) 

式(B10)表示日前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电量平衡，综合能源

服务商内部电力负荷与市场购电量、区外电力交易和分布式

能源出力平衡。日前相关变量和参数包括光伏出力 PV,RT

tP ，

燃气轮机出力 MT,RT

tP ，电转气用电 P 2G,RT

tP ，热泵用电
H P , R T

tP ，储能充放电功率 cha,R T

tP 、 d i s,RT

tP ，综合能源服务商

在本区域电力市场购电量 E,RT

tP ，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其他区

域电力市场购电量 EOUT,RT

tP ，电力负荷 D,RT

tP 。式(B11)、(B12)

分别为综合能源服务商从本区域及外区域电力市场购电约

束， E

maxP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本区域电力市场购电上限，
EOUT

maxP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外区域电力市场购电上限。

式(B13)、(B14)为柔性负荷约束， D

,mintP 、 D

,mintP 为负荷上下

限， D

minE 为日最小负荷。式(B15)为光伏出力约束， PV,RT

,maxtP 为

光伏预测出力。式(B16)为燃气轮机出力约束， MT

maxP 为燃气

轮机出力上限。式(B17)—(B20)为储能充放电约束， ES

maxP 为

储能充放电功率上限， RT

tE 为储能存储的能量， ES 为储能

充放电效率， ES

maxE 为储能容量上限。式(B21)、(B22)为综合

能源服务商在日前与实时从本区域及外区域电力市场购电

耦合约束，表示实时购电调整量限定范围，其中 E,ADJ

maxP 与
EOUT,ADJ

maxP 分别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本区域及外区域实时购

电调整量上限。 

3）热力相关约束。 

 
T

HP,RT MT,RT H,RT D,RT( )t tH H H H



     (B23) 

 H H,RT H

max maxH H H     (B24) 

 HP,RT HP

max0     tH H t     (B25) 

 H,ADJ H,DA H,RT H,ADJ

max maxH H H H      (B26) 

式(B23)表示日前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热量平衡，变量和参

数包括热泵产热 HP,RT

tH ，燃气轮机产热 MT,RT

tH ，综合能源

服务商从热力市场的全天购热量 H,RTH ，综合能源服务商内

部热负荷 D,RTH 。式(B24)为综合能源服务商购热约束， H

maxH

为购热上限。式(B25)为热泵产热约束， HP

maxH 为热泵产热上

限。式(B26)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日前与实时购热耦合约束，

表示实时购热调整量限定范围， H,ADJ

maxH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

实时购热调整量上限。 

4）天然气相关约束。 

 
T

P 2G,RT MT,RT G,RT D,RT( )t tF F F F



     (B27) 

 G G,RT G

max maxF F F     (B28) 

 P 2G,RT P 2G

max0     tF F t     (B29) 

 G,ADJ G,DA G,RT G,ADJ

max maxF F F F      (B30) 

式(B27)表示日前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气量平衡，变量和参

数包括电转气产气量 P 2G,RT

tF ，燃气轮机用气量 MT,RT

tF ，综

合能源服务商全天购气量 G,RTF ，综合能源服务商内部气负

荷 D,RTF 。式(B28)为综合能源服务商购气约束， G

maxF 为综

合能源服务商购气量上限。式(B29)为电转气产气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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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G

maxF 为电转气产气量上限。式(B30)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在日

前与实时购气耦合约束，表示实时购气调整量限定范围，
G,ADJ

maxF 为综合能源服务商实时购气调整量上限。 

附录 C  电力市场出清和定价模型 

电力市场目标函数为日前发电成本最小： 

 
T G

G GM,DA

,min g g tc P

 

   (C1) 

式中：T 为时段集合，G 为发电机组集合， GM,DA

,g tP 为发电

机的发电量， G

gc 为机组的发电成本。 

约束条件为 

 
GM GM,DA GM

,min , ,max    ,g g t gP P P g t     (C2) 

 
G

GM,DA E,DA DM,DA

, ,    g t t n t

g

P P P t



     (C3) 

N

L GM E,DA DM,DA L

.max , , , .max( ) ,k k n n t n t n t kP PF P P P P k t



       (C4) 

式(C2)为发电机出力约束，其中 GM

,maxgP 与 GM

,mingP 分别为发电机

组出力上下限。式(C3)为电量平衡约束，其中 E,DA

tP 为所有

综合能源服务商购电量， DM,DA

tP 为系统总负荷。式(C4)为

线路潮流约束，其中 PFkn 为节点 n 对线路 k 的潮流转移分

布因子， E,DA

tP 为节点 n 服务商购电量， DM,DA

,n tP 为节点 n 负

荷， L

.maxkP 为线路 k 传输容量，N 为电力系统节点集合。 

电力市场的出清价格为 

 
L

E,DA SMP,DA CP,DA

, , ,n t t k n k tPF n t  



     (C5) 

式中： E,DA

,n t 为节点 n 时段 t 的电价， SMP,DA

t 、 CP,DA

,k t 分别

为约束(C3)、(C4)的拉格朗日乘子，表示系统边际出清和阻

塞价格，L为电力系统线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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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energy systems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frameworks based on 

centralized bidding and decision-making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a wide variety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ractices. However, the unified market reform and 

operation may lead to great transaction costs due to 

institution restructure, opaque decision-making and 

complicated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system based on multi-market equilibrium to 

avoid subversive market reform while suppressing 

market failure caus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as 

shown in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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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system based on  

multi-market equilibrium 

The free choice of consumers is the co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 users are given the right to freely choose energy 

categories, and the potential arbitrage behavior will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price dev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rading types and markets in different time scales. We 

proposed four types of arbitrages including 

inter-commodity, inter-exchange, calendar spread and 

future-spot, as shown in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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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iagram of arbitrage and trading in  

integrated energy markets 

With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serving as 

market participants, arbitrage and trading behavior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disclosure of different energy price 

inform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equilibrium among 

multi-energy markets.  

Based on the market-clearing price, the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aim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r 

minimize the cos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multi-market, 

and meet all kinds of energy-related constraints and 

energy conversion constraint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proposed arbitrage and market-trading model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can be represen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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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uangdong 

provi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arbitrage trading can promote price equilibrium among 

multi-energy markets, while maximizing the market 

revenues with a smallest reform c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