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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风电消纳比例，提出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
源-荷协同调度策略。旨在通过负荷侧需求响应与源侧发
电机组共同参与电网优化调度，缓解由于风电反调峰特
性导致的大规模弃风问题。在电力用户自愿参与电网调
度的基础上，分析激励型需求响应参与电网调度对风电
消纳的影响机理，以系统总成本最低为目标建立源-荷协
同优化调度模型，在保证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采
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利用 Matlab 对算例进行仿
真计算，与仅考虑源侧优化的调度策略相比，风电消纳
比例提高了 27.56%，总调度成本降低了 4 798 元，验证

calculation example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ind power increase by 27.56%, and
the total dispatch cost decrease by 4798 RMB, which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strategy.
KEY WORDS: wind power accommodation; source-load
cooperative dispatch; demand response; dispatch model;
genetic algorithm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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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因具有成本低、环保、

了所提策略对于提升风电消纳的有效性。

可持续性等诸多优点，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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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其出力具有随机性、间歇性以及反调峰特

型；遗传算法

性，风电并网给电网调度带来一定挑战 [1-3]。据统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wind
power accommodation, a source-load cooperative dispatch
strategy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was proposed. The
purpose of this dispatch strategy i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large-scale wind power curtailment, which is caused by
the anti-peak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power.
Based on th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f users in grid
dispatch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citation-type
demand response participating in power grid dispatching on
wind power consumption was analyzed. The source-load
coordination optimiz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goal of minimizing the total cost of the system.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genetic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solve the model, Matlab
was used to carry out simulation calculation on the

计，2018 年 1—9 月，全国风电发电量为 2 676
亿 kW·h，其中弃风电量为 222 亿 kW·h[4]，弃风
问题依然严峻。
为提升风电消纳比例，国内外学者对电网优
化调度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献[5]针对电力系
统因调节能力不足而造成弃风等问题，构建了多
源并存的电力系统风–火–水–储–气联合优化调度
模型，并给出了模型的求解方法，其结果验证了
所提模型对促进风电消纳的作用。文献[6]从解耦
热电耦合约束、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角度出发，
提出了基于含储热的热电联产机组与电锅炉的弃
风消纳协调调度模型，结果表明电锅炉供热在极
限消纳弃风时具有最佳经济性。文献[7]为解耦传

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点项目(20170520292)。
Project Supported by Key Project of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 (20170520292).

统的“以热定电”约束，提高系统风电消纳能力，
针对风电-电储能-蓄热式电锅炉的联合系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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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考虑了电储能装置对功率和能量的时间迁移

厂用户可在夜间风电大发期间进行生产。此做法

能力以及电、热系统互补的物理特性，并引入了

既能保证用户生产利益，又有利于提升风电消纳

弃风成本参数，建立了以实现最低运行成本为目

比例，图 1 为需求响应参与电网调度提升风电消

标的综合调度模型。文献[8]在考虑风电出力不确

纳比例的示意图。由图 1 可知，若用户自愿参与

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风电场与含储热的热电

电网调度，可将 11:00—15:00 的负荷转移至风电

联产联合运行的调度模式。文献[9]通过在供热侧

功率较大的 00:00—04:00，为风电提供消纳空间。

配置储热、在供电侧配置抽水蓄能，与常规机组

由此可见，若用户参与需求响应可增加负荷调节灵

共同参与电网优化调度，形成了电热联合系统多

活性，是避免系统发生大规模弃风的重要手段。

源协调运行的调度模式，并以风电消纳电量最大

风电出力
70

多源协调优化模型。文献[10]在发电侧引入了储

60

能系统，在电网侧采用鲁棒优化的方法来描述风
电出力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种考虑储能参与的

功率/MW

和系统运行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了电热联合系统

50
40

20

对风电采取了区域内消纳和跨区域外送 2 种消纳

10

方式，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0
0:00

上述研究成果突出了协同调度方式在风电消
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一种源–荷协同调

04:00

图1

度策略，首先分析了需求响应对风电消纳的影响
需求响应调度模型，即参与电网调度的用户会收

需求响应是指电力用户根据市场的不同激励
机制改变原有的用电习惯，按照用户参与调度的

t 1

了该冲突的影响。因此，国家发改委提出电力辅
助服务市场相关政策，鼓励用户参与电网调峰并

期内总时段数；ρ 表示激励型需求响应补偿系数；
PL ,t 表示 t 时刻调度量； t 表示调度时间间隔。

为保证工厂的生产效益，对激励型需求响应
约束如下：

 L min 

PLoad,t  PL,t
PLoad,t

  L max

(2)

T

 PL,t  0

(3)

t 1

式中：PLoad,t 表示在 t 时刻的负荷需求功率； L max
和  L min 分别表示负荷功率调节率上下限。

2

源荷调度模型及约束条件

给与一定补偿。在日间负荷高峰期，参与需求侧

2.1

响应的电力工厂用户减少投产机组或停止生产，

2.1.1

以降低电网调峰压力，为保证用户生产利益，工

(1)

式中：C 表示需求响应补偿成本；T 表示调度周

虑基于激励的需求响应。

高自动化且仅在日间工作的高耗能工业负荷加剧

24:00

需求响应参与风电消纳示意图

的需求响应和基于激励的需求响应[11]。本文只考

夜间风力大发形成明显冲突，其中具有快速投切、

20:00

T

响应形式对需求响应进行划分，可分为基于价格

随着电力用户种类的增长，日间负荷需求与

16:00

C   (  PL,t t )

总成本为最低的目标函数，并充分考虑电网功率

激励型需求响应

12:00
时刻

激励型需求响应调度模型建立如下：

到一定的补偿。然后基于源-荷系统模型建立了以

1

08:00

Fig. 1 Sketch diagram of demand response
participating in wind power accommodation

机理，并依据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相关政策建立了

算，验证所提策略的有效性。

调度后

30

含高比例风电互联电力系统分散式调度模型，并

平衡等约束条件。最后利用 Matlab 进行仿真计

调度前

源-荷调度模型
火电机组
火电机组作为可控电源，可以通过合理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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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跟踪电网负荷的变化。此时，发电成本主要为

2.2

燃料成本：

2.2.1
n

系统约束

(4)

i 1 t 1

式中：F1 表示火电机组燃煤成本；n 表示火电机

的输出电功率之和与经过需求响应之后的负荷相
等，即

组总数；ai、bi 和 ci 表示燃料成本系数；Pi,t 表示
热电联产机组

m

n

N

l 1

i 1

j 1

 Pl ,wt + Pi,t   PCHP,j ,t  PLoad,t  PL,t

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的功率。
2.1.2

功率平衡约束
在忽略网络传输损耗的基础上，各发电机组

T

F1   (ai Pi ,2t  bi Pi ,t  ci )

1）源侧机组约束。

此在运行过程中不允许停机。本文只考虑热电联
产机组的电出力，但在计算其燃煤成本过程中，

常规机组约束

2.2.2

运行过程中要同时满足热力平衡与电力平衡，因

由于火电机组存在最小运行方式，其出力应
被限制在机组出力上下限之间：

需将热出力转换为电出力进行计算[12]，计算公式
如下：
PZS, j ,t  PCHP, j ,t  Cv, j H CHP, j ,t

(5)

Pmin,i  Pi ,t  Pmax,i

下限。
热电联产机组电出力的上下限：

分别表示热电机组 j 在 t 时刻的电功率和热功率；
Cv,j 为抽汽式热电机组 j 的热电比。此时的发电成
本主要为燃料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F2   a P
j 1 t 1

2
m ZS, j ,t

 bm PZS, j ,t  cm

Pmin,CHP j  PCHPj ,t  Pmax,CHP j

式中 Pmax,CHPj 和 Pmin,CHPj 分别表示热电联产机组 j

(6)

电联产机组总数；a m、bm、cm 表示热电联产机组
燃料成本系数。

2）荷侧约束。
需求响应约束条件如公式(2)和(3)所示，在此
不再重复说明。

3

弃风成本
为促进风电消纳，需对弃风功率进行惩罚，

惩罚成本计算公式为
m

T

模型求解
本文采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

求解所提出的调度模型。遗传算法是模拟达尔文
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机理的生物进化

F3   kP t
l 1 t 1

(12)

电出力的上下限。

式中：F2 表示热电联产机组燃煤成本；N 表示热

2.1.3

(11)

式中 Pmax,i 和 P min,i 分别表示火电机组 i 出力的上

式中：PZS,j,t 表示折算后的电功率；PCHP,j,t 和 HCHP,j,t

T

(10)

式中 Pl ,wt 表示风电机组 l 在 t 时刻的发电功率。

热电联产机组的出力包括热出力和电出力，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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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
l ,t

(7)

式中：F3 表示弃风成本；m 表示风机总数；k 表

过程的计算模型，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
搜索最优解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直接对结构对
象进行操作，没有求导和函数连续性的限定；采

示弃风成本系数；Pl ,wq
t 表示风电机组 l 在 t 时刻的

用概率化的寻优方法，不需要确定的规则就能自

弃风量。

动获取和指导优化的搜索空间，自适应地调整搜

激励型需求响应

2.1.4

索方向[13]。具体求解流程见图 2。

激励型需求响应主要为依据电力辅助服务市

4

场政策的补偿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F4 =C

(8)

式中 F4 为参与需求响应给予用户的补偿成本。
综上，建立以总成本最低为目标的目标函数
min F  F1  F2  F3  F4

(9)

算例分析
为验证源-荷协同调度对提高风电消纳比例

的有效性，本算例建立 2 种调度模型，第 1 种为
本文提出的源-荷协同调度策略，第 2 种为仅对源
侧 机 组 进 行 优 化 的 调 度 策 略 ， 并 利 用 Mata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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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处于时段 01:00—12:00 的负荷

开始

以及风电表现出低功耗、高风电的特点，为验证

设置遗传算法参数

本文所提的源–荷协同调度策略的有效性，选取调

输入源-荷-储系统各个单元参数

度时间为 01:00—12:00，调度时长 t 取 1 h。

随机生成初始化种群

将上述参数输入调度模型中，将热电联产机
组功率、火电机组功率、弃风功率以及需求响应

染色体解码，计算各个
单元有功功率调度量

功率作为优化对象，在保证系统安全、可靠的前

多点变异
计算个体适应度

提下，经遗传算法优化后得到各项费用如表 2 所

多点交叉

示，风电消纳对比如图 4 所示。
满足优化标准?

否

表2
是

Tab. 2

输出最优结果

图2
Fig. 2

模型求解流程图

Solution flow chart of this dispatch model

不同调度策略的系统运行费用
元

Costs in different dispatch model

调度策略

燃料成本

弃风成本

需求响应成本

总成本

源-荷协同调度

58 103

10 315

37 483

105 901

仅源侧调度

69 093

41 606

—

110 699

遗传算法工具箱进行仿真计算。调度模型中只考
源-荷协同调度

虑单台火电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其技术参数如

120

仅源侧调度

表 1 所示，弃风成本系数 k 为 100 元/(MW·h)，激
负荷功率调节率上下限  L max 和  L min 取总负荷的
15%，本文分别取为15%[14-15]。

功率/MW

励型需求响应调度成本系数 ρ 为 1 500 元/(MW·h)，

风电出力
80

40

在本算例中假设风电预测值以及负荷预测值
为精准值，二者预测值如图 3 所示。
表1

火电机组与热电联产机组的技术参数

Tab. 1

0
01:00

热电联产机组

05:00

07:00

09:00

11:00

时刻

Parameters of thermal power unit and
cogeneration unit

火电机组

03:00

图4
Fig. 4

风电消纳对比

Comparison of wind power accommodation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由表 2 和图 4 可知，负荷侧需求响应能够有

Pmin,i/MW

55

Pmin,CHPj/MW

100

效降低弃风成本并促进风电消纳。仅对源侧机组

Pmax,i/MW

150

Pmax,CHPj/MW

200

ai/(元/MW2)

am/(元/MW2)

进行优化的调度策略的风电消纳比例为 63.37%，

0.03

0.004 4

bi/(元/MW)

23.66

bm/(元/MW)

13.29

ci/元

16.22

cm/元

39
负荷需求预测值
风电出力预测值

功率/MW

400

而本文所提调度策略的风电消纳比例为 90.93%，
消纳比例提高了 27.56%。
图 5 为 2 种调度策略负荷需求对比，可以看
出，将负荷功率进行优化后，在夜间 00:00—04:00

300

风电大发期间，其负荷需求有所提高，有利于为

200

消纳风电提供空间；而在风电较少期间，负荷需
求有所降低，减小电网调峰压力。图 6 为 2 种调

100

度策略热电联产机组和火电机组出力对比图，可
0
01:00

05:00

09:00

13:00

17:00

21:00

时刻

图3
Fig. 3

风电及负荷预测值

Prediction of wind power and load demand

见在夜间 00:00—04:00 风电大发期间，本文所提
的源-荷协同调度策略中火电机组和热电联产机
组的有功出力较低，进一步为风电消纳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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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的弃风问题，是提升风电消纳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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