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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提供了电力系统需求响应的分布式

且匿名的方法。该方法通过离散的能量分组将分

布式能量资源(DER)的能耗和生产概念化，这些

能量分组由网络计算实体协调，该网络计算实体

许可或拒绝来自DER的能量分组请求。该方法利

用了DER的条件，这对于(1)恒温控制负载、(2)非

恒温条件控制负载、以及(3)双向分布式储能系

统特别有用。在本方法的第一方面，每个DER独立

地请求授权以接通持续固定的时间量(即分组持

续时间)。协调器基于电网和/或能量或电力市场

条件来确定是否许可或拒绝每个请求。在第二方

面，双向DER(诸如分布式储能系统(DESS))还能

够请求向电网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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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通信时期期间向协调器请求电力的节点，包括：

协调器接口，所述协调器接口用于与所述协调器通信；

状态寄存器，所述状态寄存器用于记录节点状态；以及

其中，所述节点配置成：

从所述状态寄存器中检索节点状态；

确定关于所述时期的请求概率Pi(T)，其中，所述请求概率对应于所检索到的节点状态i

和节点条件T；以及

根据所述请求概率向所述协调器请求能量分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条件T是在温度、压力、转速、充电状态、

和基于时间的截止时间中的一个或更多个。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点，其中，当所述条件T达到下限阈值T下限时，所述请求概率

接近1，并且当所述条件T接近上限阈值T上限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被配置为当所述条件T达到所述下限阈

值T下限时，选择退出请求能量分组。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点，其中，当所述条件T达到上限阈值T上限时，所述请求概率

接近1，并且当所述条件T接近下限阈值T下限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被配置为当所述条件T达到所述上限阈

值T上限时，选择退出请求能量分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第一节点状态对应于第一状态请求概率P1，并且第

二节点状态对应于第二状态请求概率P2，并且其中P1大于P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具有三个或更多个节点状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还被配置为：

接收对所述请求的响应；和

基于所接收的响应，改变在所述状态寄存器中记录的所述节点状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被配置为基于所接收的响应来接入电

力。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被配置为从所述协调器接收通信时期

参数，以确定请求之间的时间长度。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是分布式储能系统(DESS)，所述节点条

件T是所述DESS的充电状态，并且所述请求概率是充电请求概率，并且其中，所述节点还被

配置为：

确定关于所述时期的放电请求概率，其中，当所述充电状态降低到充电阈值C阈值时，所

述充电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所述充电状态增加到放电阈值D阈值时，所述放电请求概率接

近1，其中，C阈值<D阈值；以及

基于所述充电请求概率和所述充电状态条件，创建充电请求，并基于所述放电请求概

率和所述充电状态条件，创建放电请求，其中，如果所述充电请求概率和所述放电请求概率

将以其他方式导致两者都被创建，则既不创建充电请求也不创建放电请求。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是与分布式能量资源(DER)位于同一地

点的物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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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节点是远程管理DER的软件代理。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协调器接口与所述协调器无线通信。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协调器接口与所述协调器有线通信。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节点，其中，所述协调器接口使用电力线通信(PLC)与所述

协调器通信。

18.一种用于提供电力的系统，包括：

协调器，所述协调器与电源通信，所述协调器被配置成从所述电源提供电力，作为多个

离散的能量分组，每个能量分组具有有限的持续时间；和

一个或更多个节点，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与所述协调器通信，每个节点被配置为基

于单独确定的概率而在时间间隔期间请求能量分组；

其中，所述协调器被配置成：

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接收请求；

基于所述电力的可用性，确定是许可还是拒绝每个请求；以及

根据相对应的请求确定，向每个节点提供能量分组；并且

其中，每个节点被配置成在所述时间间隔期间根据请求概率Pi(T)来请求能量分组，其

中，所述请求概率对应于节点状态和节点条件。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协调器还基于一个或更多个市场条件来确

定是许可还是拒绝每个请求。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至少一个节点本质

上是恒温的，并且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的节点条件是温度T，并且当T达到下限阈值T下限

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T接近上限阈值T上限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0。

2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至少一个节点本质

上是恒温的，并且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的节点条件是温度T，并且当T达到上限阈值T上限

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T接近下限阈值T下限时，所述请求概率接近0。

22.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至少一个节点具有

第一状态和第二状态，所述第一状态具有第一状态请求概率P1，并且所述第二状态具有第

二状态请求概率P2，其中P1>P2。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处于所述第一状态，并且被

配置为基于被许可的请求而从所述第一状态改变到所述第二状态。

24.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处于所述第一状态，并且被

配置为基于许可的请求而保持处于所述第一状态。

25.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处于所述第二状态，并且被

配置为基于被拒绝的请求而保持处于所述第二状态。

26.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节点处于所述第一状态，并且被

配置为基于被拒绝的请求而从所述第一状态改变到所述第二状态。

27.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所述至少一个节点

还包括第三状态，所述第三状态具有比所述第二请求概率P2低的第三请求概率P3。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所述至少一个节点

包括多于三个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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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

所述一个或更多个节点中的至少一个节点是分布式储能系统(DESS)，并且所述DESS的

节点条件是所述DESS的充电状态，并且其中所述DESS还被配置为：

确定关于所述时期的充电请求概率，其中，当所述充电状态降低到充电阈值C阈值时，所

述充电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所述充电状态增加到放电阈值D阈值时，所述放电请求概率接

近1；

基于充电状态条件，创建具有所确定的概率的充电请求，并且基于充电状态条件，创建

具有不同的所确定的概率的放电请求，其中，当充电和放电自动机都创建请求或者都不创

建请求时，不创建充电请求，并且其中，当只有自动机之中的一个自动机创建请求时，将所

述充电请求转发给所述协调器；和

其中，所述协调器还被配置成根据放电类型的相对应的单一请求从所述DESS接收能量

分组。

3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协调器从电网运营商接收指示所述电力的

可用性的可用性信号。

3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协调器从电网运营商接收指示一个或更多

个市场条件的可用性信号。

32.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协调器通过对所述电网的状态建模来确定

电力的预测可用性。

33.一种用于在通信时期期间请求电力的方法，包括：

将节点状态确定为具有第一请求概率的第一状态，或者具有第二请求概率的第二状

态；

确定关于所述时期的充电请求概率，其中，所述充电请求概率对应于所检索到的节点

状态和节点条件；和

基于所述充电请求概率，发送充电请求。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节点条件是在温度、压力、转速、充电状态、

和基于时间的截止时间中的一个或更多个。

35.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节点状态是充电状态，还包括：

将放电节点状态确定为具有第一放电概率的第一放电状态，或者具有第二放电概率的

第二放电状态；

确定关于所述时期的放电请求概率，其中，所述放电请求概率对应于检索到的放电节

点状态和所述节点条件；以及

基于所述放电请求概率，发送放电请求。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充电状态降低到充电阈值C阈值时，所述充

电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所述充电状态增加到放电阈值D阈值时，所述放电请求概率接近1，

其中，C阈值<D阈值。

37.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所述请求概率和放电请求概率将以其他方

式导致充电请求和放电请求都被发送，则不发送充电请求或放电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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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控制负载和双向分布式储能系统的随机的基于分组的功

率管理系统和方法

[0001] 关于联邦资助的研究的声明

[0002] 本发明在政府支持下并利用国家科学基金会授予的合同号为ECCS-1254549的资

助金和能源部授予的DE-AR0001289-1509的资助金完成。政府对本发明具有一定的权利。

[0003]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4] 本申请要求2016年9月21日提交并且现在未决的第62/397,393号美国临时申请的

优先权，该美国临时申请的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05] 公开领域

[0006] 本公开涉及分布式能量资源的管理。

[0007] 公开的背景

[0008] 快速斜坡发电机长期以来为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的运行备用。然而，可再生能源

渗透率高的电力系统对这种运行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较高的情况下，目

前处理风力或太阳能发电的可变性的方法需要具有更快斜坡的传统发电机在线运行。然

而，这导致更多的发电机空转，燃烧燃料，并且增加有害的空气排放，这些都与“绿色”能源

未来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放弃使用这种技术来提供运行备用，并考虑灵活和可控

的净负载能量资源的积极作用，例如插入式电动汽车(PEV)、恒温控制负载(TCL)、分布式储

能系统(DESS)、和消费者层面的分布式发电。

[0009] 迄今为止，需求侧的参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限于响应于在高峰时段降低需求的非

频繁请求、开环二元控制、或间接的财务激励(诸如，临界峰值定价)的负载。但是，这些方法

并没有释放分布式能源资产的全部灵活性、忽略了本地消费者的限制、和/或需要消费者付

出不小的努力来实现。因此，最近的工作聚焦于开发通过定价和控制信号对灵活的分布式

能量资源(DER)进行自主协调的反馈算法，有效地使人类消费者不用决策，并实现真正的响

应和电网。

[0010] 针对高度分布式净负载资源的协调策略通常采取下列两种形式之一：(1)以公用

事业单位为中心或(2)以消费者为中心。在前一种形式下，公用事业单位使用例如平均场策

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可用电网容量的使用，以满足系统目标(诸如，“低谷填充”)，该平均场

策略被设置成使消费者延迟接入电网，这在消费者服务质量(QoS)方面可能是不可接受的。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方法通常依赖于非集中式最优控制算法，这些非集中式最优控制算法是

通过迭代方法(例如，双重上升法、乘数法)或一致性算法得出的，对于大组的灵活净负载，

这两种算法都表现出缓慢的收敛性(即，每个时间步长需要几十次迭代)。收敛速度可能会

导致主要问题的不可行性，从而影响QoS(例如，PEV未被充电到所需水平或TCL超过指定的

局部死区限制)。

[0011] 公开的简要概述

[0012] 本公开提供了一种针对分布式能量资源且尤其是(1)恒温控制负载(例如热水器、

空调等)；(2)非恒温条件控制负载(例如，电池、压缩机等)；和(3)双向分布式储能系统(例

如，电池等)的分布式且匿名的(anonymous)需求响应方法，称为分组化能量管理(PE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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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开的PEM方法的第一方面，每个DER独立地请求授权来接通固定的时间量(即，控制时

期的持续时间)。在如果总的聚合负载需要降低那么这些负载请求将被拒绝的这个意义上，

负载被管理(与严格控制相反)。在第二方面，双向DER(诸如DESS)还能够请求向电网提供能

量持续固定的时间量。

[0013] 本公开引入了一种新颖的分布式的自下而上控制方法，而不是文献中提出的自上

而下方法。为了克服隐私、收敛性和QoS问题，并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渗透，所公开的

PEM负载协调框架调节了DER的总功耗。具体来说，使用多个“能量分组”或“分组化的能量”

来完成向DER输送能量或从DER输送能量。方法的基于设备(或自下而上)的随机化方面关于

向每个负载提供统计上相同的电网接入，提供了某些“公平”属性。

[0014] 与以前的和其他的现有技术相比，PEM减少了协调层和负载层之间的必要信息：协

调器只需要来自负载的匿名的和异步随机生成的接入请求，以及根据期望的基准实时测量

总输出偏差。PEM的异步性质使得能够针对通信和控制分别定义时间间隔。此外，通过在局

部控制层使用具有选择退出控制能力的概率自动机，随机化基于局部状态变量被注入到负

载请求，这阻止了同步，保证了消费者QoS，并促进了对电网的公平接入。

[0015] 附图描述

[0016]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本公开的性质和目的，应当结合附图来参考下列详细描述，其

中：

[0017] 图1显示了DER协调方案。多个分布式能量资源(DER)聚集在一起，形成虚拟发电厂

(VPP)。DER通过电力线与公用事业单位物理连接，公用事业单位提供它们的电源。通过协调

器使用虚拟连接来管理DER。协调器使用来自公用事业单位或其他来源的信息(例如，可用

的/预测的供电、定价信号等)来确定DER是否可以运行。

[0018] 图2显示了根据分组化的能量管理(PEM)的示例性实施例管理的热水器。左图显示

了一系列事件。在时间ta，当电网资源不受约束时，负载随机请求(R)或不请求(N)能量。在

tb，系统接近一个供电受限的时期，在该时期，系统协调器大多拒绝请求(D)并缩短时期长

度。结果，自动机转换到较低概率状态(例如，P1→P2)。在tc，温度达到QoS界限，并且负载从

PEM中退出(X)，并迅速寻求将温度恢复到QoS界限内(这发生在td)。右图显示了基于对局部

温度状态的响应来改变状态机的请求概率(Pi(T))和状态机的时期长度的状态机。自动机

中还嵌入了在状态转换/发出请求之间的时期长度。

[0019] 图3是实现PEM的示例性的网络—物理基础设施的示意图。

[0020] 图4是说明局部温度对PEM下三态TCL的随机接入请求率(粗体)和平均请求时间

(虚线)的影响的曲线图。仅出于图形化目的，平均请求时间已被缩短至40分钟。

[0021] 图5是描述PEM闭环反馈系统的示意图，其中基准r(t)由电网运营商提供，以及由

VPP测量的聚合的分组化的TCL输出响应y(t)。基准r(t)可以是电压读数、可用电源信号、能

量定价信息等。

[0022] 图6顶部显示了“充电”和“放电”自动机的请求概率曲线，其作为DESS的动态状态

(例如，电池存储系统中的充电状态)的函数。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当充电和放电自动机两

者创建请求或不创建请求时，自然会产生“空闲”或“待机”状态概率曲线。只有当其中一个

自动机产生请求时，请求才会被转发给VPP协调器。图6底部显示了关于“充电”和“放电”自

动机的请求曲线的平均时间，它是DESS动态状态(例如，电池存储系统中的充电状态)的函

说　明　书 2/10 页

6

CN 109844654 A

6



数。

[0023] 图7是取决于充电和放电阈值(分别为C阈值和D阈值)的状态流程图。

[0024] 图8显示了模拟中的外部可变负载。

[0025] 图9显示了针对图8的模拟的恒定60％基本+40％DESS的电源。

[0026] 图10显示了针对图8的模拟每1000个代理随时间推移的充电状态(SOC)。

[0027] 图11显示了针对图8模拟的公平性度量(SOC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0028] 图12显示了针对图8的模拟的每个时期的事务。

[0029] 图13针对图8模拟的随着时间推移的总买入、卖出、和持有。

[0030] 图14是显示了VPP在8小时(480分钟)内的独立和受管行为的曲线图，包括三种不

同的负载类型：1000个电热水器、250个电动汽车充电器、和250个蓄电池存储系统。VPP将要

跟踪的信号在160分钟时接通。VPP响应被显示为跟踪信号，并且负载使用分组化的能量管

理方法来管理。

[0031] 图15显示了两个VPP，它们用不同的DER集合来跟踪多模式基准信号。通过利用电

池的双向能力，同时保持所有DER类型的QOS，不同的VPP(具有1000个TCL、250个PEV、和250

个ESS电池)显著优于仅具有1000个TCL的VPP。由于大量的TCL进入退出(exit-ON)和选择退

出PEM，因此仅有TCL的VPP无法跟踪。

[0032] 图16A显示了图15的不同网络的分组化效果。

[0033] 图16B显示了图15的均匀网络1500个电热水器的分组化效果。

[0034] 图17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实施例的系统的示意图，并且包括根据本公开的三个

节点。

[0035] 图18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的图。

[0036] 公开的详细描述

[0037] 在本公开的第一方面，提出了一种用于分布式能量资源(DER)的匿名的、异步的、

且随机化的自下而上的控制方案，包括：(1)一种用于管理DER的新的分组化的能量管理

(PEM)控制方案，其在不完全信息和消费者QoS约束下提供接近最优的跟踪性能；(2)使用基

于模拟的分析来说明当前公开的PEM模式的性能。该分析展示了关于在电力系统中高度分

布的自下而上负载协调的新框架。

[0038] 图1中的系统示出了在可用于实现PEM的电力系统的实施例中的物理网络交互。将

分别描述电网运营商(例如，公用事业单位)、协调器(例如，DER管理平台或虚拟发电厂)、和

分组化的负载(例如，通过支持WiFi的网关)的功能。由于所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因此首

先描述分组化的负载的概念。

[0039] A.分组化的负载

[0040] PEM曾被提议用于对插电式汽车(PEV)进行协调充电(参见第US  2015/038936  Al

号公开，通过该引用被并入本文)。在这篇早期的著作中，PEV异步地请求授权以根据在概率

自动机中PEV的状态而以特定的概率充电。例如，对于三态有限状态机，从状态i开始请求接

入电网的概率是Pi，并且P1>P2>P3。如果电网中有容量，则PEV被授权充电，但只持续固定的

持续时间(例如，15分钟)，这段时间被称为控制时期，并且发生状态转换：Pi→Pi-1，这减少

了平均请求时间。与此对照的是，如果PEV被拒绝授权充电，则平均请求时间随着Pi→Pi+1的

过渡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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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公开提供了关于负载使用的PEM技术，该PEM技术的操作(包括请求概率)基于局

部感测的情况而改变。例如，在下面本公开的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使用恒温控制负载

(TCL)的局部温度驱动其请求的随机化，来管理TCL。在其他示例中，压力可用于压缩机操

作，充电的电压和状态可用于电池存储系统等。应当注意，针对TCL的示例性实施例被提供

以用于说明本公开，并且在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本公开的范围不限于TCL。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公开可以实现为节点10，用于在通信时期向协调器90请求电

力。节点10包括协调器接口12，其用于与协调器90通信。协调器接口12可以被配置用于无线

通信、有线通信、或者无线和有线的组合。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协调器接口被配置用于与

协调器进行电力线通信——即，使用通过电力线发送/接收的通信协议。通信时期是节点产

生的请求之间的时间长度。在一些实施例中，通信时期是固定的和预定的。在其他实施例

中，通信时期可以改变。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通信时期是从协调器发送到一个或更多个

节点的。在这样的实施例中，节点10可以被配置成从协调器接收通信时期参数，以确定由节

点产生的请求之间的时间长度。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点10是与对应的DER处于同一地点的物理设备。例如，节点可

以是靠近热水器(或者结合到热水加热器中——例如，其构成热水器的一部分)的设备。在

其他实施例中，节点以软件(“软件代理”)的方式来实现。例如，节点可以在云中实现，并且

远程管理DER。

[0044] 节点10具有状态寄存器14，其用于记录节点(i)的状态。例如，节点可以处于第一

状态(其具有第一请求概率(P1))或者处于第二状态(其具有请求概率(P2))。节点可以具有

更多的状态，例如，具有第三请求概率(P3)的第三状态(或者多于三个的状态)。节点10也具

有节点条件(T)。节点条件可以是例如温度、压力、转速、充电状态、基于时间的截止日期、或

任何其他条件。节点可以有多于一个的条件，例如温度和充电状态。该节点可以包括一个或

更多个传感器16，以测量相对应的节点条件。例如，该节点可以包括用于测量温度的温度传

感器——例如，热水器节点可以包括用于测量在水箱中存储的热水温度的传感器。

[0045] 节点10被配置成从节点寄存器14中检索节点状态。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点可

以包括处理器，并且节点寄存器可以在计算机存储器中实现。在这样的实施例中，处理器可

以被编程为从节点寄存器中检索节点状态。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确定关于该时期的请求

概率Pi(T)。请求概率可以是例如将要在通信时期发送请求的概率。在更具体的示例中，请

求概率是对将被发送到协调器的能量分组的请求(充电请求)的充电请求概率。请求概率对

应于检索到的节点状态和节点条件(下面进一步描述)。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条件T达到下限阈值T下限时，请求概率接近1，而当T接近上限阈

值T上限时，请求概率接近0。该节点可以被配置为当T到达T下限时选择退出请求能量分组。在其

他实施例中，当T到达T上限时，请求概率接近1，而当T接近T下限时，请求概率接近0。该节点可以

被配置为当T到达T上限时选择退出请求能量分组。

[0047] 节点10还可以被配置成接收对请求的响应。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点从协调器

接收对能量分组的请求的批准。然后，节点可以基于响应来改变记录在状态寄存器中的节

点状态。例如，根据批准的请求，节点状态可以从第一状态改变到第二状态。在另一个示例

中，节点状态可以从第二状态改变到第一状态。对于具有多于两种的状态的节点，存在其他

情况，并且根据本公开将是明显的。节点10还可以被配置成基于接收到的响应来接入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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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请求的能量分组得到批准时，节点可以接入电力持续分组持续时间(预定的时间长

度)。

[004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本公开可以体现为用于在通信时期请求电力的方法100。方法

100包括将节点状态确定103为具有第一请求概率的第一状态，或者具有第二请求概率的第

二状态。确定106关于该时期的充电请求概率。所确定的106充电请求概率对应于检索103到

的节点状态和节点条件(如上所述和下文进一步描述)。基于所确定106的充电请求概率发

送109充电请求。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方法100可以在作为DESS的节点上执行。这样，方法100可以将充

电状态用作节点条件。方法100还可以包括将放电节点状态确定112为具有第一放电概率的

第一放电状态，或者具有第二放电概率的第二放电状态。对应于检索112到的放电节点状态

和节点条件，确定115关于该时期的放电请求概率。基于放电请求概率，发送118放电请求。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充电状态降低到充电阈值C阈值时，充电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充电状态

增加到放电阈值D阈值时，放电请求概率接近1，其中C阈值<D阈值。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请求概率

和放电请求概率将另外导致充电请求和放电请求都被发送，则不发送充电请求或放电请

求。

[0050] 1)传统的TCL控制

[0051] 绝大多数现有的传统TCL以二进制(开/关)方式运行，并且已经根据简单的状态机

(例如，基于温度阈值改变状态的恒温器)控制。局部地，第n个TCL被控制以将期望的条件

(即，温度)设定点 保持在温度死区 内。这根据局部离散时间控制

逻辑产生标准TCL滞后温度响应：

[0052]

[0053] 在上述完全分散控制逻辑下的总响应在本文中被称为“无控制”情况。所提出的

PEM方案只需要用与协调器交互的更复杂的状态机来替换现有状态机(即，相当于固件升

级)。

[0054] 2)PEM对TCL的适应性

[0055] 图2(右)示出了在PEM下用于加热目的的TCL自动机(例如，电炉或热水器)。当TCL

的局部温度T在PEM操作的温度上限和下限之间时，TCL的请求时间可以根据例如指数分布

来驱动，该指数分布的平均值与相对于上限的T成反比。也就是说，温度非常接近下限的TCL

将几乎确定地(即，Pi(T→T低)≈1)发出请求，而温度接近上限的TCL将以低概率(即Pi(T→

T高)≈0)发出请求。在发送请求时，如果电网中有容量，则TCL将被授权持续固定的控制时段

长度δt(即，对于t∈(t0，t0+δi)，zn(t)＝1)接通，并且发生状态转换：Pi(T)→Pi-1(T)。如果请

求被拒绝，则TCL有限状态机转换到平均请求时间较低的状态；Pi(T)→Pi+1(T)，但将立即继

续请求温度相关概率。如果访问被反复拒绝，T到达T下限，这导致TCL退出(即，选择退出)PEM

方案，以保证温度界限得到满足。图2(左)示出了分组化的热水器的示例性开/关循环。注

意，如果节点是冷却节点(即，管理冷却DER(诸如，例如冷冻机等)的节点)，图中描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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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环将反转。

[0056] 除了TCL接收对请求的“允许/拒绝”响应之外，TCL还可以接收更新的(全局的)控

制时期长度δt，从而能够在总体上更紧密地跟踪，这在斜坡事件期间是有帮助的。当TCL接

通时，其不发出请求。此外，δt≥△t。

[0057] 由于所有TCL都以这种方式运行，授予或拒绝授权接通的DER协调器不需要对特定

TCL的任何知识/跟踪。

[0058] 此外，协调器甚至不跟踪哪个TCL正在发出特定的请求。由于每个TCL运行相同的

自动机逻辑，并且其接通能力仅取决于实时系统容量，所以协调器将对在相同时间点发出

请求的任何TCL进行相同的处理。因此，PEM方法固有地维护隐私，同时仍然对其消费者公

平。PEM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系统与正在被协调的TCL的类型或混合无关。也就是说，电热水器

和空调可以在相同系统中管理。当设备情况脱离死区时，通过设备能够暂时“选择退出”

PEM，从而保证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质量。

[0059] 3)PEM的随机请求率

[0060] 在PEM的离散时间实施方式中，自动机状态i中的具有局部温度Tn[k]的TCL  n在时

间步长k(时间间隔为△t)期间请求接入电网的概率是根据累积指数分布函数定义的：

[0061]

[0062] 其中，速率参数 取决于局部温度和概率自动机的机器状态i。这种

相关性是通过考虑以下边界条件建立的：

[0063] 1.Pi(TCL  n在k时请求接入)

[0064] 2.Pi(TCL  n在k时请求接入)

[0065] 这导致PEM速率参数的以下自然设计：

[0066]

[0067] 其中Mi>0[1/秒]是一个设计参数，它取决于TCL的自动机状态i并描述平均请求时

间。注意，(2)是说明性的，也可以使用其他函数(例如，线性的)。

[0068] 如 果 的 对 称 定 义 ： 和 则

的TCL  n的平均请求时间精确地由1/Mi(单位为秒)来描述，这是有限状态机设

计的一个有用参数。图4说明了三态自动机的TCL随机请求率，其中P1(Tn[k])>P2(Tn[k])>P3

(Tn[k])分别由蓝色、红色和绿色粗线定义。此外，概率PiTn[k]相对于Tn[k]是可微的。

[0069] 4)保证PEM下的最低服务质量

[0070] 由于PEM下TCL的随机性质，扰动(例如热水抽取率大)完全有可能使Tn[k]低于

因此，为了最大化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即，避免冷水淋浴)，在本公开的一些实施例

中，PEM下的TCL可以暂时退出(即，选择退出)PEM，并在传统的TCL控制下操作(例如，接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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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接通)。这在图2(左侧)的事件tc和图2(右侧)的开/关自动机状态中进行了说明。也就

是说，一旦PEM下的TCL超过温度界限，当PEM控制逻辑恢复时(即，TCL选择回到PEM)，传统的

控制逻辑暂时用于使局部温度在PEM“恢复界限”内

恢复界限有助于避免在最小/最大界限处过度退出/重新进入循环。虽然冷水淋浴是不可取

的，但是过热的热水器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并且会损坏热水器。因此，PEM下的TCL

可以被配置为如果 则决不致动。

[0071] B.协调TCL与PEM：虚拟发电厂(VPP)

[0072] 如图3的示例性实施例所示，消费者拥有的网关(例如，家庭Wi-Fi)可以实现分组

化的负载和基于云的DER协调器(虚拟发电厂(VPP))之间的双向通信。VPP接收来自上游电

网运营商的平衡命令，并协调灵活的能量资源以跟踪平衡命令。在所提出的PEM方案中，VPP

根据在实际总输出y(t)和参考信号r(t):e(t):＝r(t)-y(t)之间的实时输出误差，通过用

“是”或“否”通知以响应下游负载访问请求(即，ping)来跟踪平衡信号。这在图5中示出。如

果e(t)>0，则“是”；否则为“否”。因此，VPP通过以下输入和输出来总结：

[0073] 输入：平衡参考信号；

[0074] 输出：是/否访问通知；控制时期长度。

[0075] C.为PEM提供电网级服务

[0076] 传输(例如，ISO新英格兰)或分配公用事业系统运营商(例如，图3中的DSO控制室)

能够测量或估计电网的状态，诸如电压、频率、和功率流。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较高的情况

下，电网运营商将发现平衡需求和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且因此，寻求利用客户家中和工

业/商业设施中灵活的分组化的DER。这是通过以接近实时的方式向电网中的VPP发送单独

的平衡请求(类似于今天每4-5秒发送一次的自动发电机控制信号)来实现的。因此，电网运

营商通过以下输入和输出总结：

[0077] 输入：电网状态和净负载预测；

[0078] 输出：平衡请求信号；

[0079] 总之，通过经由从电网运营商接收电网或基于市场的平衡信号的VPP来管理对分

组化的负载的匿名的、公平、和异步ping，PEM代表了一种已经在本文中适用于TCL的自下而

上的分布式控制方案。

[0080] 对双向资源的控制

[0081] 在本公开的另一方面，使用两个不同的概率自动机来实现对DESS的双向控制。像

DESS这样的双向资源提高了(通过放电)使VPP下降的能力。TCL的可控程度不同，因为它们

只能被控制下降(即，通过拒绝)：

[0082] ·VPP拒绝TCL分组请求→不上升，但不能在没有响应延迟的情况下控制下降速

率。

[0083] ·VPP接受TCL分组请求→上升，并且可以通过对每个请求说“是”来控制上升速率

(假设有足够的请求进入)，从而控制上升速率和接受速率。

[0084] ·VPP接受DESS放电请求→下降，并可以控制斜坡下降的速率和接受放电请求的

速率

[0085] ·VPP接受DESS充电请求→上升，并可以控制上升速率和接受充电请求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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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因此，能量存储提高了VPP的下降能力。因此，PEM实际上随着更多的异质负载而改

进——在多种负载下蓬勃发展。在下面的示例性实施例中，考虑了蓄电池存储，然而，本公

开的范围不限于蓄电池存储。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使用其他存储类型，诸如，例如机械存储

(如，气动和液压泵存储)、电化学存储过程(例如，电解/燃料电池操作)等、以及不同存储类

型的组合。类似地，贯穿本公开使用的语言仅出于方便的目的而使用电池存储系统的术语

(例如，“充电状态”)，并且本公开不应该局限于仅使用电池存储系统的实施例。

[0087] 第一自动机确定DESS向电网请求能量分组(即，“充电”)的概率——类似于上面公

开的PEM方法。第二自动机确定DESS请求向电网提供能量分组(即，“放电”)的概率。概率根

据DESS的充电状态(SOC)决定。为了确保保持最小SOC，可以设置充电阈值(C阈值)，低于该阈

值时，第一自动机总是请求能量分组(即，概率被设置为“1”)。同样，为了允许多余的DESS能

量被卖回电网，可能有放电阈值(D阈值)，高于这个阈值，第二自动机的概率被设置为“1”。在

两个阈值之间，DESS可以在每个时期请求充电、放电、或待机(即，没有请求)。第一自动机和

第二自动机独立运行，因此如果在同一时期同时需要充电请求和放电请求，则DESS将待机

(即，两个请求都不发送)。

[0088] 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点10是DESS(例如，管理DESS)，并且节点条件(T)可以是DESS

的充电状态。请求概率是充电请求概率(即，节点将在通信时期请求充电的概率)。节点10还

可以被配置为确定关于该时期的放电请求概率。当节点条件(充电状态)增加到放电阈值

(D阈值)时，放电请求概率可以接近1。当节点条件降低到充电阈值(C阈值)时，充电请求概率可

以接近1。充电阈值小于放电阈值(C阈值<D阈值)。节点10还可以被配置为基于充电请求概率和

充电状态条件(节点条件)来创建充电请求。节点10还可以被配置为基于放电请求概率和充

电状态条件来创建放电请求。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充电请求概率和放电请求概率使得充电

请求和放电请求都将被发送时，节点可以被配置为既不发送充电请求也不发送放电请求。

换句话说，该节点被配置成使得如果充电请求概率和放电请求概率以其他方式导致两者都

将被创建，则既不创建充电请求也不创建放电请求。

[0089] 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点10是DESS(例如，管理DESS)，并且节点条件是DESS的充电状

态。该节点可以被配置为确定关于该时期的充电请求概率，其中当充电状态降低到充电阈

值C阈值时，充电请求概率接近1，并且当充电状态增加到放电阈值D阈值时，放电请求概率接近

1，其中，C阈值<D阈值。节点还可以被配置为基于充电状态条件以所确定的概率(充电请求概率)

来创建充电请求，并且基于充电状态条件以不同的所确定的概率(放电请求概率)来创建放

电请求。如果充电和放电自动机要么都创建请求，要么都不创建请求，则没有请求被转发给

协调器。如果只有其中一个自动机创建请求，那么该请求(充电或放电)将被转发给协调器。

[0090] 为了说明双向实施例，对1000个DESS在六天的模拟时间框架内进行模拟。在六天

的过程中，系统看到了图8中所示的‘外部’可变负载。请注意，负载在其峰值处超过1.0，这

表明需要来自DESS的能量来满足负载。第1、2、5和6天的负载曲线基于住宅数据。第3天和第

4天的负载曲线被人为设置为低，以说明如何可以使用过量的电源来使DESS达到满SOC。假

设基本外部电源恒定在1.0负载的60％(见图9)。

[0091] 1000个DESS代理与被配置以确保至少保持0.4个SOC(见图10)的控制自动机一起

使用。这是终端用户定义的、与他们期望的服务质量相关的参数。请注意，该阈值可以任意

设置，且不需要在所有代理之间都相同。在模拟开始时，1000个DESS的SOC被随机分配(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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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92] 在每个时期，DESS代理充电(深灰色)、放电(中灰色)或保持(浅灰色)如图12中所

示。买入/卖出/持有的总数如图13中所示，且它们的总和等于代理商的数量(1000)。

[0093] 图9中的变化线显示了每个时期从DESS到系统的净供电。这与外部负载并不完全

匹配，因为在低SOC下对DESS(即代理)充电时会有额外的负载。

[0094] 负载中更多的动态性(图8)导致DESS代理的SOC中更多的动态性和差异(图10和

11)。

[0095] 自动机的运行如图6和图7中所示。如果代理的SOC低于最小值(C阈值；在本示例中是

0.4)，则代理将以请求概率1来充电，而不会请求放电。如果代理的SOC高于0.4最小值，则它

将请求概率1来充电——SOC和以SOC的概率(独立地)放电。如果两个动作都为“真”，则代理

将“保持”(即，待机——不发出请求)。在本示例中，放电阈值设置为SOC＝1.0，有效禁用了

该功能。

[0096] 示例性案例研究：VPP在同构和异构负载下运行。

[0097] 这个示例展示了在PEM下，单独的VPP是如何运行多样化的异构DER群体的。具体而

言，以下案例研究说明了1500个异构的分组化的TCL(1000)、PEV(250)、和ESS(250)设备如

何在单个VPP下进行协调，并同时跟踪基准信号(总体)和满足(本地)QoS约束。

[0098] 每种负载类型的不可控背景需求描述了对局部动态状态的随机扰动。

[0099] ·TCL：对于1000个家用电热水器来说，不可控的需求代表了家庭中热水的使用，

诸如淋浴和运行洗衣机或洗碗机。对于这个数值示例，模型是基于文献中发现的电热水器

能量使用模式的统计数据开发的。

[0100] ·PEV：在250个插入式电动汽车电池的案例的背景需求代表了电池放电的驱动模

式。PEV出行模式是从新英格兰的出行调查数据中随机抽取的，它提供了居民到达和离开时

间的以及行驶里程的随机模型。从假设的150英里的电驱动范围和6.7英里/千瓦时的电驱

动效率来看，在到家(充电)时计算SOC的总量降低。

[0101] ·ESS：250节家用电池基于代表大型电池制造商的典型的大电池制造商住宅储能

单元的规格，每节电池容量为13.5千瓦时，充电和放电效率约为95％(往返为92％)，且最大

(连续)额定功率为5.0千瓦时。假设电池所有者基于高斯随机游走随机充电或放电，在任一

方向上的最小功耗为1.5千瓦。这可能代表住宅太阳能PV生产过剩或不足，或代表短期孤岛

状况。

[0102] 然后将N＝1500个不同的DER设备分组，并且在8小时内(16：00到24：00)，VPP将与

负载交互，且从18：40到24：00，VPP跟踪代表来自ISO的平衡信号的均值回复随机信号。如前

所述，通过基于基准和聚合VPP功率输出之间的实时误差，拒绝或接受分组请求来实现跟

踪。对于δ＝5分钟的分组时段，跟踪误差小于5％。图14示出了VPP的跟踪性能，并且QOS要求

也得到满足。

[0103] 考虑两个VPP：一个包括1000个TCL、250个PEV、和250个ESS电池(即，不同的VPP)，

而另一个包含1500个TCL(即，仅有TCL的VPP)。图15示出了这两个VPP如何跟踪包括阶跃、周

期、和斜坡变化的信号。很明显，不同的VPP比仅有TCL的VPP表现更好。事实上，不同的VPP的

均方根跟踪误差比仅有TCL的VPP小四倍(54kW对比220kW)。此外，请注意，这种性能提升不

会牺牲QoS，因为两个VPP中的TCL与温度设定点的平均绝对偏差几乎相同：2.4℃对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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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的标准偏差)。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资源组的值，图16A和图16B提供了相应的VPP

中每个设备的开/关状态。对VPP的仔细比较表明，由于许多TCL选择退出(即转换到退出

(exit-on))，如图16A和图16B中用于仅有TCL的VPP的非常长的连续接通周期所指示，仅有

TCL的VPP无法跟踪基准信号的较低部分。也就是说，分布式能量资源的多样性不仅提高了

跟踪能力，还提高了交付给最终消费者的服务质量。

[0104] 尽管已经针对一个或更多个特定实施例描述了本公开，但是应当理解，在不脱离

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本公开的其他实施例。因此，本公开被认为仅受所

附权利要求及其合理解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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