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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

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包括如下过程：实时

读取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计算电池储能协

同火电厂参与实时深度调峰功率；计算电池储能

系统持续放电时间；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计

算电池储能系统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实时响

应功率。本发明实现电池储能电站辅助火电厂参

与电网实时深度调峰交易，提高火电厂运行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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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过

程：

步骤1：实时读取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所述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包括：火电

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

步骤2：基于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火电厂有偿调峰

基准，计算电池储能协同火电厂参与实时深度调峰功率；

步骤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

步骤4：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

步骤5：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实时响应功率；

所述步骤3的具体过程为：

步骤3.1：依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形成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信号时间

序列；

步骤3.2：修正该序列，如果该序列起始值为1，去掉起始值为1的连续1；

步骤3.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时段序列，依据修正后的调峰响应信号时间序列

计算调峰响应时段序列，具体计算方法为，依次统计连续0、连续1的个数，记该序列为t(n)；

步骤3.4：计算该序列元素个数N；

步骤3.5：考虑电池储能系统充放电转换效率，校正该序列，形成t'(n)，校正方法为：

N为奇数时，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ch

N为偶数时，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dis

其中，ηch为储能系统充电效率；ηdis为储能系统放电效率；

步骤3.6：依据t'(n)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3.6.1：设定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Tmax初值，Tmax＝t(1)、i＝2

步骤3.6.2：判断i是否满足小于等于N，满足转步骤3.6.3，否则结束；

步骤3.6.3：判断|t(i)|是否满足小于Tmax；满足转步骤3.6.4，否则转步骤3.6.5；

步骤3.6.4：Tmax＝Tmax-|t(i)|+t(i+1)，然后转步骤3.6.5；

步骤3.6.5：i＝i+2，然后返回步骤3.6.2；

按下式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

所述步骤5的具体过程为：

步骤5.1：设定初始时刻t＝0、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E0；

步骤5.2：判断t是否满足小于或等于24*60/M，满足转步骤5.3，否则结束；

步骤5.3：判断是否有调峰指令，有调峰指令转步骤5.4；无调峰指令转步骤5.5；

步骤5.4：计算E1(t)＝(pjh(t)-pd1)Δt、E2(t)＝(pjh(t)-pd2)Δt，然后转步骤5.6；

步骤5.5：判断Ee(t)>PEΔt是否成立，成立转步骤5.9，否则转步骤5.10；

步骤5.6：判断E-Ee(t)是否满足小于E1(t)，满足时转步骤5.11，否则转步骤5.7；

步骤5.7：判断是否满足E1(t)<E-Ee(t)<E2(t)，满足时转步骤5.12，否则转步骤5.8；

步骤5.8：pe(t)＝-PE，然后转步骤5.13；

步骤5.9：储能放电pe(t)＝PE，然后转步骤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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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10：储能放电， 然后转步骤5.14；

步骤5.11：储能不调峰pe(t)＝0；

步骤5.12：储能调峰， 然后转步骤5.13；

步骤5.13：计算Ee(t+1)＝Ee(t)-pe(t)Δtηch，然后转步骤5.15；

步骤5.14：计算Ee(t+1)＝Ee(t)-pe(t)Δt/ηdis，然后转步骤5.15；

步骤5.15：t＝t+1，然后返回步骤5.2；

其中，E0为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为时刻0储能系统容量；E1(t)为第一档调峰电量；E2

(t)为第二档调峰电量；pd1为第一档功率；pd2为第二档功率；Ee(t)为t时刻储能系统容量状

态；pe(t)为t时刻储能系统充放电功率；Ee(t+1)为t+1时刻储能系统容量状态；ηch为储能系

统充电效率；ηdis为储能系统放电效率；Δt为调峰单位统计周期；pjh(t)表示在t时刻火电机

组计划出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的计算过程为：

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电池储能系统响应调峰，储能系统状态计为0；

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0时，储能系统状态计为1；

步骤2.1：当t时刻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依据该时刻火电厂计划出

力，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

pe(t)＝-pjh(t)

其中，pe(t)为t时刻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pjh(t)表示在t时刻火电机组计划出力；

步骤2.2：依据典型日内火电厂出力数据及调峰指令信号，以M分钟为一个周期进行统

计，形成典型日内储能出力：

pe(t)＝-pjh(t)t＝0，1，…，24*60/M

步骤2.3：计算典型日内电池储能系统功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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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储能系统，具体涉及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

时响应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持续增长，源网荷矛盾日益突出，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6

年，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等地风电的利用小时数均明显低于平均利用小时数，弃风率高

达43％，尤其是冬季供热期，三北地区火电机组以热电联产机组为主，为满足热负荷需求，

火电机组调峰能力有限。为保障东北地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缓解热、电之间的

矛盾，提高风电消纳能力，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印发了《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行规则

(试行)》，文件中鼓励供热电厂投资建设储能设施，同等条件下优先调用其调峰资源，并对

火电厂参与调峰按照不同档位及有偿调峰电量进行补偿。因此，目前急需有关电池储能系

统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容量及其实时响应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

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包括如下过程：

[0005] 步骤1：实时读取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所述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包括：

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

[0006] 步骤2：基于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火电厂有偿

调峰基准，计算电池储能协同火电厂参与实时深度调峰功率；

[0007] 步骤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

[0008] 步骤4：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

[0009] 步骤5：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实时响应功率。

[0010] 所述步骤3的具体过程为：

[0011] 步骤3.1：依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形成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信号

时间序列；

[0012] 步骤3.2：修正该序列，如果该序列起始值为1，去掉起始值为1的连续1；

[0013] 步骤3.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时段序列，依据修正后的调峰响应信号时间

序列计算调峰响应时段序列，具体计算方法为，依次统计连续0、连续1的个数，记该序列为t

(n)；

[0014] 步骤3.4：计算该序列元素个数N；

[0015] 步骤3.5：考虑电池储能系统充放电转换效率，校正该序列，形成t'(n)，校正方法

为：

[0016] N为奇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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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ch

[0018] N为偶数时，

[0019]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dis；

[0020] 其中，ηch为储能系统充电效率；ηdis为储能系统放电效率；

[0021] 步骤3.6：依据t'(n)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计算步骤如下：

[0022] 步骤3.6.1：设定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Tmax初值，Tmax＝t(1)、i＝2

[0023] 步骤3.6.2：判断i是否满足小于等于N，满足转步骤3.6.3，否则结束；

[0024] 步骤3.6.3：判断|t(i)|是否满足小于Tmax；满足转步骤3.6.4，否则转步骤3.6.5；

[0025] 步骤3.6.4：Tmax＝Tmax-|t(i)|+t(i+1)，然后转步骤3.6.5；

[0026] 步骤3.6.5：i＝i+2，然后返回步骤3.6.2。

[0027] 按下式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

[0028] 所述步骤4中电池储能系统容量E＝PemaxTmax。

[0029] 所述步骤5的具体过程为：

[0030] 步骤5.1：设定初始时刻t＝0、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E0；

[0031] 步骤5.2：判断t是否满足小于或等于24*60/M，满足转步骤5.3，否则结束；

[0032] 步骤5.3：判断是否有调峰指令，有调峰指令转步骤5.4；无调峰指令转步骤5.5；

[0033] 步骤5.4：计算E1(t)＝(pjh(t)-pd1)Δt、E2(t)＝(pjh(t)-pd2)Δt，然后转步骤5.6；

[0034] 步骤5.5：判断Ee(t)>PEΔt是否成立，成立转步骤5.9，否则转步骤5.10；

[0035] 判断E-Ee(t)是否满足小于E1(t)，满足时，转步骤5.10，否则转步骤5.6；

[0036] 步骤5.6：判断E-Ee(t)是否满足小于E1(t)，满足时转步骤5.11，否则转步骤5.7；

[0037] 步骤5.7：判断是否满足E1(t)<E-Ee(t)<E2(t)，满足时转步骤5.12，否则转步骤

5.8；

[0038] 步骤5.8：pe(t)＝-PE，然后转步骤5.13；

[0039] 步骤5.9：储能放电pe(t)＝PE，然后转步骤5.14；

[0040] 步骤5.10：储能放电， 然后转步骤5.14；

[0041] 步骤5.11：储能不调峰pe(t)＝0；

[0042] 步骤5.12：储能调峰， 然后转步骤5.13；

[0043] 步骤5.13：计算Ee(t+1)＝Ee(t)-pe(t)Δtηch，然后转步骤5.15；

[0044] 步骤5.14：计算Ee(t+1)＝Ee(t)-pe(t)Δt/ηdis，然后转步骤5.15；

[0045] 步骤5.15：t＝t+1，然后返回步骤5.2；

[0046] 其中，E0为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为时刻0储能系统容量；E1(t)为第一档调峰电

量；E2(t)为第二档调峰电量；pd1为第一档功率；pd2为第二档功率；Ee(t)为t时刻储能系统容

量状态；pe(t)为t时刻储能系统充放电功率；Ee(t+1)为t+1时刻储能系统容量状态；ηch为储

能系统充电效率；ηdis为储能系统放电效率；Δt为调峰单位统计周期。

[004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2的计算过程为：

[0048] 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电池储能系统响应调峰，储能系统状态计

为0；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0时，储能系统状态计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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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步骤2.1：当t时刻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依据该时刻火电厂计划

出力，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

[0050] pe(t)＝-pjh(t)

[0051] 其中，pe(t)为t时刻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pjh(t)表示在t时刻火电机组计划出

力；

[0052] 步骤2.2：依据典型日内火电厂出力数据及调峰指令信号，以M分钟为一个周期进

行统计，形成典型日内储能出力：

[0053] pe(t)＝-pjh(t)  t＝0，1，…，14*60/M

[0054] 步骤2.3：计算典型日内电池储能系统功率需求

[005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根据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

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火电厂有偿调峰基准等信息，实现电池储能电站辅助火电

厂参与电网实时深度调峰交易，提高火电厂运行效益。

附图说明:

[0056] 图1为实施例中实时响应方法的流程图。

[0057] 图2为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计算方法的流程图。

[0058] 图3为实施例中电池储能系统参与深度调峰的实时响应功率计算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的内容做进一步的

说明。

[0060] 本实施例中，电池储能系统采用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由于

深度放电及高频浅充浅放等运行工况下，不会对电池容量或寿命造成显著影响，并且适用

寿命长，满足协同火电厂参与电网深度调峰的技术需求。

[0061] 如图1所示，电池储能系统实时响应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2] 步骤1：实时读取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所述电力调度机构的实时数据包括：

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

[0063] 步骤2：基于火电厂计划出力数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火电厂有偿

调峰基准，计算电池储能协同火电厂参与实时深度调峰功率；具体过程为：

[0064] 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电池储能系统响应调峰，储能系统状态计

为0；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0时，储能系统状态计为1；

[0065] 步骤2.1：当t时刻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为1时，依据该时刻火电厂计划

出力，结合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关于《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中有关电

厂投资建设储能参与调峰，抵减电厂出力的相关规定，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

[0066] pe(t)＝-pjh(t)

[0067] 其中，pe(t)为t时刻电池储能系统充电功率；pjh(t)表示在t时刻火电机组计划出

力；

[0068] 步骤2.2：依据典型日内火电厂出力数据及调峰指令信号，结合国家能源局东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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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关于《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中对调峰辅助服务单位统计周期的规

定，以15分钟为一个周期进行统计，形成典型日内储能出力：

[0069] pe(t)＝-pjh(t)t＝0,1,…,96

[0070] 步骤2.3：计算典型日内电池储能系统功率需求

[0071] 步骤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具体过程为：

[0072] 步骤3.1：依据电力调度机构实时调峰指令信号，形成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信号

时间序列；

[0073] 步骤3 .2：修正该序列，如果该序列起始值为1，去掉起始值为1的连续1；以

11100111000...为例，修正后的液流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信号时间序列为00111000...；

[0074] 步骤3.3：计算电池储能系统调峰响应时段序列，依据修正后的调峰响应信号时间

序列计算调峰响应时段序列，具体计算方法为，依次统计连续0、连续1的个数，步骤3.2中的

例子调峰响应时段序列为233...，记该序列为t(n)；

[0075] 步骤3.4：计算该序列元素个数N；

[0076] 步骤3.5：考虑电池储能系统充放电转换效率，校正该序列，形成t'(n)，校正方法

为：

[0077] N为奇数时，

[0078]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ch

[0079] N为偶数时，

[0080] t'(n)＝t(1)ηch,t(2)/ηdis,t(3)ηch,…,t(2i-1)ηch,t(2i)/ηdis,…t(N)/ηdis

[0081] 步骤3.6：依据t'(n)计算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计算步骤如下：

[0082] 步骤3.6.1：设定电池储能系统持续放电时间Tmax初值，Tmax＝t(1)、i＝2

[0083] 步骤3.6.2：判断i是否满足小于等于N，满足转步骤3.6.3，否则结束；

[0084] 步骤3.6.3：判断|t(i)|是否满足小于Tmax；满足转步骤3.6.4，否则转步骤3.6.5；

[0085] 步骤3.6.4：Tmax＝Tmax-|t(i)|+t(i+1)，然后转步骤3.6.5；

[0086] 步骤3.6.5：i＝i+2，然后返回步骤3.6.2。

[0087] 步骤4：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容量

[0088] 步骤5：计算电池储能系统协同火电厂深度调峰的实时响应功率；具体过程为：

[0089] 步骤5.1：设定初始时刻t＝0、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E0；

[0090] 步骤5.2：判断t是否满足小于或等于96，满足转步骤5.3，否则结束；

[0091] 步骤5.3：判断是否有调峰指令，有调峰指令转步骤5.4；无调峰指令转步骤5.5；

[0092] 步骤5.4：计算E1(t)＝(pjh(t)-pd1)Δt、E2(t)＝(pjh(t)-pd2)Δt，然后转步骤5.6；

[0093] 步骤5.5：判断Ee(t)>PEΔt是否成立，成立转步骤5.9，否则转步骤5.10；

[0094] 判断E-Ee(t)是否满足小于E1(t)，满足时，转步骤5.10，否则转步骤5.6；

[0095] 步骤5.6：判断E-Ee(t)是否满足小于E1(t)，满足时转步骤5.11，否则转步骤5.7；

[0096] 步骤5.7：判断是否满足E1(t)<E-Ee(t)<E2(t)，满足时转步骤5.12，否则转步骤

5.8；

[0097] 步骤5.8：pe(t)＝-PE，然后转步骤5.13；

[0098] 步骤5.9：储能放电pe(t)＝PE，然后转步骤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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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步骤5.10：储能放电， 然后转步骤5.14；

[0100] 步骤5.11：储能不调峰pe(t)＝0；

[0101] 步骤5.12：储能调峰， 然后转步骤5.13；

[0102] 步骤5.13：计算Ee(t+1)＝Ee(t)-pe(t)Δtηch，然后转步骤5.15；

[0103] 步骤5.14：计算Ee(t+1)＝Ee(t)-pe(t)Δt/ηdis，然后转步骤5.15；

[0104] 步骤5.15：t＝t+1，然后返回步骤5.2；

[0105] 其中，E0为储能系统初始容量；Ee(0)为时刻0储能系统容量；根据国家能源局东北

监管局关于《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中对实施深度调峰交易报价方式和

价格机制的规定，发电企业采用阶梯式两档浮动报价，E1(t)为第一档调峰电量；E2(t)为第

二档调峰电量；pd1为第一档功率；pd2为第二档功率；Ee(t)为t时刻储能系统容量状态；pe(t)

为t时刻储能系统充放电功率；Ee(t+1)为t+1时刻储能系统容量状态；ηch为储能系统充电效

率；ηdis为储能系统放电效率；Δt为调峰单位统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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