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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

方法，属于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技术领域。本发

明的目的是通过时设计一个蓄热式电锅炉融合

储能系统的模型来实现对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

能系统的最优控制的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

统优化控制方法。本发明的步骤是：建立蓄热式

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的数学模型、获取

风电场的风功率预测信息，进而获得弃风功率预

测信息、利用步骤1得到的数学模型以及步骤2得

到的弃风功率；考虑步骤1提到的约束条件，利用

粒子群算法对混合系统进行优化求解。本发明可

集成在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混合系统控制中

心的系统中，实现对整个系统的优化控制，兼顾

消纳弃风最大化及电极锅炉调节次数调节最小

化，实现混合系统经济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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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的数学模型：

步骤101：建立混合系统消纳弃风电量指标：

Wst为t时段风电场利用蓄热式电锅炉和电化学储能消纳的弃风电量；

步骤102：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调节次数指标：

Tapt为蓄热式电锅炉在t时段的功率档位；

步骤103：根据各目标函数之间量纲的不同，对每一个目标分别构造隶属度函数，将其

转化为对优化结果的满意度，相对应的函数为：

Kmax为以弃风消纳最大为目标时的值；Pmin为以锅炉档位调节次数最小为目标时的值；δ1

为消纳弃风可接受的伸缩值；δ2为锅炉档位调节次数可接受的伸缩值；f(k)为混合系统消

纳弃风总电量；f(p)为蓄热式电锅炉总调节次数；

步骤104：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各指标的评价函数：

μmax＝k1μ(k)+k2μ(p)   (5)

k1、k2为各部分的权重系数，且满足k1+k2＝1；μ(k)为消纳弃风隶属度函数；μ(p)为调节

次数隶属度函数；

步骤105：采用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进行限定约束；

步骤2：获取风电场的风功率预测信息，进而获得弃风功率预测信息；

步骤3：利用步骤1得到的数学模型以及步骤2得到的弃风功率；考虑步骤1提到的约束

条件，利用粒子群算法对混合系统进行优化求解：

步骤301  初始化粒子群，所述的粒子群由多个粒子组成，每个粒子的值在限定范围内

随机产生；

步骤302  将步骤1数学模型的目标函数导入算法，做为算法的目标函数，导入步骤2中

得到的弃风功率预测信息，做为弃风约束限定条件；

步骤303  开始迭代，计算出粒子群中各粒子的综合适应度，不符合约束条件的粒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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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罚函数进行惩罚，取综合适应度最大的粒子与当前最优粒子比较，令综合适应度较大的

粒子为标准最优粒子；

步骤304 根据以下算式对粒子群中各粒子进行迭代更新后，返回步骤303；

k为迭代次数；w为惯性权重因子；r1、r2为0～1之间的随机数；c1、c2为学习因子； 为第

i个粒子在第k次迭代时的速度； 为第i个粒子在第k次迭代时位置；pbest为粒子自身找到

的最优解；gbest为粒子在群体中找到的最优解；

步骤304  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时，迭代结束，得到混合系统两目标满意度最大时的最

优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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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迅速，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首位，但目前风电弃风问题突出，尤

其是电网以火电为主的“三北”地区，电网灵活性差。在冬季供暖期间，北方地区热电机组

“以热定电”运行，机组向下调峰能力不足进一步导致夜间低谷时段大规模的“弃风”。如何

消纳风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力发电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为解决我国的风电消纳问题，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明确提出要尝试推广弃风电力供热，促进电负荷向热负荷的转化。

此外，利用储能技术来辅助消纳弃风电力也得到广泛的关注。

[0003] 现有文献对蓄热式电锅炉提高风电场风电就地消纳的经济性及调度控制技术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利用蓄热式电锅炉技术消纳弃风的应用前景。也有文献提出

了利用储能融合蓄热式电锅炉构成混合系统，以系统的收益最大为目标进行仿真分析，证

明了混合系统的经济可行性。但是，现有文献中没有考虑蓄热式电锅炉跟踪弃风功率变化

的调节能力问题。目前常用的蓄热式电锅炉的电极可以实现功率连续调节，但是其调节速

度和调节次数受电极机械部件的制约。快速、频繁的功率调节将严重损害蓄热式电锅炉的

使用寿命。如何控制储能混合蓄热式电锅炉系统，最大化其消纳风电的同时，减少其机械部

件移动次数进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成为时下研究热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一个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的模型来实现对蓄热

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的最优控制的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步骤是：

[0006] 步骤1、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的数学模型：

[0007] 步骤101：建立混合系统消纳弃风电量指标：

[0008]   （1）

[0009] Wst为t时段风电场利用蓄热式电锅炉和电化学储能消纳的弃风电量；

[0010] 步骤102：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调节次数指标：

[0011]   （2）

[0012] Tapt为蓄热式电锅炉在t时段的功率档位；

[0013] 步骤103：根据各目标函数之间量纲的不同，对每一个目标分别构造隶属度函数，

将其转化为对优化结果的满意度，相对应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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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3）

[0015]   （4）

[0016] 为以弃风消纳最大为目标时的值； 为以锅炉档位调节次数最小为目标

时的值； 为消纳弃风可接受的伸缩值； 为锅炉档位调节次数可接受的伸缩值；

为混合系统消纳弃风总电量； 为蓄热式电锅炉总调节次数；

[0017] 步骤104：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各指标的评价函数：

[0018]   （5）

[0019] k1、k2为各部分的权重系数，且满足 ； 为消纳弃风隶属度函数；

为调节次数隶属度函数；

[0020] 步骤105：采用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对上述各种指标进行

限定约束；

[0021] 步骤2：获取风电场的风功率预测信息，进而获得弃风功率预测信息；

[0022] 步骤3：利用步骤1得到的数学模型以及步骤2得到的弃风功率；考虑步骤1提到的

约束条件，利用粒子群算法对混合系统进行优化求解：

[0023] 步骤301  初始化粒子群，所述的粒子群由多个粒子组成，每个粒子的值在限定范

围内随机产生；

[0024] 步骤302  将步骤1数学模型的目标函数导入算法，做为算法的目标函数，导入步骤

2中得到的弃风功率预测信息，做为弃风约束限定条件；

[0025] 步骤303  开始迭代，计算出粒子群中各粒子的综合适应度，不符合约束条件的粒

子依照罚函数进行惩罚，取综合适应度最大的粒子与当前最优粒子比较，令综合适应度较

大的粒子为标准最优粒子；

[0026] 步骤304根据以下算式对粒子群中各粒子进行迭代更新后，返回步骤303；

[0027]   （15）

[0028]   （16）

[0029] k为迭代次数；w为惯性权重因子； 、 为0~1之间的随机数； 、 为学习因子

（加速因子）； 为第 个粒子在第k次迭代时的速度； 为第 个粒子在第k次迭代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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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为粒子自身找到的最优解； 为粒子在群体中找到的最优解；

[0030] 步骤304  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时，迭代结束，得到混合系统两目标满意度最大时

的最优控制方式。

[0031] 本发明以风电消纳最大和电极锅炉调节次数最小为目标函数，考虑弃风约束、功

率平衡约束、设备状态约束、供热合约约束以及锅炉功率约束，实现了对蓄热式电锅炉融合

储能系统的最优控制。可集成在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混合系统控制中心的系统中，实现

对整个系统的优化控制，兼顾消纳弃风最大化及电极锅炉调节次数调节最小化，实现混合

系统经济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0033] 图2是本例采用的弃风功率曲线；

[0034] 图3是两目标相应的隶属度函数；

[0035] 图4是优化后蓄热式电锅炉运行功率档位；

[0036] 图5是蓄热罐各时段储热量；

[0037] 图6是储能电池各时段运行功率；

[0038] 图7是储能电池各时段储电量；

[0039] 图8是本方法提出的控制方法消纳弃风示意。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本发明的步骤是：

[0041] 步骤1、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控制的数学模型：

[0042] 步骤101：建立混合系统消纳弃风电量指标：

[0043]   （1）

[0044] Wst为t时段风电场利用蓄热式电锅炉和电化学储能消纳的弃风电量。

[0045] 步骤102：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调节次数指标：

[0046]   （2）

[0047] Tapt为蓄热式电锅炉在t时段的功率档位。下面实例将30MW电极锅炉按照每5MW一

个功率档位分成从0到30MW的7个档位。

[0048] 步骤103：根据各目标函数之间量纲的不同，对每一个目标分别构造隶属度函数，

将其转化为对优化结果的满意度，旨在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以使得综合满意度达

到最大。相对应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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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

[0050]   （4）

[0051] 为以弃风消纳最大为目标时的值； 为以锅炉档位调节次数最小为目标

时的值； 为消纳弃风可接受的伸缩值； 为锅炉档位调节次数可接受的伸缩值；

为混合系统消纳弃风总电量； 为蓄热式电锅炉总调节次数。如图3所示。

[0052] 步骤104：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各指标的评价函数：

[0053]   （5）

[0054] k1、k2为各部分的权重系数，且满足 ； 为消纳弃风隶属度函数；

为调节次数隶属度函数。

[0055] 步骤105：采用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对上述各种指标进行

限定约束。具体包括弃风约束、功率平衡约束、设备状态约束、锅炉功率约束及供热合约约

束。

[0056] 所述的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为：

[0057] 建立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系统优化的约束条件，具体包括弃风约束、功率平衡

约束、设备状态约束、锅炉功率约束及供热合约约束。

[0058] 其中，弃风约束条件为：

[0059]   （6）

[0060] 其中Wqft为t时段弃风电量，Wst为系统消纳弃风电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0061]   （7）

[0062] Wgt为t时段中用来加热电锅炉直接向管网供热的电量；Wqit为t时段用来加热电锅

炉为蓄热罐储热的电量；Wcit为t时段电化学储能充电的电量。

[0063] 功率平衡约束为：

[0064]   （8）

[0065]   （9）

[0066] Qct为t时段蓄热罐的储热量；Qqit为t时段锅炉向蓄热罐存入的热量；Qqot为t时段蓄

热罐释放的热量；Wct为t时段电化学储能的电量；Wcit为t时段电化学储能充电电量；Wcot为t

时段电化学储能放电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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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储能及储热设备状态约束为：

[0068]   （10）

[0069]   （11）

[0070] Qmax为蓄热罐最大储热量，Qmin为蓄热罐最小储热量；SOCmin、SOCmax分别表示荷电状

态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一般取“0.2”，“0.8”。下面的实例中Qmax为300GJ，Qmin为0。

[0071] 供热合约约束为：

[0072]   （12）

[0073] t时刻向供热公司提供的热量Qxt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0074]   （13）

[0075] Qx .min为供热合约最低供热量； 为电热转换系数系数，单位为  GJ/MWh；  Wco
t为t

时段电化学储能放电的电量。下面的实例中 取3.597。

[0076] 电锅炉功率约束为：

[0077]   （14）

[0078] Ph
t为t时段电锅炉运行功率，应小于电锅炉的最大功率Phmax。下面的实例中Ph

t取

30MW。

[0079] 步骤2：获取风电场的风功率预测信息，进而获得弃风功率预测信息；风电场集群

控制系统通过风功率预测系统得到风电场集群内各风电场15分钟级有功出力信息，考虑负

荷需求及调度安排得到全天96点的弃风预测信息。

[0080] 本例在风厂供热中期内随机选取一天弃风电量代替弃风预测电量进行仿真分析，

如图2所示。

[0081] 步骤3：利用步骤1得到的数学模型以及步骤2得到的弃风功率；考虑步骤1提到的

约束条件，利用粒子群算法对混合系统进行优化求解。

[0082] 对系统以风电消纳最大，锅炉调节次数最小为目标进行单目标优化，得到在单目

标情况下混合系统运行边界条件，确定 、 、 、 、的值，进而确定蓄热式电锅

炉融合储能系统各指标的评价函数本例分别取“506.25、2、303.155、43”。

[0083] 步骤301  初始化粒子群，所述的粒子群由多个粒子组成，每个粒子的值在限定范

围内随机产生。

[0084] 步骤302  将步骤1数学模型的目标函数导入算法，做为算法的目标函数，步骤1中

考虑的约束条件以罚函数的形式写入算法，当迭代过程中粒子不符合约束条件时，由罚函

数进行惩罚；导入步骤2中得到的弃风功率预测信息，做为弃风约束限定条件。

[0085] 步骤303  开始迭代，计算出粒子群中各粒子的综合适应度，不符合约束条件的粒

子依照罚函数进行惩罚，取综合适应度最大的粒子与当前最优粒子比较，令综合适应度较

大的粒子为标准最优粒子。

[0086] 步骤304根据以下算式对粒子群中各粒子进行迭代更新后，返回步骤303；

[008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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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16）

[0089] k为迭代次数；w为惯性权重因子； 、 为0~1之间的随机数； 、 为学习因子

（加速因子），下面实例取2； 为第 个粒子在第k次迭代时的速度； 为第 个粒子在第k

次迭代时位置； 为粒子自身找到的最优解； 为粒子在群体中找到的最优解。

[0090] 步骤304  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时，迭代结束，得到混合系统两目标满意度最大时

的最优控制方式。各个设备个时段功率及状态如图4-7所示。图8为混合系统消纳风电示意

图，图中阴影部分为系统消纳弃风电量。

[0091] 图4-图5分别为电锅炉的功率档位及蓄热罐的热量。电锅炉按照设定的7个档位跟

踪风电运行，全天共调节电极26次，与锅炉实时跟踪风电，实时调节电极位置方式相比，大

大降低调节次数，有效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锅炉产生的热量一部分直接供热，另一部分

存入蓄热罐内。本例设定单位时间热负荷不能低于60GJ折算为电功率为16.68MWh。当锅炉

功率不足以满足最低热负荷如图8中“31-41、43-56”等时段，蓄热罐释放热量，此时蓄热罐

内储热量下降；当锅炉功率能够满足热负荷如“1-10、56-65”等时段，蓄热罐储热，罐内储热

量升高。

[0092] 图6-图7分别为储能电池运行功率及储能电池储电量。当锅炉运行功率高于弃风

功率如“1、14、20”等时段储能电池功率小于0，在满足SOC前提下电池放电补充电量的不足，

储电量下降；当弃风功率大于锅炉运行功率时如“4、6、10、21”等时段，储能功率大于0，满足

SOC前提下电池充电，储电量上升。

[0093] 图8给出了采用本文提出的蓄热式电锅炉融合储能的协调优化控制方法跟踪弃风

消纳风电的情况。接入混合系统后，阴影部分为混合系统消纳弃风共465.78MWh，风电消纳

能力与蓄热式电锅炉传统控制方式（22:00-05:00运行，其余时间关停由蓄热罐放热供热）

相比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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