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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及多

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构建了设施农业温室结

构，建立了温室结构内各个供电装置和各个供热

装置的功耗模型，以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

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构建考虑光伏出力特性、

分时电价及设施农业生产用能和储能特性的协

调优化模型。算例结果表明，相变蓄热储能装置

和蓄水储能装置实现了多余光伏最大化就地消

纳，减少了光伏外送对配电网稳定性的影响，证

明了该调度控制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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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的顶部安装有太阳能光伏板，所述温室的

三个侧面为砖混保温墙，所述温室的其它面为阳光板；

所述温室内部配置LED补光灯、等离子固氮装置、空间电场、物理杀虫灯、空气源热泵、

蓄水储能装置和相变蓄热储能装置。

2.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农业温室的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建立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

基于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约束条件，采用粒子群算法对所述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进行

求解，对光伏板发电功率、蓄水储能装置的电功率、空气源热泵的热功率和相变蓄热储能装

置的热功率进行优化控制，使得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

成本函数为：

式中，ebuy(t)为在时段t从配电网购电的价格，Pgrid(t)为从配电网购电的功率，Ci(t)为

第i个装置的单位电功率维护费用，Pi(t)为第i个装置的电功率，其中，Pi(t)为光伏和蓄水

储能装置，n为光伏和蓄水储能装置的总数量，Cr(t)为第r个装置的单位热功率维护费用，Qr

(t)为第r个装置的热功率，其中，Qr(t)为空气热源泵和相变蓄蓄热储能装置，m为空气热源

泵和相变蓄蓄热储能装置的总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储能装置在运行过程中

的电功率计算公式为：

Ppumpe(t)＝Ppumpηpumpsit；

式中，Ppumpe(t)为直流电机在时段t输出的机械功率，Ppump为蓄水泵的耗电功率，ηpump为

直流电机电功率转化为机械功率的效率；

所述空气热源泵在运行过程中的热功率计算公式为：

QHP(t)＝CHPPEHPsit；

式中，QHP(t)为空气源热泵在t时刻的输出热功率；CHP为空气源热泵制热系数；PEHP为空

气源热泵在t时刻的用电功率；

所述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运行过程中的热功率计算公式为：

E(t)＝E(t-1)(1-δ)+ΔTPeh(t)ηch-ΔTPdis(t)/ηdis；

式中，E(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热能量；δ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自放能系数；

Peh(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充热效率；Pdis(t)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放热

功率；ηch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充热效率系数；ηdis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放热效率系数；ΔT为

单位时段。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约束条件

包括电功率平衡约束条件、热功率平衡约束条件、设施农业温室内供电装置和供热装置约

束条件以及储能装置约束条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功率平衡约束条件为：

Pgrid(t)+PPV(t)＝Pe(t)+PEHP(t)+Ppu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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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PV(t)为光伏发电功率，Pe(t)为设施农业温室内LED补光灯的电功率、等离子固

氮装置的电功率、空间电场的电功率和物理杀虫灯的电功率总和，PEHP(t)为空气源热泵耗

电量，Ppump(t)为蓄水泵耗电量；

所述热功率平衡约束条件为：

QHP(t)+Qhstor(t)＝Qh(t)；

式中，Qhstor(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充热或者放热功率，Qh(t)为设施农业温室热负

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LED补光灯的电功率的计算

公式为：

式中，pLED为单只补光灯的功率，N(t)为特定时间段需要开启补光灯的数量，N(t)与设

施农业当地的气象条件密切相关，T为补光灯总的工作时段数， 为补光灯第i个工作时段

结束运行的时间， 为补光灯第i个工作时段开始运行的时间；

所述等离子固氮装置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PPlasma(t)＝PPlasmasit；

式中，PPlasma为等离子固氮装置的额定功率，sit表示负荷i在时段t的工作情况，工作时

取1，否则取0；

所述空间电场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Pselectric(t)＝Pselectricsit；

式中，Pselectric为空间电场的额定功率；

所述物理杀虫灯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Ppinsecticidal(t)＝Ppinsecticidalsit；

式中，Ppinsecticidal为温室物理杀虫灯的额定运行功率。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施农业温室热负荷Qh(t)的

计算公式为：

Qh(t)＝Q1+Q2+Q3；

Q1＝∑sjaj(tin-tout)；

Q2＝0.5kvn(tin-tout)；

Q3＝∑siai(tin-tout)；

其中，Qdre为设施农业温室的热负荷，Q1为传热负荷，Q2为渗透热负荷，Q3为地面热负荷，

sj为指设施农业温室顶部阳光板和侧面保温墙的传热系数，aj为设施农业温室阳光板截面

积和侧面保温墙部面积，tin为设施农业温室内部的温度，tout为设施农业温室外部的温度，k

为风力因子，v为设施农业温室内部的空气体积，n为换气次数，si为地面传热系数，ai为温室

内地面的面积。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施农业温室内供电装置和

供热装置约束条件为：

Pimin≤Pi(t)≤Pimax,i＝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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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min和Pimax为设施农业温室中第i个供电装置的最小和最大功率，n为供电装置的

总数量； 和 为设施农业温室中第r个供热装置的最小荷最大功率，m为供热装置的

总数量；

其中，供电装置包括光伏和蓄水储能装置，所述供热装置包括蓄水储能装置和相变蓄

热储能装置；

所述储能装置约束条件为：

Emin≤E(t)≤Emax；

0≤Pdis(t)≤Pdmax；

0≤Pch(t)≤Pcmax；

式中，Emin和E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最小和最大容量，Qd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最

大放热功率，Qc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最大充热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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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及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储能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及多形态储能优化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广大农村用电需求量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农业负荷用电量急

剧增加，为光伏发电的消纳提供了新的选择。

[0003] 目前，针对工商业负荷特性的研究较多。比如，分析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响应特性，

建立电动汽车充电负荷调度潜力评估模型，实现负荷曲线的优化，提高电网运行稳定性；通

过IEEE33节点配电网算例验证该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充电成本与电网网损成本。再比如，对

电解铝、冶金和煤炭等高载能负荷进行研究，将其与风-光-火发电进行联合调度,实现可再

生能源的充分消纳。还比如，提出了智能小区柔性负荷实时调度技术，有效降低了用户用电

成本，减小了负荷的峰值，针对空调负荷聚合模型进行了研究，在削峰填谷、平衡新能源波

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0004] 但是，针对农业负荷的研究较少，现有的以农业负荷为研究对象，提出以沼气作为

气源的冷-热-电-气农村多能流微能网架构，建立农村微能网优化调度模型，最终实现农村

微能网的经济运行。针对当前设施农业负荷增长迅猛，缺乏有效的调度控制方法实现光伏

电能的就地消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现有的问题或者至少部分地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设

施农业温室及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

[000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包括：

[0007] 所述温室的顶部安装有太阳能光伏板，所述温室的三个侧面为砖混保温墙，所述

温室的其它面为阳光板；

[0008] 所述温室内部配置LED补光灯、等离子固氮装置、空间电场、物理杀虫灯、空气源热

泵、蓄水储能装置和相变蓄热储能装置。

[0009]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基于设施农业温室的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

方法，包括：

[0010] 建立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

[0011] 基于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约束条件，采用粒子群算法对所述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

进行求解，对光伏板发电功率、蓄水储能装置的电功率、空气源热泵的热功率和相变蓄热储

能装置的热功率进行优化控制，使得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小。

[001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设施农业温室及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构建了设施

农业温室结构，建立了温室结构内各个供电装置和各个供热装置的功耗模型，以设施农业

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构建考虑光伏出力特性、分时电价及设施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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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用能和储能特性的协调优化模型。算例结果表明，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和蓄水储能装置实

现了多余光伏最大化就地消纳，减少了光伏外送对配电网稳定性的影响，证明了该调度控

制模型的合理性。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设施农业温室外部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设施农业温室内部装置连接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流程图；

[0017] 图4为冬季典型日光伏、电-热负荷曲线示意图；

[0018] 图5为冬季典型日相变蓄热储能装置运行功率曲线示意图；

[0019] 图6为蓄水储能装置蓄水量曲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参见图1，提供了本发明实施例的设施农业温室的外部结构图，设施农业温室的外

部结构为，温室的顶部安装有太阳能光伏板，温室的三个侧面为砖混保温墙，温室的其它面

为阳光板。

[0022] 参见图2，为设施农业温室的内部装置连接图，设施农业温室内部配置LED补光灯、

等离子固氮装置、空间电场、物理杀虫灯、空气源热泵、蓄水储能装置和相变蓄热储能装置。

[0023] 参见图3，提供了本发明又一个实施例的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该优化控制方

法基于前述实施例的设施农业温室，该优化控制方法包括：建立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

行成本函数；基于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约束条件，采用粒子群算法对所述综合电热运行成本

函数进行求解，对光伏板发电功率、蓄水储能装置的电功率、空气源热泵的热功率和相变蓄

热储能装置的热功率进行优化控制，使得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小。

[0024] 可以理解的是，设施农业温室包括发电、储能装置，还包括各个供电装置和各个供

热装置，整个设施农业温室需要消耗能量，包括电能量和热能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建立

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对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进行求解，对光伏板发电

功率、蓄水储能装置的电功率、空气源热泵的热功率和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热功率进行优

化控制，使得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小。

[0025] 本发明实施例构建了设施农业温室结构，建立了温室结构内各个供电装置和各个

供热装置的功耗模型，以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构建考虑光伏

出力特性、分时电价及设施农业生产用能和储能特性的协调优化模型。算例结果表明，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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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储能装置和蓄水储能装置实现了多余光伏最大化就地消纳，减少了光伏外送对配电网

稳定性的影响，证明了该调度控制模型的合理性。

[0026]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包括从配电网购电成本

和各装置维护成本，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为：

[0027]

[0028] 式中，ebuy(t)为在时段t从配电网购电的价格，Pgrid(t)为从配电网购电的功率，Ci

(t)为第i个装置的单位电功率维护费用，Pi(t)为第i个装置的电功率，其中，Pi(t)为光伏和

蓄水储能装置，n为光伏和蓄水储能装置的总数量，Cr(t)为第r个装置的单位热功率维护费

用，Qr(t)为第r个装置的热功率，其中，Qr(t)为空气热源泵和相变蓄蓄热储能装置，m为空气

热源泵和相变蓄蓄热储能装置的总数量。

[0029]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设施农业温室中设置蓄水泵，蓄水泵由光伏电能驱动，当

光伏电能不能完全消纳时，驱动蓄水泵工作将水抽送到地势相对较高的蓄水池中进行储

存。在植物生长需要水时，无需使用电能驱动水泵工作，直接靠势能灌溉作物。蓄水储能装

置在运行过程中的电功率计算公式为：

[0030] Ppumpe(t)＝Ppumpηpumpsit；

[0031] 式中，Ppumpe(t)为直流电机在时段t输出的机械功率，Ppump为蓄水泵的耗电功率，

ηpump为直流电机电功率转化为机械功率的效率；

[0032]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空气源热泵由电能驱动压缩机运转，将空气中的能量转

移至室内实现加热，设备配置简单且不会排放有害气体，在供热的同时也能做到节能环保。

空气热源泵在运行过程中的热功率计算公式为：

[0033] QHP(t)＝CHPPEHPsit；

[0034] 式中，QHP(t)为空气源热泵在t时刻的输出热功率；CHP为空气源热泵制热系数；PEHP

为空气源热泵在t时刻的用电功率。

[0035]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相变蓄热是利用相变材料在物态变化过程中吸收或放出

的热量进行能量存储或释放，从而实现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相变蓄热储能的充放

能特性与蓄电池类似，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运行过程中的热功率计算公式为：

[0036] E(t)＝E(t-1)(1-δ)+ΔTPeh(t)ηch-ΔTPdis(t)/ηdis；

[0037] 式中，E(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热能量；δ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自放能

系数；Peh(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充热效率；Pdis(t)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在t时刻的

放热功率；ηch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充热效率系数；ηdis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放热效率系数；

ΔT为单位时段。

[0038] 上述各实施例建立了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并建立了各个装置的

功耗模型，本发明实施例以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函数，考虑各种相

关约束，采用粒子群算法进行求解，根据求解结果制定调度策略。

[0039]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在对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函数求解过程中，

设施农业温室内的约束条件包括电功率平衡约束条件、热功率平衡约束条件、设施农业温

室内供电装置和供热装置约束条件以及储能装置约束条件。

[0040]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电功率平衡约束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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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Pgrid(t)+PPV(t)＝Pe(t)+PEHP(t)+Ppump(t)；

[0042] 式中，PPV(t)为光伏发电功率，Pe(t)为设施农业温室内LED补光灯的电功率、等离

子固氮装置的电功率、空间电场的电功率和物理杀虫灯的电功率总和，PEHP(t)为空气源热

泵耗电量，Ppump(t)为蓄水泵耗电量；

[0043] 热功率平衡约束条件为：

[0044] QHP(t)+Qhstor(t)＝Qh(t)；

[0045] 式中，Qhstor(t)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充热或者放热功率，Qh(t)为设施农业温室

热负荷。

[0046]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LED补光灯可以在外部阴雨天或者自然光照不足的情况

下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其具有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的特点。LED补光灯的电功率的计算公

式为：

[0047]

[0048] 式中，pLED为单只补光灯的功率，N(t)为特定时间段需要开启补光灯的数量，N(t)

与设施农业当地的气象条件密切相关，T为补光灯总的工作时段数， 为补光灯第i个工作

时段结束运行的时间， 为补光灯第i个工作时段开始运行的时间。

[0049]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等离子体技术在无机材料合成、高分子合成、有机合成等

方面应用广泛。利用放电等离子体技术实现水中固氮制硝酸，此过程利用以取之不尽的空

气和水作为基本原料，反应过程无需辅以高温、高压催化剂，是一种具有潜力的绿色固氮新

技术。等离子固氮装置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0050] PPlasma(t)＝PPlasmasit；

[0051] 式中，PPlasma为等离子固氮装置的额定功率，sit表示负荷i在时段t的工作情况，工

作时取1，否则取0。

[0052]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本发明实施例采用的空间电场，其工作原理是：高压发生

器产生45kV的直流高压，作用在细导电丝上，产生电晕放电，从而促进植物的生长，同时具

有消除温室内雾气和湿气的作用。空间电场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0053] Pselectric(t)＝Pselectricsit；

[0054] 式中，Pselectric为空间电场的额定功率。

[0055]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由于温室的害虫，是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或绝收。同时，为

了抑制害虫的危害，大量喷洒农药会影响农产品的品质，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物理杀虫技

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和对各类颜色的敏感性，利用高压电将去除害虫，其具有经济环保的

优点。物理杀虫灯的电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0056] Ppinsecticidal(t)＝Ppinsecticidalsit；

[0057] 式中，Ppinsecticidal为温室物理杀虫灯的额定运行功率。

[0058]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设施农业温室热负荷Qh(t)的计算公式为：

[0059] Qh(t)＝Q1+Q2+Q3；

[0060] Q1＝∑sjaj(tin-tout)；

[0061] Q2＝0.5kvn(tin-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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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Q3＝∑siai(tin-tout)；

[0063] 其中，Qdre为设施农业温室的热负荷，Q1为传热负荷，Q2为渗透热负荷，Q3为地面热

负荷，sj为指设施农业温室顶部阳光板和侧面保温墙的传热系数，aj为设施农业温室阳光板

截面积和侧面保温墙部面积，tin为设施农业温室内部的温度，tout为设施农业温室外部的温

度，k为风力因子，v为设施农业温室内部的空气体积，n为换气次数，si为地面传热系数，ai为

温室内地面的面积。

[0064]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设施农业温室内供电装置和供热装置约束条件为：

[0065] Pimin≤Pi(t)≤Pimax,i＝1...n；

[0066]

[0067] 式中，Pimin和Pimax为设施农业温室中第i个供电装置的最小和最大功率，n为供电装

置的总数量； 和 为设施农业温室中第r个供热装置的最小荷最大功率，m为供热装

置的总数量；

[0068] 其中，供电装置包括光伏和蓄水储能装置，供热装置包括蓄水储能装置和相变蓄

热储能装置。

[0069] 储能装置约束条件为：

[0070] Emin≤E(t)≤Emax；

[0071] 0≤Pdis(t)≤Pdmax；

[0072] 0≤Pch(t)≤Pcmax；

[0073] 式中，Emin和E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最小和最大容量，Qd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

置的最大放热功率，Qcmax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的最大充热功率。

[0074] 本发明实施例以中国西部某地区新建设施农业温室为例验证所提调度模型的合

理性。电网电价采用分时电价,设施农业温室供能和储能装置参数如表1所示。冬季典型日

光伏、电-热负荷曲线如图4所示。

[0075] 表1设施农业温室供能和储能装置参数

[0076]

[0077] 图5是冬季典型日相变蓄热储能装置运行功率曲线，纵坐标正值为相变蓄热储能

装置蓄热功率，纵坐标负值为相变蓄热储能装置放热功率。在11:00-16:00时，由于光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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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大于设施农业温室电负荷需求量，故将多余光伏出力通过空气源热泵转化为热量放入

相变蓄热储能装置进行储存。在16:00-24:00时，优先将相变蓄热储能装置中的热量放出满

足设施农业温室热负荷需求，不足的部分靠空气源热泵满足。

[0078] 图6是蓄水储能装置的蓄水量曲线。在08:00时将蓄水池的阀门打开，水靠势能流

出，对农作物进行灌溉。在11:00时以后，光伏出力大于设施农业温室电负荷需求，利用多余

的光伏电能控制蓄水泵将蓄水池充满，在第二日08:00时放出灌溉农作物。

[007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设施农业温室及多形态储能优化控制方法，构建了设施农业

温室结构，建立了设施农业负荷功耗模型、相变蓄热储能装置模型和蓄水储能装置模型。以

设施农业温室综合电热运行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构建考虑光伏出力特性、分时电价及设

施农业生产用能和储能特性的协调优化模型。算例结果表明，相变蓄热储能装置和蓄水储

能装置实现了多余光伏最大化就地消纳，减少了光伏外送对配电网稳定性的影响，证明了

该调度控制模型的合理性。

[008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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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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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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