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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伏发电发展迅速，其间歇性与波动性使传统机组

频繁处于深度调峰状况，借助光热电站可有效缓解。从光

伏光热发电特性出发，建立了光伏光热联合发电模型，并

对其接入后的电力系统进行优化。以光伏光热联合系统的

收益最大以及跟随负荷能力最大为目标，并采用权重法对

目标函数进行处理，可知优化模型满足光伏光热电站的主

要运行约束与传统安全约束。IEEE 30节点的算例结果证明

了该模型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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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PV)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the intermittency and volatil-
ity of  fast  develop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makes the
traditional  power  generation  units  lying  in  the  condition  of
depth peak  load  regulation,  and  such  a  condition  could  be   ef-
fectively  remitted  by  concentrating  solar  power  (CSP)  s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V power generation and
concentrating solar  power plant,  a  combined power generation
model  consisting  of  PV power  generation  and CSP gener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ower  grid  connected  with  the  estab-
lished model was optimized. Taking the maximized earnings of
PV  power  generation  and  CSP  generation  and  the  maximized
capability to follow the load variation as the objectives and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as  processed  by  the  method  of  weighting,
thus it could be testified that the optimized model could satisfy
main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of  PV power generation and CSP
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constraints. Simu-
lation  results  of  IEEE  30-bus  system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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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光伏发电 (photovoltaic，PV)是太阳能资源的

主要利用形式。我国光伏总装机容量不断增加，

截止 2018年底，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74亿 kW，

然而由于其间歇性与波动性对电力系统的安全可

靠运行带来诸多问题 [1-2]，全年弃光电量高达

54.9亿 kW·h[3]。如何有效减少弃光，提升太阳能

能源的消纳水平是泛在电力物联网的一项重要任

务 [4]。借助太阳能光热发电 (concentrating  solar
power，CSP)的储热装置以及具备快速爬坡能力

的汽轮机组，可提高光伏光热联合发电系统的可

控性水平 [5]。光伏电站与光热电站中各电气信息

在泛在电力物联网中的交互作用，可有效提升太

阳能能源的消纳水平，进而解决目前电网调节能

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6]。

与光伏不同，对光热的研究起步较晚 [7-13]，

目前相关文献中初步建立了光热电站模型，并针

对光热接入电力系统的运行、调度及规划提出了

一系列优化方法。文献 [5]给出了光热电站接收

热量与输出功率之间关系的泛函数，并引入光伏

光热联合发电基地的概念，以联合发电基地接入

电网后削减峰谷差以及减少成本为目标，分两阶

段进行优化。文献 [14]分析了光热电站的光电转

换特性，建立了含储热在内的光热电站调度成本

模型，以光热电站与火电机组经济最优为目标函

数，采用含精英保留策略的标准遗传算法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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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的求解。文献 [15]建立了风电-光热电

站联合发电系统模型，以风电-光热联合系统接入

电网后的效益最大以及波动性最小为目标进行优

化。文献 [16]综合考虑了光热电站储热成本与接

入系统后，传统火电机组可能产生深度调峰的成

本，对储热系统容量的最优配置方法进行了研

究。文献 [17]同样考虑了光热电站内部的热量转

换问题，在以最大化光热电站收益以及系统运行

经济性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优化时，兼顾了光热电

站机组启停热量的约束。

综上所述，对于光热电站模型，更多考虑的

是光热电站内部热量的转换关系，或将热量与电

量之间的关系展示为泛函数关系，缺少能量与发

电量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光热电站接入系统后

的优化运行及调度研究不够深入。为此，本文将

从建立光伏、光热输出功率模型入手，重点讨论

光热电站接收热量与输出功率之间的联系，并建

立了光伏光热联合系统分层优化运行模型。模型

以太阳能利用率最大化以及跟随负荷性能好为目

标，通过调用优化求解器 Cplex的混合整型线性

规划进行仿真求解，结果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与可行性。

1    光伏-光热联合发电系统

1.1    光伏电站运行机理

大型光伏电站一般由多个供电单元组成，每

个供电单元根据型号不同，额定发电容量也不

同。各供电单元通过串并联组成光伏阵列，将经

过光电转换产生的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汇集到直流

母线。其中通过跟踪控制策略确定发电过程中的

最大功率，并通过脉宽调制 [18]，经逆变器将直流

电变为满足质量要求的交流电，最终通过变压器

升压并网。光伏电站输出功率建模见文献 [19]，
文中不再累述。

1.2    光热电站运行机理

根据光热电站光场中的集热方式不同，光热

电站通常分为槽式、塔式、碟式与菲涅尔式 4种[20]。

目前在我国有 1座槽式光热电站以及 2座塔式光

热电站已经成功投运运行。

不同类型的光热电站发电原理相通，都是通

过镜场对太阳能热量汇集，然后利用汇集的热量

产生高温高压水蒸气，以带动汽轮机进而发电。

含储热的光热电站主要结构如图 1所示。

本文以槽式光热电站为例，将其分为集热、

储热与发电三部分。集热部分主要由镜场 (solar
filed， SF)与 其 中 的 导 油 管 构 成 ； 储 热 部 分

(thermal storage，TS)分为热罐与冷罐；发电部分

通过热力循环 (power cycle，PC)，由汽轮机进行

发电。阳光充足时，镜场通过汇集太阳热能，对

管中导热油进行加热，加热后的导热油一部分直

接加热水产生高温高压水蒸气，带动汽轮机运

行 ， 一 部 分 对 冷 罐 中 的 二 元 硝 酸 盐 (binary
nitrate，BN)进行加热，将加热后的二元硝酸盐

储存到热罐中。阳光不足时，热罐中的二元硝酸

盐加热导热油，后通过油水热量转换产生高温高

压水蒸气，带动汽轮机运行，热罐中的二元硝酸

盐温度降低，储存在冷罐中。可知，流入汽轮机

的能量或从镜场直接获得，或从储热部分获得，

或从两部分同时获得。该过程中的能量流向如图 2
所示。

由图 2得到光热电站中的能量平衡关系如下

所示：

QG
t = kSF

t

(
QSF

t −QO−W
t.LOSS

)
+

kTS
t (QTS

t −QBN−O
t.LOSS−QO−W

t.LOSS) (1)

QSF
t = ηSFSSFRt −QD

t (2)

∆QTS
t = (1− kSF

t )
(
QSF

t −QO−BN
t.LOSS

)
−

kTS
t QTS

t −QTS
t.LOSS (3)

QG
t kSF

t kTS
t式中： 为 t时段流入汽轮机的能量； 与 分

 

HP LPG

凝气器
太

阳

场

热罐

冷罐

过热器

蒸汽发生器

预热器

低加高加 除氧器

汽轮机

导热油

水蒸气

硝酸盐

再热器

图 1    光热电站主要结构

Fig. 1    Main structure  of CSP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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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
t QTS

t

QO−W
t.LOSS QBN−O

t.LOSS QO−BN
t.LOSS

QD
t

∆QTS
t QTS

t.LOSS

别为 t时段从镜场到汽轮机与从储热到汽轮机的

能量的流量调控系数； 与 为镜场与储热在

t时段流出的能量； ,  与 分别为

t时段油水热量转换、盐油热量转换与油盐热量

转换时的能量损耗；ηSF 为光热转换效率；SSF 为
镜场面积；Rt 为 t时段光照辐射指数； 为 t时
段弃热量； 为储热变化量； 为储热时

能量损耗。

光热电站中，汽轮机流入能量的大小与输出

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PCSP
t =

QG
t ηeηmηg

3600
(4)

PCSP
t式中： 为 t时段光热电站的输出功率；ηe、

ηm 与 ηg 分别为汽轮机的内效率、机械效率与发

电效率。

1.3    联合发电系统工作模式

光伏与光热发电具有天然的互补优势。光伏

发电具有较强的日周期性，只能在白天进行发

电，另外发电过程中受光照影响敏感，波动性

强。而光热电站装机容量较传统火电厂小，但爬

坡灵活性更优，最小经济出力小，另外又有储热

装置起缓冲作用，可充分弥补光伏发电的波动，

并且在夜晚时代替光伏继续发电，以达到光伏光

热联合发电系统连续平稳发电的目的。光伏光热

联合发电系统的主要结构如图 3所示。

2    光伏-光热联合系统优化运行

2.1    多目标目标函数

光伏光热联合系统接入电力系统后，需要进

行多目标优化。以太阳能消纳为主要目标，优先

消纳光伏光热出力，再考虑火电机组的增发来满

足负荷需求。同时也应使联合系统跟踪负荷性能

最好为第 2个优化目标，其中联合系统跟随负荷

性能以净负荷波动程度来表示，净负荷由原有负

荷与光伏光热系统输出功率差值来表示，波动程

度则用平稳性指标 [21] 来表示，如下所示：

maxF1 =

T∑
t=1


Npv∑
i=1

αpvPPV
i.t +

NCSP∑
j=1

αCSPPCSP
j.t

−E (5)

minF2=

n∑
t=1

∆PL.t+1−∆PL.t

nT
(6)

∆PL.t=PL.t −
NPV∑
i=1

PPV
i.t −

NCSP∑
j=1

PCSP
i.t (7)

式中：NPV 与 NCSP 为光伏电站与光热电站的数

量；αPV 与 αCSP 为光伏电站与光热电站的上网后

环境效益系数；T为采样周期；n为采样周期内

样本个数；PL.t 为负荷大小；ΔPL.t 为净负荷；

E为系统发电成本，有

E=E1+E2+E3+E4 (8)

其中 E1 为火电机组发电成本，如下：

E1=

T∑
t=1

NG∑
v=1

[(avP
2G
v.t +bvPG

v.t + cv)+uv.t(1−uv.(t−1)S v)]

(9)

式中：NG 为火电机组数量；av、bv、cv 分别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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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nergy flow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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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 v煤耗系数；uv.t 为火电机组 v在 t时段的

启停状态变量，当 uv.t=1时代表机组处于运行状

态，当 uv.t=0时代表机组处于停运状态；Sv 为机

组启停成本。

E2 为系统旋转备用成本，由于预测的负荷可

能与实际不同，应设置旋转备用加以应对，如下

所示：

E2=

T∑
t=1

NG∑
v=1

(θUUv.t + θDDv.t) (10)

式中：Uv.t 与 Dv.t 分别为机组 v在 t时段内的正、

负旋转备用容量；θU 与 θD 分别为机组参与正、

负旋转备用的成本系数。

E3 为光伏电站的运行维护成本，光伏的运行

维护成本与其输出功率可以近似看作线性关系，

计算如下：

E3=

T∑
t=1

NPV∑
i=1

γPVPPV
i.t (11)

式中 γPV 为光伏电站单位运行维护成本。

E4 为光热电站的运行维护成本，光热的运行

维护成本与输出功率亦可看作线性关系 [22]，如下：

E3=

T∑
t=1

NCSP∑
j=1

γCSPPCSP
j.t (12)

式中 γCSP 为光伏电站单位运行维护成本。

由于该优化问题有多个目标，在此采用 min-
max标准化方法对第 1层的优化目标函数进行处

理。具体步骤见文献 [23]，本文不再累述。

2.2    约束条件

太阳能光伏光热协调发电系统并网后要充分

考虑其安全性以及可靠性，并满足以下约束。

2.2.1    网络约束

忽略网络损耗，网络上的功率大小应满足以

下约束：

PL.t=

NPV∑
i=1

PPV
t +

NCSP∑
j=1

PCSP
j.t +

NG∑
v=1

PG
v.t (13)

−Pl.min ⩽ Pl.t ⩽ Pl.max (14)

式中：PL.t 为负荷大小；Pl.t 为流过线路 l的功率

大小；Pl.max 与 Pl.min 分别为线路的最大正、负向

传输功率大小。其中式 (13)为负荷平衡等式约

束；式 (14)为线功率约束。

2.2.2    光伏电站相关约束

各光伏电站满足输出功率约束：

PPV
min ⩽ PPV

t ⩽ PPV
max (15)

PPV
min PPV

max式中 与 分别为光伏电站的最小、最大输

出功率。

2.2.3    光热电站相关约束

各光热电站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PCSP
min ⩽ PCSP

t ⩽ PCSP
max (16)

−rCSP
D ⩽ PCSP

t −PCSP
t−1 ⩽ rCSP

U (17)

QTS
min ⩽ QTS

t ⩽ QTS
max (18)

PCSP
min PCSP

max

−rCSP
U rCSP

U

QTS
min QCSP

max

式中： 与 分别为光热电站的最小、最大

输出功率； 与 分别为光热电站汽轮机最

大向下、向上爬坡率； 与 分别为储热系

统的最小、最大储热容量。其中式 (16)为光伏电

站输出功率约束；式 (17)为光伏电站汽轮机爬坡

约束；式 (18)为光热电站储热约束。

2.2.4    火电厂相关约束

火电厂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PG
min ⩽ PG

t ⩽ PG
max (19)

−rG
D ⩽ PG

t −PG
t−1 ⩽ rG

U (20)

NG∑
v=1

min(PG
v.max−PG

v.t,r
G
v.U) ⩾ Pct

NG∑
v=1

min(PG
v.t −PG

v.min,r
G
v.D) ⩾ Pct

(21)

PG
min PG

max

−rG
U rG

U

式中： 与 分别为火电机组最小最大输出

功率； 与 分别为火电机组最大向下、向上

爬坡率；Pct 为预测负荷与实际负荷之间的差值。

其中式 (19)为火电厂输出功率约束；式 (20)为火

电机组爬坡约束；式 (21)为火电机组正负旋转备

用约束。

3    算例分析

本文采用 IEEE 30节点系统进行仿真，分析

光伏光热联合发电系统的优化运行特性以及光

伏、光热并网后电网的运行特性。系统的结构如

图 4所示，其中光伏、光热电站分别代替原有的

第 2、3号机组。火电机组与光热电站参数如表 1、
2所示，其光热转换效率以及油水转换效率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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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光电转换效率中。典型日负荷曲线如图 5
所示，当天的光照强度以及温度曲线如图 6所示。

在计算过程中，设置光伏、光热上网效益系

数 αPV=αCSP=215元/MW；光热电站汽轮机的内效

率、机械效率与发电效率分别取 0.9、 0.95与

0.99；光伏、光热电站维护成本分别为 30、20元/

MW；系统备用成本系数为 190元/MW；机组初

始状态分别为 137、100、50、50 MW；光伏容量

为 70 MW。

本文利用 Yalmip语句建模，通过 Cplex求解

器对算例进行优化求解。其中运用 min-max标准

化方法进行处理时，太阳能利用率与净负荷跟随

权重分别取 0.4与 0.6。
由于光热电站的储热特性与其灵活的机组特

性，使其有很强的调峰特性。图 7为光伏电站与

光热电站的输出功率曲线，图 8为该典型日中常

规机组出力曲线。由图 7可知，该典型日光照良

好，光伏与光热之间具有很好的互补特性，在

12:00左右，由于天气状态良好，光热电站将更

多的热量储存在储热装置中，由光伏电站进行发

电，而在 15:00左右与 20:00之后，由于天气原因

与太阳落山，光热电站通过储热装置代替光伏发

电。由图 8可知，考虑到出力的波动特性，且有

光伏光热联合系统的接入，在典型日当天大大缓

解了火电机组的深度调峰情况，光伏光热联合系

统代替了常规机组进行调峰任务。

图 9所示为光热电站储热装置的储、放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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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IEEE 30节点系统接线图

Fig. 4    IEEE 30-node system wiring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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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日光照强度与温度

Fig. 6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of typical day 

 

表 1    火电机组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units

 

机组
出力上限
/MW

出力下限
/MW

机组最大爬坡/
(MW·h–1)

燃料成本系数

a b c

1 200 60 100 0.24 137 2501

4 180 50 100 0.27 143 2487

5 100 20 65 0.43 196 2403

6 80 20 50 0.48 203 2389

 

表 2    光热电站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CSP station

 

参数 数值

光热电站最大输出功率/MW 100

光热电站最小输出功率/MW 12

光热电站最大爬坡功率/(MW·min–1) 12

储热系统热量损失率/h 0.12%

光电转化效率/% 12

储热系统最大储热容量/(MW·h) 1000

储热系统储热下限/(MW·h) 150

储热系统初始值/(MW·h) 350

镜场面积/km2 2.06

初始功率/MW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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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由图 9可知，光热电站在正午左右光照条件

良好时，在平抑光伏波动的同时进行储热，而在

晚上以及其他光照强度不高时，通过放出热量进

行发电。若将光热电站变换成同容量的光伏电

站，光伏以及常规机组的出力如图 10所示。

由图 10可知，火电机组出力在 12:00左右由

于光伏出力的波动性变得陡峭，机组处于频繁调

峰状态，虽然满足了各类约束，但加速了常规机

组的损耗与成本。

接入光伏光热联合系统与单纯接入光伏系统

的考虑环境效益的成本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同容量的光伏光热由于其调峰

特性，较单光伏相比节约了 12.4万元，经济性明

显降低。

另外，在太阳能消纳方面，光伏光热联合系

统并入电网时，典型日中太阳能的消纳为 1618.2
MW·h；而同装机容量的单光伏系统并入电网

时，典型日对太阳能的消纳为 813.3 MW·h。可

见，光伏光热联合系统对太阳能的消纳能力较单

光伏系统而言提高了近 1倍。

4    结论

本文以光热电站根本能量流向为基础，建立

了光热电站发电模型，又考虑综合成本，研究了

光伏光热联合并网的优化运行问题，通过算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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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发电方式成本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sts for different power

generation ways
 

编号 电源 成本/万元

1 光伏-光热联合接入 153.3

2 单光伏接入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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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结论：

1）光伏光热电站具有很好的互补特性，具

体表现为白天光热电站平抑光伏电站的波动性，

晚上通过储热装置中的热量代替光伏电站继续对

太阳能进行消纳。

2）光伏光热联合系统接入系统后可在一定

程度上代替常规机组进行调峰，且比同容量的单

光伏接入系统更具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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