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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ed integrated

cooling and power system of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based on
the Foshan Power Supply Bureau and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and oper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system. The controlling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operation
optimization is studied by taking the optimal economic mode as
a case,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ighly-efficient
oper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tations at the economical
work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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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 863 计划课题“MW 级燃气轮机分布式冷电联供技

术集成与示范研究”以佛山供电局季华路大院 3 栋大楼为依
托，建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高效天然气冷电联供示范系统。
以该示范系统为例，通过对分布式能源站的系统集成与优化
运行控制策略的研究，提出了分布式能源站在经济工况下高
效运行的方案。该方案可有效降低分布式能源站的投资和运
行费用，大大促进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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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分布式供能系统具有污染排放低、可靠性高等优
点 ，而 且 能 实 现 冷 热 电 多 联 供（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CCHP），由于靠近用户侧，有效降
低了电、热、冷远距离输送损失。分布式供能的主要
特征是燃料的多元化，设备的小型化和微型化，冷热
电联产化[1-2]。分布式供电方式与大电网配合，可以弥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国 家 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863 计 划 ）项 目
（2007AA05Z248）。

补大电网在安全稳定性方面的不足，在改善电源结构
和供电效率、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减轻电力工业
对环境的影响、提高大电网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发展到现在，美国、日本
和欧洲已经有上万座分布式能源站投入运行。其中，
丹麦在能源结构调整的进程中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
这其中包括热电联产（combined heating and power，
CHP）和可再生能源，相当多的风电、生物质发电和
CHP 都是以分布式供能方式开发建设。CHP 在丹麦
是非赢利性质的，丹麦政府为鼓励投资者投资建设分
布式 CHP 以及让消费者选择这种利于环保的用电方
式，
采取了特殊的补贴政策。
近年来，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东已有十几个分
布式供能系统投入运行。我国实际运行的系统中，各
类用户负荷千差万别，多数由于配置不当和不能上网
运行造成系统低效运行。因此，针对用户的特点，如
何提高系统运行能效，进而提高经济性，一直是分布
式冷热电联供技术相关研究的热点。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工
程热物理所承担了 2007 年度国家 863 计划“高效节能
与分布式供能技术专题”中的目标导向类课题——
MW 级燃气轮机分布式冷电联供技术集成与示范研
究。课题以佛山供电局季华路大院 3 栋大楼为依托，
建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高效天然气冷电联供示范系
统，期望通过多种运行模式的试验与分析，积累设计、
运行经验与数据，为基于燃气轮机的分布式供能系统
及其关键单元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技术支持，促进分布式能源站的应用和推广。本
文以该示范系统为例，对分布式能源站的系统集成与
优化运行控制策略进行研究，为使分布式能源站在经
济工况下高效运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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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况
示范系统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供电局季华路变电
站大院，院内包括已经建成的送电大厦（简称“综合
楼”）、试验研究所（简称“试验楼”）和即将建成的禅城
区供电局新大楼（简称“新楼”）。联供系统为上述 3
座办公楼供电和供冷。
国家 863 计划分布式供能课题提出的主要技术
指标要求包括：一次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75%以
上，电冷比达到 0.4 以上。按照以上技术指标要求，示
范系统采用 3 台 200 kW 等级的微型燃机，配 1 台溴化
锂烟气吸收式制冷机，额定制冷量约 900 kW。
燃机发电主要满足上述 3 座办公楼的电负荷，不
足部分由外电网补充。燃气轮机后部设置烟气余热
回收装置用于办公楼制冷，制冷量不足部分采用电制
冷设备补充，满足最大冷负荷需求。系统保证一次能
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75%以上。
分布式能源站于 2009 年 7 月 8 日浇筑第 1 灌混凝
土，2010 年 1 月 17 日完成整组启动试运和机组满负
荷考核，
将开始为期半年的优化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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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合考虑，
进行整体优化。
（3）充分考虑示范系统的实际条件，注重方案的
可操作性。对非关键性因素进行合理的简化处理，提
高系统的可实施性。
（4）优化控制系统方案立足于可普遍应用和推
广，
增强示范效应。

4 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概述
3 台微型燃机的排烟汇合后进入烟气溴化锂制
冷机制冷。在制冷机前烟道上设置烟气三通阀，烟气
三通阀主路接制冷机，旁路直接排大气，通过调节三
通阀开度，
可以调节送入制冷机的烟气量。
为了提高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的利用率和经济
性，联供系统的设计容量不能满足示范点电负荷和冷
负荷最高峰值时的需求 [4]。因此，示范点的 3 栋大楼
内均设有电空调系统，补充满足示范点的冷负荷高峰
需求。示范点同时与外电网连接，燃机电功率不足以
满足示范点电负荷需求时，
由外电网供电补充。
示范点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的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2 研究目标
分布式能源站之所以在我国应用推广得不十分
理想，主要原因是：
（1）在我国实际运行的系统中，由
于配置不当、运行调节不优化造成系统低效运行，指
标不先进、不经济；
（2）上网政策与技术规范的缺乏也
导致分布式供能技术发展困难。因此，分布式能源站
能否在全年各种工况下优化运行是难点和关键点，关
系到示范系统的成败。
由于示范点负荷具有较强的时变特性，当微燃机
并网运行时，为了实现冷电联供系统高效运行，满足
一次能源利用率指标要求，冷电联供优化控制系统应
能够根据系统冷负荷、电负荷需求，控制燃机的运行
参数，保证系统一次能源利用率在 75%以上，实现运
行费用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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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结构
Fig.1 Configuration of distributed CCHP

3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技术方案的原则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技术方案决定了示范工程
的运行模式以及各种运行模式下的优化运行控制策
略。示范系统的集成与优化运行系统应具有先进性、
完善性、可操作性、可推广性等特性，为此，制定的设
计原则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3]：
（1）以提高系统运行经济性、能源利用效率为基
本目标，
兼顾考虑其他运行模式。
（2）将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与示范点原有的空调

5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模式及基本控制策略
5.1 系统的运行模式
系统的运行模式包括以下几种：
（1）经济性最优模式。以示范点冷电运行成本最
低为控制目标。
（2）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优模式。以分布式联供
系统的一次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为控制目标。
（3）以冷定电模式。以分布式联供系统平衡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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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冷负荷需求为控制目标，即跟踪冷负荷。当分布式
联供系统制冷能力可满足示范点冷负荷需求时，以分
布式联供系统供冷；当分布式联供系统制冷能力不足
以满足示范点冷负荷需求时，在用尽分布式供能制冷
能力基础上，
通过其他空调系统补充供冷。
（4）电负荷跟踪模式。以分布式联供系统平衡示
范点母线 1 电负荷需求为控制目标，即跟踪电负荷。
当分布式联供系统供电能力可满足母线 1 电负荷需
求时，以分布式联供系统供电；当分布式联供系统供
电能力不足以满足母线 1 电负荷需求时，在用尽分布
式供能系统供电能力的基础上，
通过外网供电补充。
（5）扩展模式。在以上主要模式基础上，增加或
改变约束条件，形成新的扩展运行模式，包括在经济
性最优模式下，增加“燃机无排烟损失”约束条件的扩
展经济性最优模式。
5.2 各种运行模式的基本控制策略

最优运行曲线

▲

实际运行曲线

t1

t2
时间

▲

5.2.1 经济性最优模式
经济性最优模式的控制目标是运行成本最低，控
制变量是燃机功率，控制策略是：根据预测或实测的
冷、电负荷，利用程序计算出优化运行的燃机功率和
对应的优化运行成本，进而通过控制燃机功率，调整
系统运行状态，使系统在整个运行阶段内都趋于成本
最低状态。为避免负荷误差或计算过程误差过大导
致的优化失效，应将程序计算的优化运行成本与实测
的运行成本进行比较，如相差过大，超过设定值，则需
要对控制系统进行检查和修正。
5.2.2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优模式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优模式的控制目标是使分
布式联供系统一次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控制变
量是燃机功率，控制策略如下：根据预测或实测的
冷、电负荷，利用程序计算出优化运行的燃机功率和
对应的优化运行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进而通过控制
燃机功率，调整系统运行状态，使系统在整个运行阶
段内都趋于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状态。同样，为
了避免误差导致的优化失效，也需要对控制过程进
行检查和修正。
5.2.3 以冷定电模式
以冷定电模式是以分布式联供系统平衡示范点
冷负荷需求为控制目标，控制变量仍是燃机功率，控
制策略可以有 2 种：一种是根据预测或实测的冷负
荷，利用程序计算出对应所需的燃机运行功率，通过
调整燃机功率使分布式联供系统满足冷负荷需求；另
一种是跟踪新楼电空调的制冷量，通过控制系统的反
馈控制，不断调整燃机功率，使新楼电空调的制冷量
降至最低。

5.2.4 电负荷跟踪模式
电负荷跟踪模式是以分布式联供系统平衡母线 1
电负荷需求为控制目标，控制变量仍是燃机功率，控
制策略是：跟踪示范点母线 1 和外电网的联络线功率
（即示范点母线 1 从外电网购电或倒送电功率），通过
控制系统的反馈控制，不断调整燃机功率，使联络线
功率降至最低水平。
5.2.5 控制策略中的实测负荷与预测负荷
在上述控制策略中，进行优化计算的前提条件是
取得负荷数据。负荷数据的取得可以有 2 种途径：一
种是实测负荷，
另一种是预测负荷。
对于实测负荷，通过多次重复测量，可以有效地
过滤掉系统中的偶发性冲击负荷影响，同时也避免了
在系统非平衡状态下得到错误数据，使得实测负荷能
够真实反映系统当前的负荷情况。根据实测负荷进
行优化有一定滞后性，这是因为为了避免系统状态的
频繁调整，系统一般会设定阈值，只有当变化超出阈
值范围，系统状态才会根据优化做出调整。如图 2 所
示，最优运行曲线是指系统随时调整以维持最优状
态，而实际运行曲线是阶段调整的。在一个时间段
（t1～t2）区间，系统都是根据 t1 时的状态运行，这样，实
际运行曲线和最优运行曲线总是存在差距，如图 2 中
阴影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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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测负荷优化曲线
Fig.2

Measured curve of load optimization

相对来说，预测负荷是利用历史数据，通过计算
机算法来获得下一时段负荷的预测值。由于实际情
况中突发因素或短期因素（如降雨、高温）等的影响，
预测负荷的准确度不能保证。但是，如果在较好的条
件下，预测负荷能够真实反映下一时段的实际负荷。
采用预测负荷来进行优化，由于具有一定超前性，比
采用实时的实测负荷来进行优化具有更好的优化效
果，如图 3 所示。在一个时间段（t1～t2）区间，系统都
是根据 t 中时的状态运行，实际运行曲线和最优运行曲
线同样存在差距，如图 3 中阴影所示，但差异会比图 2
中的差异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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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预测负荷优化曲线
Fig.3

Predicted curve of load optimization

因此，实测负荷和预测负荷各有优缺点，将两者
结合使用可取长补短，实现最佳效果。本系统的优化
运行以预测负荷为基础，根据实测负荷进行校正。当
预测负荷和实测负荷相差过大，超过设定值时，则以
实测负荷为准，
并对控制系统进行检查和修正。

6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的具体方案
6.1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
6.1.1 总体要求
为避免系统运行状态频繁调整，在系统控制程序
中设定调整阈值，当目标变量变动值在阈值范围内，
可认为落入调整死区，系统运行不需要进行调整；当
目标变量变动值超出阈值范围时，可认为跳出调整死
区，
系统运行需要进行调整[5-6]。
考虑到系统中存在偶发性的冲击负荷影响，为滤
除此类影响，在系统控制程序中采用连续多次重复运
算的方法。若多次运算结果均显示目标变量变动值
超出阈值范围时，可认为系统在稳态运行状态下已跳
出调整死区，系统运行需要进行调整。下面以经济最
优模式为例说明控制过程。
6.1.2 经济性最优模式的控制过程
以预测负荷为基础，依据实测负荷进行校正的控
制过程如下：
（1）每天开机前，根据负荷预测系统的预测，得到
下一时段的冷、电负荷预测值，并计算出对应的燃机
优化运行功率，作为当天的系统初始设定状态，按此
状态开机。
（2）负荷预测系统不断预测下一时段的冷负荷和
电负荷需求，并根据预测负荷计算出对应的燃机优化
运行功率和系统优化运行成本。如果下一时段的负
荷预测值和前一时段的负荷预测值变化在设定阈值
范围内，则燃机运行功率不做调整；如果变化超出阈
值，则根据下一时段预测负荷对应的燃机优化运行功
率调整燃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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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将运行监控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运行
数据导入优化计算程序，计算出实时的实测冷负荷和
电负荷以及实时的实测运行成本。
（3）在下一时段，将实测负荷与上一步的预测负
荷对比得到负荷差值，将实测运行成本与上一步的优
化运行成本对比得到成本差值。如果负荷差值和成
本差值均超过各自的设定阈值，则说明预测负荷存在
偏差，此时按实测的冷电负荷计算对应的燃机优化运
行功率，按此优化功率调整燃机负荷，直到系统接受
新的负荷预测值；如果负荷差值在阈值范围内，而成
本差值超出阈值，则给出报警信号，需要对计算模块
进行检查和修正；
如果是其他情况，
则不做调整。
（4）系统不断重复上述第 2 步和第 3 步，直至下班
停机。
上述控制过程可用图 4 来表示。
6.2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的计算模型
6.2.1 负荷预测模型
负荷预测模型[7-10]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历史数据库和
气象预报输入等，利用计算机算法进行超短期负荷预
测，
并将负荷预测数据存入数据库作为计算数据输入。
预测的负荷数据包括电负荷需求 Pxq 和冷负荷需
求 Cxq,x、Cxq,z。Pxq 为示范点电负荷需求功率，不包括制
冷机和新楼电空调的耗电功率，kW；Cxq,x 为新楼冷负
荷需求功率，
kW；
Cxq,z 为综合楼冷负荷需求功率，
kW。
6.2.2 经济最优计算模型
优化运行成本 My 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 Pdl,y+Pzl,y+Pxq-Pr,y≥0 时，
（1）
当 Pdl,y+Pzl,y+Pxq-Pr,y<0 时，
（2）
式中：
Pdl,y 为新楼电空调的优化状态耗电功率，
kW；
Pzl,y
为制冷机系统的优化状态耗电功率，包括本体、冷却
水泵、
冷冻水泵、
冷却塔等，
kW；
Pr,y 为燃机优化状态的
总供电功率，kW；η r,y 为燃机优化状态的总供电效率；
Mgas 为天然气的价格，
元/m3；
Mwg 为从电网购电的价格，
元/（kW·h）；Mws 为向电网送电的价格，元/（kW·h）；
LHV 为天然气的低位热值，
kJ/m3。
6.2.3 优化计算程序需要用到的函数关系
在优化计算程序中，有很多函数关系表示不同变
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从而可在程序中，根据数据采集
系统的数据输入，计算出优化运行控制所需要的各种
变量。这些函数关系主要包括：
ηr,y= f（P
Ta，
Br,y）
（3）
1
r,y，

第5期

·5·

罗必雄：分布式能源站的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
前后负荷预测差值对绝值小于阈值，
燃机功率不做调整

燃机运行功率不变

前后负荷预测差值对绝值大于阈值，
燃机功率按优化运行功率调整

燃机初始运行功率

数据采集输入
燃机新的运行功率

比较运算

实测冷电负荷
前一时段预测冷电负荷

燃机某时刻运行功率

燃机优化运行功率

预测下一时段冷电负荷
实测行成本
燃机优化运行功率

优化运行成本

比较运算

其他情况

系统故障处理

负荷差值小于阈值，成本差值大
于阈值，转入系统故障处理

负荷差值和成本差值均大于阈值，
按实测负荷计算的优化运行功率调
整燃机功率

燃机新的运行功率

图 4 经济最优模式控制流程图
Fig.4 Control flow chart for economic optimization mode

式中：Ta 为环境温度，
℃；Br,y 为燃机优化状态的排气
背压，kPa。式（3）说明燃机总供电效率是燃机总供电
功率、环境温度、排气背压的函数。此函数关系可由
燃机厂家技术资料获得。
Br,y=f（Y
Tr,y，
Nr,y）
（4）
2
r,y，
式中：Yr,y 为燃机优化状态的排气量，kg/s；Tr,y 为燃机优
化状态的排气温度，℃；Nr,y 为燃机优化状态的运行数
量。式（4）说明燃机排气背压是燃机排气量、排气温
度和运行数量的函数，此函数关系可以通过建立烟道
阻力模型计算得到。根据示范工程建立的模型，该函
数公式如下：

（5）

Yr,y=f（P
Ta）
（6）
3
r,y，
式（6）表示燃机排气量是燃机功率和环境温度的
函数，
此函数关系可由燃机厂家技术资料获得。
Tr,y=f（P
Ta）
（7）
4
r,y，
式（7）表示燃机排气温度是燃机功率和环境温度
的函数，
此函数关系可由燃机厂家技术资料获得。
Nr,y=f（P
（8）
5
r,y）
式（8）表示燃机优化运行数量是燃机优化状态总
供电功率的函数，此函数关系是由燃机的负荷分配系
统的控制逻辑决定的，示范工程中，采用的是燃机厂
家提供的设备级控制系统 APS 来实现。其实现机理
大致是：机组启停控制加负荷平均分配控制。即供电
总功率需求小于 1 台燃机的额定功率时，只运行 1 台
燃机；当总功率需求介于 1 台燃机和 2 台燃机的额定

功率之间时，运行 2 台燃机，且负荷平均分配；当总功
率需求大于 2 台燃机的额定功率时，运行 3 台燃机，负
荷平均分配。
Pdl,y=f（C
（9）
6
dl,y）
式中：Cdl,y 为新楼电空调优化状态的制冷功率，kW。
式（9）表示新楼电空调的优化状态耗电功率是其优化
状态制冷功率的函数，此函数关系可以通过电空调厂
家的制冷性能曲线（COP 曲线）获得。
Cdl,y=Cxq,x-（Czl,y-Cxq,z）
（10）
式中 Czl,y 为制冷机优化状态的制冷功率，
kW。
Czl,y=min（Czl,e，
Cxq,x+Cxq,z）
（11）
其中：Czl,e 为制冷机在给定的燃机优化运行功率
下的额定制冷量，其与燃机参数的函数关系如函数
（12）所示。
Czl,e=f（Y
Tr,y）
（12）
7
r,y，
Pzl,y=f（C
（13）
8
zl,y）
式（13）表示制冷机系统的优化状态耗电功率是制冷
机优化状态制冷功率的函数，此函数关系可由制冷机
厂家的技术资料获得。
根据上述的函数关系，My 计算公式中所有的变
量都可以转化为 Pr,y、Pxq、Cxq,x、Cxq,z、Ta 等变量的函数，
而 Pxq、Cxq,x、Cxq,z、Ta 等变量均为外部输入数据，可通过
负荷预测系统或者数据采集系统获得。这样，My 的
计算公式就可以表示为 My=f（Pr,y），且满足约束条件：
0≤Pr,y≤3Pr,e。其中，
Pr,e 为每台燃机的额定功率。
在程序计算中，
令My取极小值，
即以优化运行成本
最低为计算目标，
可以求得对应的Pr,y，
这就是经济最优
模式下优化计算的燃机功率。在优化计算程序中，
燃机
优化运行功率 是系统控制的唯一变量。在确定了 P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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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将总功率指令下达至燃机的 APS 系统，
APS 系统根
据其分配原则自动在3台燃机间分配功率。

7 结论
由于分布式能源联供系统集成与运行优化的研
究在我国刚开始起步，很多地方尚不完善，加之实际
工程中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很多影响因素没有现成的
数据或量化指标。因此需结合工程实际，在试验过程
中不断完善。
在试验阶段，对于目前还没有实际数据支持的参
数，应通过现场试验积累数据，满足控制系统运行的
需要，并根据调试、运行情况，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对
系统集成与运行优化的技术方案及软件平台进行修
正和完善，最终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分布式联供系统
系统集成与优化运行技术。
目前国内关于分布式能源技术应用的经验较少，
缺乏系统科学的解决方案和符合我国实际的优化决
策控制体系，加之部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依赖国外进
口，导致该技术应用的经济性不好，这些都制约着我
国分布式能源技术应用和发展。
上述系统集成和优化运行方案的研究，一旦得到
实践的检验，可为分布式能源站的选型和经济运行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有效降低分布式能源站的投资和运
行费用，缩短回收期，大大促进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应
用和推广，为我国的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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