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energy Internet in the park is oriented towards 
industrial park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By establishing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multi-energy coordination and highly 
integrated energy information system, coordin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various energy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k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user energy cos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nergy Internet characteristics, multi-energy 
collaborative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and schemes of the park, 
and selected a typical north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as 
a case,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its construction 
can use,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park and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existing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old and 
hot electricity demand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combining 
the park energy Internet support technology, from the energy 
supply, transportation, consumption, storage point of view,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energy facilities and energy services. 
Through in-depth business analysis of various fields and 
functions of the energy system of the park -- "source-network-
load-storage-information",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 is adopted 
to put forward a feasible multi-energy collaborative service 
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park, demonstrate the func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Keywords:energy internet; park energy internet;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multi-energy synergy

摘  要：园区能源互联网是面向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居民

社区等场景，通过建立多能互补的基础设施、构建多能协同

和能源信息高度融合的信息系统，协调优化配置园区内外各

种能源资源，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用户用能成本的

目标。本文通过研究园区能源互联网特征、多能协同技术、

策略和方案等，选取北方一个典型科技园区作为实际案例，

调研园区建设情况和历史用能情况，根据园区类型和特点，

结合园区现有条件，依据园区冷热电需求及资源禀赋，结合

目前园区能源互联网支撑技术，从园区能源供给、输送、消

费、存储角度，对能源设施和能源服务进行整体规划，通过

对园区能源系统的“源-网-荷-储-信”各领域和职能进行业

务深入分析，采用“互联网+”的理念，提出园区可行的多

能协同服务建设方案，并展示信息系统功能，评估系统应用

效果。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园区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多能

协同

0	 引言

能源互联网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优先，以电力能

源为基础，多种能源协同、供给与使用协同、集中

式与分布式协同，大众广泛参与的新型生态化能源

系统 [1]。园区作为能耗大、能源需求多样、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重要形式，开展园区

能源互联网建设，形成可示范推广的解决方案，非

常具有辐射性效果。所以，以园区为载体的区域能

源互联网，将成为未来能源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趋势

之一。

园区能源互联网主要面向工业园区、商业综合

体、居民社区等场景，是未来能源系统的基本单元[2]。

园区能源互联网具有的主要体征：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可再生能源广泛接入；通过园区能源结构优

化，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以微电网技术为基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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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区域能源互联网协调优化、多能互补；融合多源能

源、实现供需柔性互动；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能源

流和信息流高度融合；通过需求响应模式，提高清洁

能源利用率和终端能效[3-10]。为了更好地进行园区能

源互联网建设，可以对园区进行分类，从应用角度园

区可以分为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按照现有条件划分

可以分为新建园区和已建园区。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

的划分可以有利于分析用能需求、用能特征、用能

用户等，新建园区和已建园区的划分可以有利于进

行能源互联网规划。园区能源互联网建设除了考虑

以上影响因素外，还需要考虑环境特点和当地政策

特点。

园区能源互联网建设思路根据园区类型和特点，

结合园区现有条件，依据园区能源需求及资源禀赋，

通过多场景规划，构建多能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立高度融合广泛互联的信息物理系统，探索多

方参与、合作共赢的能源运营新模式，采用“互联网

+”的理念，面向园区因地制宜提供综合能源服务。

通过园区能源互联网建设，实现电、气、冷、热多种

能源灵活接入，全面整合能源控制参量、能源运行、

能源使用等数据，实现多种能源协调和综合能效管

理，建成多点接入、网络共享、需求感知、泛在物联

的终端一体化多能互补区域能源互联网，提高用能效

率、降低用能成本[11-16]。

能源互联网重要特征就是多能互补、高效转化，

高度融合的信息物理系统是能源互联网的载体，所

以，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建设能源互联网

智能基础设施和信息物理系统。园区作为能源互联网

的基本单元，多能协同服务将是面向园区能源互联网

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最终目标是通过多种技术对多

种能源统筹考虑，在智能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技术支

撑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终端用户用能成本[17-21]。

1	 北方典型科技园区现状

我们选取北方典型科技园区作为示范园区，进

行园区能源互联网多能协同服务研究，该园区占地

面积约20万平方米，能源需求主要为电、气、热、

冷，园区内以办公楼为主，有少量的员工宿舍楼，

总建筑面积为13.5万平方米。园区以电为主，其他能

源为辅，总容量38350 kVA，年用电量约为2900万
kWh，用热量约为45万kWh。园区是已建园区，通

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具有了能源互联网智能化

基础设施和离散的信息化管理，但并未完全实现能

源互联互通、多能源优化协调和互补、分布式能源

广泛接入和信息化全面支撑。园区内有少量办公楼

建设了屋顶光伏，仅用于本楼的少量应用，盈余并

未接入园区大网合理消纳。新建楼宇实现了粗放式

实时在线监测，旧楼宇未实现能源监测；信息化系

统未能实现园区整体监测和各场景监测，未实现精

细化，不能实现能源互联网协调优化、节能诊断等

功能。各楼孤岛运营，未能实现全园区的统筹规划、

能源合理利用，园区内系统大都是专注于某一领域

或某一栋楼房，不能实现全园区的互联互通。每栋

楼都建供暖、供冷系统，但相对孤立，不能实现能

源互补。

总之，该示范园区作为已建型科技园区，具有现

有大多数园区的不足之处：精细化计量体系覆盖率不

高，对于能源消耗无法追溯，缺乏能耗追踪监督；节

能潜力比较大，尤其是热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丰

富，但缺乏有效开发；多能源系统协调性差，孤岛

运营。

2	 园区能源供应及需求

示范园区主要能源消耗为供冷和供热及办公用

电，供冷和供热采用多种方式，各楼基本独立供应。

目前园区重点能耗区之一使用蓄冷和蓄热装置，电网

低谷时储热、储冷，电网高峰时释放。另一个重点能

耗区使用燃气的溴化锂直燃机和燃气锅炉。

2.1 热冷供应及需求

园区供热/冷系统中有4处热源、2处冷源，热源

包括：电锅炉、燃气锅炉、直燃机和太阳能集热。冷

源包括：空调机组和直燃机。冬季电锅炉采用蓄热供

暖，蓄热时间为23点至7点。运行模式为夜间蓄热，

白天供热。燃气锅炉供热负荷包括4栋楼，太阳能集

热作为辅助补充，其中，1栋办公楼面积较大，通过

直燃机供冷且进行热负荷补充。夏季空调机组采用冰

蓄冷供冷，蓄冷时间为23点至7点。运行模式为夜间

蓄冷白天供冷，负荷大时空调机组启动供冷。具体供

冷暖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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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园区供热/冷系统示意图

选取某一个典型月，月总热量3.5625万kWh。

图 2 某月用热量曲线图

从图2可以看出，月用热量在一个月中曲线比

较平稳，由于该月中旬为节假日，所以用热量明显

下降。

2.2 电供应及需求

园区以大电网供电为主，少量分布式光伏辅助，

用电量较高。选取某一个典型月，月总用电量为258
万kWh。

图 3 某月用电量曲线图

从图3可以看出，月用电量在一个月中曲线比较

平稳，和月用热量趋势相同，由于该月中旬为节假

日，所以用电量明显下降。

3	 多能协同服务建设方案研究

在园区内建设覆盖能源互联网“源、网、荷、

储”的基础设施和多能协同服务管理系统，实现能源

流与信息流高度融合。园区能源互联网条件下，多能

协同服务建设方案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发热。

例如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集热；其次，利用余热

回收技术对冷站、烟道等余热进行回收，加热生活用

水；利用储能技术，包括电储能、热储能、冷储能实

现削峰填谷、降低用能成本的目标；通过信息化系统

多能协同策略，实现能源调控，提高能源利用率，降

低用能成本。

3.1 能源网

以大电网、市政燃气能源为主，采用分布式光

伏、太阳能集热提高新能源利用率。燃气网采用燃气

锅炉，冷热网采用冷站冷凝侧余热回收、热站高温烟

气余热回收，电力网采用电锅炉、蓄冷蓄热、电力储

能。在物理层面上实现电网、气网、热网“三网”耦

合，形成多种能源网统一规划、统一调控，实现“以

电为能源核心、以气为辅助，可再生能源为补充”的

多能源互联互动。

图 4 三网示意图

从图4可以看出，空调实现了电热耦合，建筑用

能实现了电气热耦合，燃气锅炉实现了气热耦合。

3.2 供需互动

通过智慧用能设备、能效终端、APP互动、需求

响应、电力交易、碳交易、能源金融等模式，实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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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互动，构建多元运营商及用户参与的交易服务模

式，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引导用户积极参与供需互

动。基于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在电网侧和用户侧建立

双向通信网络，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电力公司与用

户之间的交互，实现源-网-荷互联互动。根据收集的

负荷响应信息形成需求响应策略，通过执行策略，改

变用户的用电行为，使终端用户对于电能的使用做出

最优化的选择，从而减少高峰电力负荷，达到削峰填

谷、维持电网供需平衡，实现电力用户和电网企业之

间的双向互动。

3.3 云端侧

建设多能协同服务系统，运用源端感知的多能源

智能采集技术，实现“源-网-荷-储”终端的能源数

据、运行数据、控制参量等的采集；结合综合能源

网络设施、信息通讯基础设施，达到“电、气、热、

冷、水”等多能源数据可采集、可计量、可控制；结

合信息化平台数据监测和运行监控，实现多能源互联

互动；结合能效分析、节能潜力分析、节能诊断等措

施，利用余热回收数据评估、节能改造评估、建筑能

效管理等手段，辅助荷端多角度实现节能；通过策略

控制对电动汽车充电、储能系统等荷端负荷调节控

制，再通过电力需求平衡管理，适应大量接入分布式

能源造成的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的功率波动，实现源

荷基本互动。

4	 多能协同服务技术应用模式

4.1 可再生能源供能模式

园区规划通过屋顶光伏、车棚薄膜光伏、太阳能

集热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园区空间，提高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屋顶光伏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策

略，优先满足宿舍楼的生活用电，多余电量并入电

网。采用分块发电、集中并网方案，将系统分成多个

并网发电单元，每个并网发电单元都接入低压配电

柜，汇总经过总断路器，最终实现整个并网发电系统

并入低压交流电网。

园区内建设光伏马路示范区，满足道路照明、手

机充电等日常用电需求。采用“自发自用、盈余储

能、余电上网”的用户低压侧并网方案将光伏路所产

生的能源并入现有电网的交流配电母线，光伏马路所

发能源就地使用、盈余存入电池中，不足时使用市电

作为补充。

4.2 余热回收应用模式

园区余热回收规划热站高温烟气余热回收和冷站

冷凝侧余热回收系统。供暖季中燃气锅炉燃烧天然气

产生的热量用于建筑供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烟

气被排到室外会造成大量热能浪费。冷站采用冰蓄冷

技术，利用谷电夜间蓄冰，白天通过蓄冰槽放冷。双

工况主机每天23点至第二天7点运行蓄冷，1台基载冷

水机组全天运行。夏季可采用空调主机冷凝侧余热回

收向宿舍楼供生活热水。

4.3 电储能应用模式

园区为工商业电费，执行峰谷电价，峰谷电价价

差较大，该区域有两个峰时时段，园区用电高峰能够

覆盖两个峰时时段。所以，根据区域峰谷电价时段，

确定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时段，在谷区时段利用低电价

充电，在峰区时段储能系统放电，减少其间的电网用

电量，不仅可以降低电网在高峰时段的用电压力，而

且园区可以利用峰谷电价差降低电费支出，从而获得

收益。

图 5 电储能充放电模式图

园区电储能规划分布式电储能和集中式电储能。

分布式电储能设计不同容量储能电池，根据用能特征

需要主要分布在办公楼重要用电区域和需要应急电源

的区域。集中式储能主要分布在园区空间大、适合放

置储能电池的地下室。

4.4 需求响应模式

需求响应在电力供需平衡、清洁能源消纳等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工业、商业、居民用户及负

荷集成服务商等多类型用户组合而成的多元化市场

主体用电量快速增长，多元用户的用电行为对负荷

峰谷差和综合能耗的影响越来越大，分析挖掘典型

用户负荷曲线及其响应能力大小，建立居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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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户及工业用户等典型负荷的负荷特性和互动

特性模型，是开展需求响应管理的关键点。而对于

单体用户，以高耗能设备作为主体，建立设备负荷

特性和互动特性模型，形成经济指标、能效指标和

环境指标最优的需求响应策略，结合园区特点开展

可行的、有效的需求响应管理是现阶段需要研究的

重要课题。

示范园区通过采集园区用户侧数据和新能源出力

数据，对用户侧负荷数据和发电侧数据进行分析与管

理，分析供能系统特征和用能设备负荷特征，通过时

间尺度、预测算法进行能源需求预测。结合园区特

点，基于对冷、热、电多种能源的生产、传输、转

换、存储、消费等环节的监控，建立需求响应策略。

结合分布式能源供应能力及需求响应资源的潜力预

测，通过需求响应资源、新能源消纳、策略制定、方

案邀约、方案执行、执行监测等，实现需求响应工作

的精益化管控，促进供应侧和需求侧供需平衡，提高

可再生能源消纳。

4.5 多能协同服务系统

多能协同服务系统分为5层，包括终端层、数

据层、站级层、平台层和展示层。终端层采集终端

“电、气、热、冷、水”等多种能源数据，全面整合

能源控制参量、能源运行、能源使用等数据，在站级

系统实现能源业务处理及控制，在平台层实现综合能

源的监测、协同、管理和服务。主要包括能源监测、

能源调控、能源管理、能源服务4大功能。

能源监测通过对区域能源互联网能源供给、能源

网络、能源使用和能源存储等全面监测，实现对园区 
“源-网-荷-储”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及时了解。

能源调控根据冷/热/电负荷需求、各能源生产系

统出力能力和运行状况，形成运行策略，下发给各能

源站级系统并进行效果跟踪。实现能源全寿命周期收

益最优、整体运行成本最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系

统运行特性优化的目标，通过反复调优，最终形成适

合园区的能源系统最优运行方式。

能源管理通过用能计量管理、能源成本管理、能

源构成管理、能耗指标管理、对标管理、能效管理、

节能管理、需求响应等能源管理服务，实现能源精细

化管理。

能源服务针对园区进行能耗分析、用能质量管

理、节能潜力挖掘、设备运行优化、节能诊断、能

源交易、APP服务等服务，综合提供能效服务和节能

服务。

图 6 多能协同服务系统架构图

4.6 多能协同效果分析

园区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为344kW，月均发电量

为3.8万kWh；余热回收月节约燃气量0.61万m3，月节

约热量5.43万kWh；储能月节约电量7.41万kWh。

图 7 多能协同效果图

通过图7可以看出，通过多能协同服务，光伏、

余热回收、储能出力效果比较明显，出力比例大约为

5.8%，年节约电量为199万kWh左右。

5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北方典型科技园区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结合园区能源供应及需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

多能协同服务建设方案进行了研究，在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多能协同服务技术应用模式，并对多能协同效

果进行了分析。

目前多能协同服务研究还需要应用到更多的园区

中，不断地优化和完善，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贾素锦 等：面向园区能源互联网的多能协同服务研究与应用  　55

定局限性，后续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研究：结合园区

实际情况需要对多能流特性和用能特性进行分析研

究，进而提出有效的互补协同方法，挖掘综合能量管

理的效益潜力；根据多能流特征，研究各种影响因

素，提出多能流互补策略，把控多能互补耦合度，发

挥互补的最大效益性；通过建立园区内多能源协调管

理机制，结合园区内各类能源现状、能量转换设备配

置及应用情况，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能源量价关系，

制定配套能源执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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