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energy 
appli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wer market,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oper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there is 
a need to organize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wer market. Virtual power plant, as a kind of market-
oriented operation of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of large-scale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by making use of the flexibility 
of its organizational mode.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power plant, combining with the canvas 
model theory, from the market main body, technical skills, 
customer segmentation, key business, profit mode, investment 
mode, organization pattern design of seven aspects of virtual 
power plant business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virtual power 
plants operating in the process of energy flow, cash flow and 
value flow, in the hope of a virtual power plants in electricity 
market environment operation provides new train of thought.

Keywords:virtual power plant;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canvas model; business model

摘  要：随着分布式能源的快速发展应用和电力市场的建立

完善，无论是从系统运行的角度还是从分布式电源的角度，

都有组织分布式电源参与电力市场的需求。虚拟电厂作为

分布式电源市场化运营的一种方式，利用其组织方式的灵活

性，能更好地适应大规模分布式电源市场化运营的需要。本

文基于虚拟电厂的内涵和特征，结合画布模型理论，从市场

主体、技术能力、客户细分、关键业务、盈利模式、投资模

式、组织模式七个方面设计虚拟电厂的商业模式，探讨虚拟

电厂运营过程中的能源流、资金流和价值流，以期为电力市

场环境下虚拟电厂的运营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虚拟电厂; 市场化运营; 画布模型; 商业模式

0	 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的能源发展都趋向更加清洁、低碳

的能源体系，分布式能源、终端用户、电动汽车的再

电气化程度大大增加。在配电网未来的发展中，将出

现越来越多的分散式发电和有源负荷，更多电能用户

的角色将发生转变，即由电力消费者变成电力产消

者。从技术上来说，分布式能源、储能、电动汽车、

可控负荷等元素的加入，对电网运行的安全可靠性提

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接入电网的规模不断扩大以

后，这些元素的位置分散、波动性大、可控性差、随

机性强的特点将表现地愈加明显，对技术方面提出新

的挑战[1]。从经营上来说，针对分布式能源、储能、

电动汽车、可控负荷等分散资源发展，还没有成熟的

商业模式，如何激励其与大电网进行友好互动，也还

没有可行的实施路径。虚拟电厂具有较为灵活的组织

方式，本质上就是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提出的这样

一种技术和商业模式，能更好地适应大规模分布式电

源市场化运营的需要和未来清洁低碳发展趋势，为规

模小、数量多的分布式电源参与市场提供一种可行途

径[2]。

目前，虚拟电厂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欧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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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和实

施。自2007年到现在，欧美各国形成了一些可供借鉴

的经验，陆续开展了很多小规模的虚拟电厂示范项目

[3]。初期所开展的虚拟电厂项目主要功能是聚合多个

中小型的分布式发电单元，实施的国家包括德国、英

国、西班牙、法国、丹麦等[4]。北美应用来说，主要

推进利用用户侧可控负荷的需求响应。在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和日本率先开展虚拟电厂的研究和应用。国

内虚拟电厂的发展整体来说还处于试点研究阶段，尚

未形成成熟的虚拟电厂成套解决技术方案[5]。试点建

设方面，2017年，江苏建成并投运首套针对清洁能源

大规模消纳的源网荷智能电网系统，可以看作是世界

首个最大规模虚拟电厂[6]。总之，虚拟电厂就是一种

以用能客户为中心，以电力市场为平台的源网荷储聚

合管理模式。

1	 虚拟电厂概述

1.1 虚拟电厂的概念

分布式风力发电、分布式光伏、热电联产电厂、

小水电、储能等分布式电源具有间歇性强、容量小、

地理位置分散等特点，尚不具备单独接入电网运行的

条件，虚拟电厂就是将它们进行有效的聚合，从而统

一接入电网，参与电力市场[7]。虚拟电厂本质上是一

种管理运营模式，并不改变其系统中分布式电源的类

型、容量大小和地理位置，而是对各组成单元进行聚

合优化，因此要求系统内能够实现统一控制和统一管

理，进而以整体的角色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或电网调度

运行。一个独立的配电网区域内，可以同时存在多个

虚拟电厂。本文将虚拟电厂定义如下，它利用计量控

制、信息通信、调度优化等技术聚合各种分布式电源

（含储能）和可控负荷，具有统一控制和协调能力，

以单个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竞争或电网调度运行，

实现分布式能源的灵活控制和协调优化运行，保证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8]。

根据功能和目标的不同，可以进一步把虚拟电厂

分为商业型虚拟电厂和技术型虚拟电厂[9]。商业型虚

拟电厂整合多个内部单元，对内职责体现为统一调度

和控制管理，对外角色体现为以统一的整体参与电力

市场交易，实施联合竞标报价，重点强调虚拟电厂在

电力市场中的作用。商业型虚拟电厂也可以看作是机

组的优化组合，即通过聚合各种分布式电源和负荷，

提高各自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商业型虚拟电厂凭借其

运行特点和在电力市场中的地位，通过竞价等手段获

得经济收益[10]。技术型虚拟电厂强调虚拟电厂的技术

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的支

撑，对内同样实施统一管理控制，对外则更多参与系

统控制调度以及调频调压等辅助服务。

1.2 虚拟电厂的特性

由虚拟电厂的定义可知，虚拟电厂由含储能在内

的分布式电源、可控负荷单元等内部单元聚合而成，

构成元素多样，结构灵活，表现出虚拟性、双重性、

互补性和清洁性等特征。

一是虚拟性。虚拟电厂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的实

体，并非传统电厂的概念。分布式单元分布比较零

散，虚拟电厂不受地域的限制，把这些单元聚合在一

起，实施统一的调度管理。虚拟电厂的资产所有权、

技术特征、发电实体均具有虚拟特性。虚拟电厂中包

含的分布式单元与虚拟电厂运营商签订合同，接受统

一调度控制，由此获得一定收益，虚拟电厂并不拥有

分布式单元的所有权[11]。虚拟电厂表现出来的技术特

性，也具有虚拟性，如爬坡约束等技术指标，是其中

分布式单元的技术特性。

二是源荷双重性。虚拟电厂中既有电源，也有负

荷，具有双重属性。当虚拟电厂中电源发电量超过内

部负荷时，对外体现出电源性，向电网出售超出的电

量；当电源发电量少于内部负荷时，对外呈现负荷特

性，向电网购买所需电量[12]。

三是可控互补性。虚拟电厂中包括风电、光伏等

间歇性电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虚拟电厂通过统

一调度管理，可以实现各单元之间的协调互补，实现

资源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对外出力的可控性[13]。

四是发电清洁性。虚拟电厂中包含大量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相比传统电厂的发电方式，减少了化石燃

料的消耗，有助于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近距离

的传输使用，大大减少了能量损耗。

2	 商业模式画布

奥斯特瓦德画布模型也称商业画布模型，将商业

模式细分为四个主要界面，即，客户界面、提供服务

界面、基础资产界面和财务界面。这四个界面下设有

九个模块，分别为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

客户关系、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

作和成本结构[14]。通过各个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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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商业模式的发展与变化。本文基于虚拟电厂运营的

特点，对奥斯特瓦德画布模型进行再应用，从市场主

体、技术能力、客户细分、关键业务、盈利模式、组

织模式六个方面设计虚拟电厂的商业模式。其中，市

场主体部分从虚拟电厂的定义和内涵出发，分析虚拟

电厂的市场参与者，厘清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技术

能力部分重点分析虚拟电厂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技

术，剖析虚拟电厂实施的关键所在；客户细分部分主

要界定了虚拟电厂应用场景，指出在哪些情况下通过

虚拟电厂的实施能够获得收益或提高电网灵活性等目

的；关键业务中分析虚拟电厂参与的电力市场交易种

类；盈利模式分析虚拟电厂各市场主体的获利来源；

组织模式分析虚拟电厂的实施路径，指出各主体的职

责与互动关系。

3	 虚拟电厂商业模式画布要素

3.1 市场主体

虚拟电厂内部主体包括分布式电源、储能、可控

负荷、虚拟电厂运营商等，其中分布式电源包括风

电、光伏等，可控负荷包括工商业、社区、居民用户

等。外部主体主要是电力市场交易主体，包括电网公

司、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等。

虚拟电厂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各类交易，整合电

源、负荷等柔性资源，虚拟电厂运营商是一个中间角

色，既负责内部主体的整合，也负责与外部大电网、

发售电企业间的信息交换，通过协调调度运行，提高

电力系统经济性和可靠性[15]。虚拟电厂主体运营框架

如图1所示。

图 1 虚拟电厂框架图
Fig. 1 The frame of virtual power plant

通过对国外虚拟电厂运行实践的研究，可以发现

大多是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来协调管理分布式电源等单

元，并统一开展交易活动。现阶段，电网企业不可以

直接进行电源的投资和运营，需要积极培育专业的运

营商进行运营管理，制定政府主导、系统调度机构和

供电公司负责实施的虚拟电厂运营管理方案。

3.2 关键技术

协调控制技术。分布式能源的出力具有波动性和

间歇性，不同的分布式能源的出力特性也有所区别。

虚拟电厂利用多种分布式能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互

补特性，发挥聚合能源的功能，实现各种分布式能源

的协调控制和管理。在虚拟电厂运行过程中，协调控

制可以集中控制、分散控制以及完全分散控制三种方

式进行。在集中控制模式下，虚拟电厂主要是通过统

一控制协调中心，接收并处理所有单元的信息，并对

所有的发电或负荷单元进行控制，这种方式下，可能

存在兼容性差和可扩展性差等问题。分散控制模式

下，虚拟电厂可以形成多层次结构，使虚拟电厂内的

组成单元模块化，从而改善集中控制模式下出现的一

些问题。完全分散控制模式下，由专门的数据中心来

交换与处理信息，将虚拟电厂划分为各自独立的子单

元，根据接收的信息，各单元独立进行优化运行。完

全分散控制的虚拟电厂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扩展性，

在电力市场环境下更易操作。

智能量测技术。智能量测技术主要应用于虚拟电

厂中的设备层，精准获得用户的电、热气、水等数

据，并通过通信网络将虚拟电厂控制中心与用户紧密

相连，为虚拟电厂系统的运行提供基础信息。

信息通信技术。虚拟电厂采用双向通信技术，接

受虚拟电厂内各单元状态、运行情况等信息的同时，

也可以发送控制信号给相应的控制单元。在不同的场

景下，虚拟电厂应用的通信技术不同，如家庭用户和

发电机组对通信网络有不同的要求。和一般的通信系

统相比，虚拟电厂的通信对可靠性、经济性、安全

性、综合性的要求更高，双向的数据交换需要标准化

的通信协议[16]。

3.3 客户细分

园区。主要是包含分布式能源的园区，通过虚拟

电厂运营可以大幅度提高风电、光伏等分布式电源的

管理能力。虚拟电厂拥有统一的监控运营平台，可以

解决分布式电源监控管理的标准化问题，提升园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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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电源的运营可靠性，建立运行统一标准[17]。

城区。以负荷密集为特征，虚拟电厂在此场景

下，主要组成单元是企业、居民等可控负荷，可以灵

活进行削峰填谷，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乡村或郊区。以储能、大规模分布式能源构成为

特征，通过虚拟电厂运营，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提升持续供电能力。

3.4 关键业务

1）虚拟电厂可以整合风电和光伏发电等可控性

较差的发电资源，作为统一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竞

争。虚拟电厂可参与多个电力市场，包括日前市场、

现货市场、双边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在每个交易

时段，虚拟电厂可以选择作为发电商还是作为用户参

与市场，通过对风电和光伏等分布式能源出力预测信

息，再依据电网供需情况和电力市场的电价变化预

测，制定虚拟电厂内各发电单元的优化运行策略和竞

价策略，尽可能在高价时售电，实现虚拟电厂、内部

发电单元和电力市场的共赢。

2）虚拟电厂运营商直接向内部用户开展售电业

务、差异化电力服务和相关增值服务。虚拟电厂参与

电力市场中的零售环节，购买虚拟电厂内部不能满足

的差额电力，再以一定的价格卖给用户。考虑虚拟电

厂内用户不同的用电需求和用电偏好，利用分布式能

源向用户提供差异化电能方案。为用户提供能源托

管、用能规划、设备运维等增值服务。

3）虚拟电厂通过调度灵活性资源参与辅助服务

市场。可控分布式能源、储能、电动汽车、可控负荷

等单元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控性，虚拟电厂主要

提供储能调峰、可中断负荷调峰、可转移负荷调峰、

电动汽车调峰、黑启动等辅助服务。电动汽车主要是

通过激励机制引导用户的有序充电，充分利用分布式

能源，在峰谷不同时段优化充放电方式，改善负荷

特性。

3.5 盈利模式

基于虚拟电厂的关键业务分析，虚拟电厂运营商

盈利模式如下：

1）虚拟电厂调控内部储能设备，通过电价机制，

低价时段充电，高价时段放电，获得价差收益。

2）虚拟电厂调控内部风电、光伏等分布式电源

参与批发市场竞价交易，提高在高电价时段的发电

量，获得相应收益。

3）虚拟电厂调控内部可控负荷，利用激励补偿

机制等手段，减少用户在高电价时段的用电负荷。

4）虚拟电厂通过可中断负荷和可转移负荷的共

同作用，利用电力市场价格波动，调节分布式电源出

力、需求响应，实现低谷用电、高峰售电，在高电价

时段，出售更多的电量，获得收益。

5）虚拟电厂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电力产品、增值

服务等收取相应费用。

6）利用分布式能源、储能装置等启动速度快、

出力灵活的特点，参与电网的辅助服务，获取收益。

分布式电源、柔性负荷、储能及电动汽车等通过

考虑其对虚拟电厂系统的价值贡献度进行价值分配，

共享收益，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响应时间、调节

速率、调节深度等。

3.6 投资模式

虚拟电厂的投资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市场主体包

括政府等相关监管部门、设备供应商、工程建设公

司、运行维护公司、节能服务公司、电网公司及用户

等。根据虚拟电厂内部分布式能源投资所有权之间的

差异，将虚拟电厂的投资模式分为独立主体模式和多

投资主体模式。

1）独立投资模式。

独立投资模式下，在分布式电源建设过程中，虚

拟电厂采用独立方式，完全承受和获得运营的风险收

益。该种投资模式下，对投资主体的资金、人力、建

设、管理运营等能力均有很高的要求。虚拟电厂一方

面通过参与市场交易获得最大收益，另一方面优化各

种分布式电源的发电策略或竞价策略，实现虚拟电厂

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多元投资模式。

多元投资模式下，虚拟电厂中的各种分布式能源

都由各自的独立运营商投资建设，虚拟电厂通过与独

立运营商签订合同等方式购电，进而统一集中调度从

独立运营商购买的分布式电源发电量。虚拟电厂参与

市场交易获得的收益也在各分布式电源的投资主体间

按约定方式分配。该种投资模式下，对虚拟电厂的资

金、人力等要求都有所降低。虚拟电厂仅仅关注市场

交易与合同约定价格之间的差价收益，而分布式电源

本身的发电成本和发电效率转由各独立运营商考虑。

3.7 组织模式

虚拟电厂组织模式如图2所示。现阶段的电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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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下，虚拟电厂主要通过调度灵活性资源为电网

提供辅助服务。未来，随着售电市场的开放和电力市

场机制的建设完善，虚拟电厂可以参与各级电力市场

交易。

图 2 虚拟电厂运营组织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virtual power plant operation

虚拟电厂运营商与其内部各组成单元之间是委托

代理关系，运营商负责与电网、发电企业、售电企业

等外部主体进行信息交换，一方面可以作为售电企

业，代表虚拟电厂中的众多负荷用户开展购售电交

易，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辅助服务提供商，通过参与辅

助服务市场得到相应的补偿费用。此外，虚拟电厂运

营商也可以实施需求响应，利用峰谷分时电价获取收

益。虚拟电厂能够聚合大量的灵活性资源，这一特点

决定了虚拟电厂参与辅助服务交易是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虚拟电厂运营商参与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后，可以

通过事先约定的方法或基于各类资源的价值贡献度实

施价值分配。

分布式能源在虚拟电厂中最重要的电源供应，通

过统一调度，分布式光伏、分布式风电、储能、电动

汽车等分布式能源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电能。在

虚拟电厂运营过程中，分布式电源也要为其它参与辅

助服务响应的主体支付经济补偿。

可控负荷主要是参与辅助服务和实施需求响应。

费用结算时，有两种情况，一是可控负荷的购电成本

大于其参与辅助服务和需求响应所提供的收益补偿，

一种是购电成本小于收益补偿费用，前者可控负荷主

体需要向虚拟电厂运营商支付差额费用，后者可控负

荷主体可以获得虚拟电厂运营商支付的差额费用。

储能，一般包括分布式储能、抽水储能电站、电

动汽车等，在虚拟电厂中主要通过调节充放电行为参

与辅助服务或者需求响应。费用结算时，也有两种情

况，一是储能主体的购电成本减去卖电收益后，仍然

比其参与辅助服务和需求响应所获得的收益补偿多，

二是比其参与辅助服务和需求响应所获得的收益补偿

少，前者储能主体需要向虚拟电厂运营商支付差额费

用，后者储能主体可以获得差额再支付收益。

4	 结论

本文从虚拟电厂的概念和特征出发，应用商业模

式画布理论，分别从市场主体、技术能力、客户细

分、关键业务、盈利模式、投资模式和组织模式七个

方面分析了虚拟电厂市场化运营中的关键要素，基于

虚拟电厂在电力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运营中的不同功

能，探索了虚拟电厂商业模式的实施路径。虚拟电厂

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功能，增强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

荷参与系统运行和市场交易的能力，作为分布式能源

的有效聚合形式，虚拟电厂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随着未来核心技术的发展和电力市场交易的进一步放

开，虚拟电厂的作用和功能会更加明晰。本文旨在探

讨虚拟电厂潜在的商业模式，相关分析对虚拟电厂应

用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虚拟电厂在系统运行和市场交易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新能源发电厂参与系统平衡的

电量进行预测，以虚拟电厂形式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

服务，进而为系统平衡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虚拟电

厂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在批发市场中进行交易，根据

供需关系平衡参与交易的投资组合。本文虚拟电厂的

商业模式设计，通过对市场主体、技术能力、客户细

分、关键业务、盈利模式、组织模式六要素的分析，

旨在提供一种虚拟电厂商业化运营新模式，为市场参

与主体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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