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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id loa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uncertainty of new energy generation has caused the problem 
of grid load peak and valley difference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traditional variabl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of energy storage is limited by the rated power. If the power 
exceeds the limit, the energy storage charge and discharge power 
will be sacrificed, and there is a problem of waste of capacity 
spa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of energy storage assisted 
power grid peak shaving and valley filling strategy based on 
improved variable power control. The control strategy considers 
factors such as the capacity, power, SOC limit, and charge and 
discharge efficiency of energy storage batteries. It adopts a two-
round iterative method and establishe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variable power charge and discharge is us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apacity and power of the energy storage 
batter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blem of peak-to-
valley load difference of the power gri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improved variabl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i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peak-cutting and valley-filling effects of this 
strategy from both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The 
calculation example shows that the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reduce the peak-to-valley difference of the grid load 
by 7.86%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by 17.81MW, and can be 
applied to the peak-cutting valley filling of the grid load under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Keywords:  improved variable power;short-term load 
forecast;peak clipping and valley filling;energy storage batteries

摘　要：电网负荷逐年速增和新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导致电

网负荷峰谷差问题愈发突显。储能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削峰

填谷受额定功率制约，如果出现功率越限就会牺牲储能充放

电电量，存在容量空间浪费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变

功率控制的储能辅助电网削峰填谷策略设计，该控制策略考

虑储能电池的容量、功率、SOC限制以及充放电效率等因素，

采用二轮迭代法，并建立了储能变功率充放电数学模型，充

分利用储能电池的容量和功率，显著地改善了电网负荷峰谷

差问题。构建的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效果评价指标，从技

术性和经济性两方面评价本文策略的削峰填谷效果。算例

表明，本文所提策略可将电网负荷峰谷差率降低7.86%，标

准差降低17.81MW，且可应用于各种工况电网负荷的削峰

填谷。

关键词：改进变功率；短期负荷预测；削峰填谷；储能电池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电力负荷逐年增加且构成多样化，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7.94 MW[1]，且新能源发电

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随机性，导致电网负荷波动加

剧，负荷峰谷差问题严重。目前多采用分时电价[2]、

增加装机容量和火电深度调峰[3- 5]等解决方式，却严

重影响用户用电满意度和系统运行经济性。因此，亟

需寻找有效手段来降低电网负荷峰谷差，提高电网供

电可靠性。

储能技术具有能量时移等特点[6]，可以通过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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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双向流动对电网负荷进行削峰填谷，改善负荷峰

谷差，降低电网负荷波动。

目前，传统的储能运行控制策略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以恒功率方式运行，如文献[7]中，采用储能恒

功率运行方式，建立了电池储能系统恒功率削峰填谷

优化模型，配合实时控制实现了电池储能系统削峰填

谷功能。文献[8]采用储能恒功率充放电策略，建立储

能系统经济价值评估模型，可根据储能配置制定有效

的削峰填谷控制略。另一种是以变功率方式运行，文

献[9]中提出一种以削峰填谷效果为目标，考虑SOC状

态区间的变参数功率差控制策略，可降低负荷曲线峰

谷差。文献[10-11]以储能变功率控制策略为基础，建

立了含储能系统的经济性评估模型，文献[12]考虑储

能的充放电次数和深度，提出一种基于动态规划的削

峰填谷实时控制方法，均有良好的电网削峰填谷效果。

文献[13]比较了储能系统恒功率控制方式与变功率控制

方式的控制效果，结果表明：与恒功率控制方式相比，

变功率控制策略削峰填谷效果优于恒功率控制方式。

综上所述，无论是传统的恒功率控制策略还是变

功率控制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负荷的削峰填

谷，虽然恒功率控制方式简单，但削峰填谷后的负荷

波动仍较大。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改

善电网负荷峰谷差，其削峰填谷效果可受电池额定功

率严重制约，即当负荷工况中存在“高瘦型”波峰

（或波谷）时为不发生功率越限而造成储能电池的容

量空间浪费，电池利用率低。

同时，基于历史数据分析存在局限性，采用短期

负荷预测可提升控制策略可信度。目前，短期负荷预

测方法主要分为基于统计理论的包括回归分析法、时

间序列法等和基于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等两类方法[14-16]。文献[17]将神经网络融合的思想应

用于短期负荷预测领域，提出一种基于多神经网络融

合的预测方法。文献[18]提出了考虑实时气象耦合作

用的时域卷积网络短期负荷预测方法。这些负荷预测

方法均可为本文所用。

本文先介绍了电池储能系统的运行机理，基于短

期负荷预测的负荷曲线，分别考虑电量和功率约束，

采用二轮迭代对储能充放电边际功率进行迭代修正，

进而确定储能动作的时间及其深度。最后，通过算

例，将传统和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在不同储能配置下

对电网负荷的削峰填谷效果进行对比。

1	 含储能的系统运行机理

含电化学储能的电力系统一般包括发电厂电源、

新能源发电、储能系统和各类用户负荷等[19]，其系统

一次系统如图1所示。

图 1　含储能的电力系统
Fig. 1　Power system with energy storage

电网为接纳新能源发电，导致电网中负荷峰谷差

和负荷波动均增大。将电池储能应用于电网中，使其

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充当负荷，从电网中以谷时电价购

买电能吸收储存起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充当电源，

以峰时电价向电网中售卖电能，从而释放电能，削峰

填谷示意图如图2所示。这样不仅能降低系统负荷峰

谷差，减小电网负荷波动，同时储能企业还能通过

“低储高发”获取电量收益。

图 2　储能削峰填谷原理
Fig. 2　The principle of load peak shaving for energy storage

2	 削峰填谷控制策略

2.1	 基于时间序列法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

时间序列法是通过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揭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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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迚而预测现象未来的走势。时间

序列法的自回归模型（AR）所需资料不多，可用自

变量数列来进行预测，其预测原理是用现时的干扰和

有限项过去的观测值来预测模型的现时值。自回归模

型AR的数学表示方法为：

0 1 -1 2 -2 -t t t p t p tx x x xϕ ϕ ϕ ϕ ε= + + + + +�    
 
（1）

式中，φi (i=1,2,…,p)为自回归系数；xt为一个时间序列；

ɛt为一个白噪声。

则基于一定历史负荷数据作为历史数据样本
his his his
load, load, 1 load,{ }k k k pP P P− −� 的未来时段预测负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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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

2.2.1	 储能充放电模型

1）充放电功率模型

储能变功率充放电功率模型与负荷预测曲线Pload、

充放电边际功率曲线Pb1和Pb2有关，受储能额定功率

Pm限制。1天内储能充放电功率Pc,t为：

   b1, load, b1 load,

b2, load, b2 loac d,, =
t t t

t t tt

P P P P
P P P PP

− >
 − <



      

（3）

需要满足功率约束：

                            c, mmax[| |]tP P≤
 

（4）

2）充放电电量模型

储能变功率充放电电量模型与储能充放电功率Pc,t

和储能初始电量E0相关，受储能额定容量Em、充电效

率ηc和SOC范围限制。1天内储能充放电电量Ec和Ed分

别为：

          c, c c,c

d c, c,

    0

      0
t t

t t

P P

P P

E dt

E dt

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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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需要满足电量约束：

                max m max 0· E E SOC E= −  
 

（6）

                       max c dE E E≥ ≥
 

（7）

2.2.2	 控制策略

为了改善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中储能容量利用率

低的不足，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采用二轮迭代分别满

足电池容量约束和功率约束，实现在负荷曲线存在

“高瘦型”波峰（或波谷）时亦可充分利用电池容量

空间。

首轮迭代仅考虑电量约束，以储能电池实际充放

电电量相等且等于电池最大可充放电容量Emax为原则，

采用步长ΔP1迭代初步确定储能充放电边际功率水平

线，首轮迭代需满足约束条件：

       c d

max c d

max c

E E
E E E
E E

ε

µ

− ≤
 ≥ ≥
 − ≤

  

（8）

第二轮迭代考虑电池功率约束，按照电量恒等原

则，即保证储能实际充放电电量恒等于电池最大可充

放电量Emax，以高精度步长ΔP2迭代修正储能充放电

边际功率曲线，实现储能受限电量转移。以“高瘦

型”负荷波峰为例，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的二轮迭代

原理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 3　二轮迭代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cond iteration

根据首轮迭代的Pb2可得峰荷时期各时刻的储能放

电功率 d,cn tP ：

            
d, d, d, 1 d,c c c cn n n n
t i i jP P P P+= �

 
（9）

式中，n为二轮迭代修正次数； i， j分别表示第 i个
功率越限点和功率越限点数；将越限功率集合设为

d,1 d,2 d,{ c c c }n n n
mP P P� ，记 d,cn kP 为越限功率集合中

绝对值最大放电功率，则k时刻点对应受限转移电量

t
nE 为：

                  
t d, m=(| c | )n n

kE P P t−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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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d, m2c =n
kP P− ，同时Pb2以ΔP2逐级向下迭代修

正，修正后储能实际放电电量Ed为：

                
d d,cn tE P dt= −∑∫   

 
（11）

满足 E m a x - E 0 ≤ μ时，一次迭代完成；满足

d, mmax[| c |]n
tP P≤ 时，二轮迭代完成。二轮迭代完成

后受限转移电量Et：

                0 1 1
t t t t= + nE E E E −+�  

 
（12）

迭代修正后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 4　含迭代完成后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after completion of iteration

具体步骤详述如下：

第一轮迭代以充放电电量相等为原则，考虑储能

电池的额定容量、SOC范围、充放电效率等约束，设

定一合理电量初始值，使储能电池在经过一个运行周

期（1天）后能恢复到初始状态，初步确定储能充放

电边际功率水平线Pb1、Pb2。

步骤1：输入预测负荷曲线和储能电池类型及配

置，设定初始电量值E0、第一次迭代步长ΔP1以及大

于且近似于0的ɛ；
步骤2：以1个周期内负荷峰值Plmax和谷值Plmin的

均值Pb作为迭代初值，以步长ΔP1向下迭代，计算储

能充电电量Ec，直到满足Emax-Ec≤ɛ，从而确定充电边

际功率Pb1，计算谷荷时期储能充电功率；

                           
b1 b1 1·P P n P= − ∆

 
（13）

步骤3：同理，以步长ΔP1向上迭代，计算储能

放电电量Ed，直到满足Ec-Ed≤ɛ，确定放电边际功率

Pb2，计算峰荷时期储能放电功率。具体流程如图5
所示。

图 5　一轮迭代流程图
Fig. 5　The first round of iterative flowchart

第二轮迭代以首轮迭代计算电量恒定为原则，考

虑储能电池额定功率约束，以高精度步长ΔP2进行迭

代，优化修正储能充放电边际功率曲线，进而计算出

储能各时间点的充放电功率，步骤详述如下：

步骤1：根据第一轮迭代初步确定的储能放电边

际功率Pb2和预测负荷曲线，从负荷峰值开始，逐级向

下寻找储能放电功率越限的情况；

步骤2：若储能放电功率在i时间点发生越限，则

将该时间点放电功率置为储能电池额定功率，同时，

储能放电边际功率水平线以步长ΔP2逐级向下迭代，

直至放电电量满足Emax-Ed≤ɛ，重复步骤1，待储能放

电功率均满足电池功率约束，确定储能放电边际功率

曲线，从而计算储能各时刻放电功率；

步骤3：同理，可确定谷荷时期储能充电边际功

率曲线，进而计算储能各时刻充电功率。

3	 储能改进控制策略评价指标

为了评价不同控制策略对电网负荷削峰填谷的
效果，从技术性和经济性两个角度提出如下3个评价
指标。

1）负荷峰谷差率
负荷峰谷差率描述一个或多个采样周期内电网负

荷的波动范围，其数值越小，表示负荷的波动范围
越小。

   ( )lmax, lmin, lmax,
1= - / 100%i i iP P P
i

β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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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采样周期数β为负荷峰谷差率；Ploadmax,i和

Ploadmin,i分别为第i天负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负荷标准差

日负荷标准描述一个或多个采样周期内电网负荷

的离散程度，其数值越小，表示负荷的离散程度越

小，即负荷波动越小。

   ( )d, d high c, low
1= i iI E p E p
i

η⋅ ⋅ ⋅∑  
（15）

式中，S为负荷标准差；n为一个采样周期内的时间点

数；Pload,i,j为第i天第j时刻负荷大小；Paverage,i为第i天负

荷的平均值。

3）储能电量收益

当系统中储能配置确定时，可以用日储能低储高

发电量收益平均值I来从经济性角度反映控制策略的

优劣[20, 21]，表示为：

   ( )d, d high c, low
1= i iI E p E p
i

η⋅ ⋅ ⋅∑  
（16）

式中，I为日储能电量收益均值；phigh和plow分别为峰时

电价和谷时电价；ηd为储能放电效率。

4	 算例分析

4.1	 算例数据

本算例采用东北某局域电网2019年6月历史负荷

数据，采样间隔15 min，滚动预测未来1周负荷数据，

预测负荷曲线如图6所示，负荷最大值为2288.1 MW、

最小值为1886.6 MW、平均值为2063.7 MW，系统中

火电装机容量为3200 MW。该电网的峰谷电价如表1

所示。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例，采用如表2所示两种储

能配置对预测负荷进行削峰填谷。

图 6　1周预测负荷曲线
Fig. 6　One week forecast load curve

表 1　该地区电网的峰谷电价
Table 1　Peak and valley electricity prices in the region

参数 谷值电价 平值电价 峰值电价

价格/(元/kWh) 0.414 0.782 1.149

时段 23:00~7:00
7:00~8:00

11:00~18:00
8:00~11:00
18:00~23:00

表 2　两种储能配置参数
Table 2　Two kinds of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参数 配置一 配置二

额定容量/ MWh 800 400

额定功率/ MWh 200 100

充电效率/ % 0.9 0.9

放电效率/ % 0.9 0.9

SOC范围 0.1~ 0.9 0.1~ 0.9

初始电量/ MWh 120 60

4.2	 算例结果分析

采用上述两种配置的电池储能分别以传统和改进

变功率控制策略对1周预测负荷曲线进行削峰填谷，

其削峰填谷效果对比分析如下。

4.2.1	 削峰填谷后等效负荷曲线

两种配置下的电池储能以传统和改进变功率控制

策略削峰填谷后的第1天等效负荷曲线如图7所示，可

直观看出，图7（a）中，在配置一的情况下，两种控

制策略的等效负荷曲线均向中间“汇聚”，明显的负

荷尖峰被“剔除”，且二者并无明显区别；图7（b）
中，在配置二的情况下，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的等效

负荷曲线比传统变功率的等效负荷曲线更“集中”，

可见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应用时受储能配置或负荷工

况制约，适用性较弱。

（a）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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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配置二

 

（a）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

（a）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

图8　两种控制策略下储能充放电功率和SOC变化曲线

Fig. 8　Energy storage charge-discharge power and change curve 
of SOC under two control strategies

4.2.3	 控制策略评价对比

采两种控制策略对1周内预测曲线削峰填谷后评

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 3　削峰填谷评价指标对比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of load peak shaving

评价指标 预测负荷
传统变功率
控制策略

改进变功率
控制策略

β/ MW 86.45 65.90 48.64

S/ % 15.48 9.00 7.62

I/ 万元 0 8.57 18.60

从削峰填谷效果来看，采用传统变功率控制策略

和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均能降低电网负荷的标准差和

日峰谷差率。其中，采用本文所提控制策略效果更

好，负荷标准差下降高达37.81MW，峰谷差率下降平

均值达7.86%；从经济性角度来看，采用本文策略可

在相同的储能配置下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5		 结论

针对电网中负荷峰谷差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采

用二轮迭代的改进变功率控制策略，用于储能参与电

网负荷削峰填谷的系统，通过实际电网数据与传统变

功率控制策略进行对比，主要结论如下：

1）从削峰填谷效果角度，本文所提策略更好地

降低了负荷峰谷差率和标准差，提高电网供电可靠

性，具有更好的优越性，同时提高系统经济效益。

2）从储能电池自身价值角度，本文所提策略可

提高储能电池的利用率，避免造成资源浪费，适用于

各种工况负荷的电力系统。

3）从指导储能建设角度，本文所提策略还可以

根据目标削峰填谷效果反推储能配置，从而为储能建

设提供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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