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software simulation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typica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 virtual power plant firstly, and then combines multiple 
engineering companies to build a laboratory test platform 
based on cloud technology, edge gateway equipment and RT-
LAB simulation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engineering 
verifi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research of virtual power 
plant technology. This platform was used to test the command 
communication speed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tested virtual 
power plant control system, and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control modes of equipment power direct control 
and centralized power comm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d dat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ystem command 
decomposition time is about 10 s, the communication time is 1-2 
s, and the edge gateway power command serially sends the lag 
time 1-2 s.

Keywords:virtual power plant; test platform; real-time 
simulation; cloud technology; RT-LAB

摘  要：针对目前虚拟电厂多为经济性计算、软件仿真的现

状，首先阐述了虚拟电厂典型实施方案，然后联合多家工程单

位，基于共有云技术、网关设备、RT-LAB仿真环境搭建了虚

拟电厂实验室测试平台，首次为虚拟电厂技术研究提供了工程

验证与性能优化手段，利用该平台对虚拟电厂系统指令通信速

度和初步控制策略进行了测试，验证了设备功率直接控制、功

率指令集中下发两种控制模式的有效性，基于实测数据可得到

虚拟电厂控制中心指令分解时间约10 s，通信时间1~2 s，网关

设备指令串行下发滞后时间1~2 s。

关键词：虚拟电厂；试验平台；实时仿真；云技术；RT-

LAB；

0	 引言

近年来，国内电力系统正呈现两方面的转变，一

是分布式发电（distributed generation，DG）由“安装

即忘”转变为群调群控，以克服占比逐渐增大的DG

对电网稳定性带来的不良影响[1-3]；二是电网由计划统

筹运行方式转向基于市场交易的运营方式[4-5]，虚拟电

厂（virtual power plant, VPP）作为一种区域多分布电

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聚合方案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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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两点。虚拟电厂是不改变DG的并网运行方式，

基于协调控制、智能计量、即时通信等技术将分布式

风光、储能、可控负荷、电动汽车等分布式能源聚

合，并通过更高层级的软件计算架构实现多个DER的

协调优化运行[6]，以实现发电成本最小、污染排放最

小、收益最大化等目标[7]。

国内对虚拟电厂的研究多聚焦于国外项目启示[8-9]、

商业模式与经济性分析 [10-13]、协调控制技术仿真研

究 [14-19]，多为模式分析、软件仿真，鲜见项目落地方

案和落地前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本文阐述了虚拟电厂工程实施典型方案，基于典

型方案，风光储并网运行技术国网重点实验室联合多

家技术厂商，以最大限度还原工程实际为目标，搭建

了虚拟电厂系统测试平台，其中采用RT-LAB实时仿

真器动态模拟多个受控DERs，基于此平台，对虚拟

电厂上层控制策略、各环节通信性能进行测试。本测

试平台作为虚拟电厂测试床在第83届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大会上首次公开展示。

1	 虚拟电厂典型实施架构

虚拟电厂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20]:一是VPP对内具

备自我监控和管理的功能和权限，将相互分散的、个

体不可控的发电或者用电单元组成一个可控整体；二

是VPP对外应加具备参与电网调度运行和市场交易的

功能和权限。接入大电网的虚拟电厂起到了连接电网

需求和无序能源的中间桥梁作用。

基于上述特征，VPP的构成分为三个部分：

1）实时采集单元。采集受控单元用电和发电信

息上送到中央控制单元，作为计算依据，同时可将上

层功率指令下送到被控单元。

2）中央控制单元。接收和调用外部功率指令和

DERs实时运行数据进行信息汇总和决策分析。

3）通信网络。包含通信线路和接口设备，确保

VPPCC、实时采集单元、DERs之间信息交互的安全

与通畅。

NEXT Kraftwerk是德国大型的虚拟电厂运营商，

管理了超过2400个分布式发电设备，包括生物质发电

装置、热电联产、水电站、灵活可控负荷，风能和太

阳能光伏电站等，规模1450 MW。该公司在发电端

（风电/光伏）安装远程控制装置NextBox，通过该硬

件将电源集成到虚拟电厂平台；根据电源运行参数、

市场数据和电网状态，对各个电源进行控制，参与电

力市场交易。虚拟电厂运营商不需要投资基础设施，

就可获取能源交易收益。

特斯拉正在澳大利亚建设的虚拟电厂计划将5万
栋房屋接入VPP控制平台，每栋房屋装有5 kW光伏和

13.5 kWh储能电池。据澳大利亚能源部的说法，2019
年10月，昆士兰州一个燃煤机组离线跳闸，供电量减

少了748 MWh导致系统频率降至正常水平以下，VPP
检测到频率下降，立即通过住宅电池向电网注入电

力，帮助系统频率恢复至稳定水平。

由此可总结虚拟电厂控制系统典型结构如图1
所示。

1）不进行电网结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改变

DERs已有的并网结构与运行方式，但需要增计量与

通信设备，敷设通信网络。计量设备最基本的功能是

测量和读取受控单元的电、气、热等消耗量和生产量

并通过通信设备实时或者打包上传，同时运营区域内

配网各线路电压、频率等运行参数也需要实时测量与

上传。虚拟电厂采用双向通信技术用于接收各单元当

前状态信息、向控制目标发送控制信号；对于不同的

场合可采用不同的通信技术，对于大型机组，可敷设

基于104、101规约的传统遥测系统，随着分散各地的

DERs增加，电力载波技术、GPRS 4G/5G等支持即插

即用功能的无线通信技术越来越受欢迎。

2）并入电力系统的虚拟电厂一般采用三级控制

架构。上层为电网调度或电力交易中心，调度部门根

据当前电网功率盈缺向电厂下发功率指令，同时接收

各电厂上传的运行和状态数据实时计算；交易中心完

成与电力市场交易申请与结算；中间层为虚拟电厂控

制中心（VPP control center, VPPCC），为系统的核心

部分，上层功率指令与设备运行数据均汇聚于此，通

过内部中央控制单元，将上层功率分解下发，以达到

虚拟电厂经济性最优等目的；第三层为DER执行层，

分散到各处的DERs若均与VPPCC直接通信，需敷设

大量有线网络或增加大量的无线通信设备，所以一般

在DERs与VPPCC之间增加添加一个网关设备，起到

两个作用：①数据整合，双向通信。就近将一个范围

内的DERs实时运行数据通过有限通信方式汇集起来，

集中上传到VPPCC；接受上层功率指令，内部分解后

下发给DERs；②计算功能。例如商业楼宇的空调系

统控制，中间层向下下发指令为降低功率50kW，网

关设备接到功率指令后将功率指令转变为温度指令

“升高5℃”，然后下发；多个网关设备互为备用，若

某一个网关信号出现问题，下属DERs自动切换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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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网关设备。

2019年12月，国网冀北公司虚拟电厂示范工程投

运，一期实时接入与控制电采暖、可调节工商业、智

能楼宇、储能、充电站、分布式光伏等11类19家可调

资源，容量约16万kW，涵盖张家口、秦皇岛、廊坊

三个地市。

图 1 典型虚拟电厂实施架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virtual power plant 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2	 系统测试平台搭建

2.1	 构建系统架构

为最大程度还原实际工程运行架构，基于虚拟电

厂典型实施架构，联合工程实施单位构建了虚拟电厂

实验室测试平台，如图2所示。

该平台暂未与调度系统连接，最上层采用手动

下达功率指令的方式；中间层基于华为公有云平台

进行搭建，包括VPPCC和物联网（IOT）两个模块，

VPPCC模块由北京科越搭建，具备系统能量管理和双

向通信功能，可通过网页在线显示被控DERs实时运

行数据，其软件界面如图3所示；IOT模块具有数据安

全接入、可靠存储、有效调用的功能；DER执行层中

的VPP智能网关由金智科技研发，如图4所示，其对

上采用GPRS 4G通信，对下与DERs通过Modbus链接。

RT-LAB仿真器是一种模块化数字实时仿真器，

常被用作：① 作为控制器，对实际被控硬件设备进行

实时控制[21]；② 作为被控对象，用实际的控制器对其

进行控制[22]。本测试平台基于RT-LAB仿真器搭建了

多种DERs，模型种类与容量如表1所示。

图 2 实验室测试平台架构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aboratory test platform architecture

图 3 VPP运行管控平台界面
Fig. 3 VPP oper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interface

图 4 VPP智能网关
Fig. 4 VPP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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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仿真模型搭建

1）RT-LAB总体模型

RT-LAB仿真器（如图5）一般可选择CUP和

FPGA两种运算模式，CPU模式下最小仿真步长约为

10 μs，FPGA模式下最小仿真步长约为50 ns；由于本

系统模型主要关注功率稳态响应情况，故采用CUP模
式。模型搭建的过程大致分为3步：在配套软件中搭

建所需DERs数字模型，需要与外部硬件数据交换的，

需采用I/O模块将输入输出信号配置到响应的I/O板卡，

或通过通信模块与外部链接（本文采用Modbus通信）；

将模型分成带前缀的子系统，每个RT-LAB模型中至

少有1个SM子系统和一个SC子系统，SS子系统数量可

为若干个，其中每个SM、SS子系统均要对应仿真器

中的一个计算核；添加OpComm实时通信模块用于子

系统间数据传输。

本文中虚拟电厂各相应单元总体模型如图6所示，

其中各DER容量与所处子系统与表1所示，整个系统

接入10 kV电网；仿真步长20 μs。

图 5 RT-LAB实时仿真器
Fig. 5 RT-LAB real-time simulator

表1 DERs模型分类与容量
Table 1 DERs model classification and capacity

模型分类 容量/MW 所处子系统

可控储能 0.5 SS_BESS

可控光伏 2
SS_PV

不可控光伏 1

可控风机 1 SS_WIND1

可控负荷 3
SM_LOAD

不可控负荷 5

Modbus通信模块 — SS_MODBUS

演示模块 — SC_Console

图 6 虚拟电厂RT-LAB仿真模型
Fig. 6 RT-LAB simulation model for virtual power plant

2）Modbus通信模块

模型通信模块是在RT-LAB自带Modbus模块基础

上修改而成，如图7所示，输入侧为模型遥测信号，

输出侧为外部设备向被控设备发出的遥调信号，其中

sm_slave_Modbus模块内部配置如图8所示，其中每个

Modbus device对应一个被控设备，本模型共设置了6
个Modbus device与表1中DERs对应。

图 7  Modbus通信模块内部结构
Fig. 7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bus communication module

图 8 Modbus通信模块内部配置
Fig. 8 Internal configuration of Modbus communica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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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率源

由于测试床所被控目标为功率响应，暂不关注暂

态变化过程，所以模型中储能、风机、光伏模型均用

PQ功率源替代，该功率源控制原理为：

         P= 3/2·Ud·Id (1)

         Q= -3/2·Ud·Iq (2)

具体模型结构如下：

图 9 PQ功率源数字模型
Fig. 9 Digital model of PQ power source

（b）模型中control模型

（a）模型总览

4）可控负荷模型

模型中可控负荷模型采用的是三相动态负荷模

块，其主要的模型结构如图10所示。由于动态负荷模

块不能与理想电压源直接相连，之间添加了100 km的

π型电路模型。

图 10 可控负荷数字模型
Fig. 10 Digital model of controllable load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VPPCC功率控制方式验证

基于VPP实验测试平台，通过VPPCC下发两种功

率控制指令：

1）设备功率直接控制。分别向储能系统、可控

负载下发相互独立的功率指令-1.0 MW、0.5 MW，功

率响应曲线如图1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储能系统

功率由0.5 MW降低为-0.5 MW，可控负载功率由2.0 
MW升高到2.5 MW，而光伏功率按照设定好的功率曲

线输出并未受到影响。

2）功率指令集中下发。手动向VPP下发一个功率

指令，VPPCC接到功率指令后，以预设好的就控制策

略将该指令进行分解后下发给下层的受控设备。目前

试验平台VPPCC具备随机分解功能，手动向VPP先下

发+6 MW功率指令，间隔20 s后下发-3 MW功率指令，

受控的储能、光伏、风机、负载功率变化曲线如图12
所示，可以看到4种受控设备出现了相应的增加和降

低，同时可以发现各受控设备功率响应启动时间有所

不同。

实验说明了实验室搭建的VPP测试平台具备测试

可行性，初步验证了VPPCC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图 11 设备功率直控模式下功率响应曲线
Fig. 11 Power response curve under equipment power direct control 

mode

图 12 功率指令集中下发模式功率响应曲线
Fig. 12 Power response curve of the power instruction centralized 

deliver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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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功率滞后时间测试

功率滞后时间是指从VPPCC界面手动发送指令时

刻到模型接收到功率指令所经历的时间，其包含指令

分解时间和通信时间。

1）通信时间

设备功率直接控制模式下，从VPPCC直接给某一

个受控设备下发功率指令所经历的时间为通信时间，

其包含VPPCC到IOT平台、IOT平台到网关设备、网

关设备下发到受控设备三个环节经历时间，测试数据

如表2所示。

 
表2 指令单独下发通信时间

Table 2 Instruction issued separately communication time

功率指令 通信时间/s

对储能单独下发+400 kW 1.77

对风机单独下发+500 kW 1.65

对负载单独下发+500 kW 1.16

2）指令分解时间

功率指令集中下发模式下，手动向虚拟电厂下发

一个功率指令，该指令需经过VPPCC分解、VPPCC
到IOT平台、IOT平台到网关设备、网关设备下发到

设备这4个环节，该过程经历的时间比通信时间多了

指令分解时间，通过与通信时间做差求得指令分解时

间。功率指令集中下发测试所得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功率指令集中下发经历的时间数据
Table 3 Elapsed time data issued by the power instruction set

功率指令 经历时间/s

下发指令3MW 12.33

下发指令5MW 11.28

下发指令8MW 11.38

从上述测试可知，测试平台搭建的VPP系统通信

时间约为1~2 s，VPPCC功率指令分解时间约为10 s。

3.3	 串行下发滞后时间

从图2所知，测试平台中网关设备通过通信规约

链接到多个受控单元。功率指令经网关设备下发到

多个受控设备过程中，对于多命令同时下发情况，

Modbus采用串行下发方式，各受控设备接收到指令时

间有略微差异，称为串行下发滞后时间。

测试过程中，通过VPPCC向虚拟电厂下发4 MW

功率指令，对比4个受控模型接受到的功率指令曲线

如图13所示，从图中看出风机功率指令pwindset与负

载功率指令ploadset下发时间相差1.25 s，光伏和储能

指令基本同时下发，比ploadset稍晚1.1 s。

图 13 各受控设备接收到的功率指令曲线
Fig. 13 Power command curve received by each controlled device

4	 结论

1）联合多家工程实施单位首次基于云技术和RT-

LAB实时仿真器搭建了虚拟电场实验室测试平台，经

测试该平台具备VPP控制策略与通信性能测试能力。

该平台可作为虚拟电厂、网源协调控制系统工程实施

前的设备、控制策略、通信质量等环节功能验证与性

能优化手段，避免工程落地后出现运行缺陷。

2）文中对VPPCC设备功率直接控制、功率指令

集中下发两种控制模式进行了实验室验证，证明了控

制策略的有效性。

3）基于试验测试数据得到，VPPCC功率指令下

发过程中，指令分解时间约为10 s，通信时间1~2 s；

网关设备功率指令串行下发滞后时间1~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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