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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新能源电力消纳是当前电力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当前新能源发电并网情况，在结合当前电力
系统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我国电源结构、新能源发电特性、新能源电力调度模式、新能源电力外送能力以及新能
源与传统能源发电间的经济问题共五个方面，总结了阻碍新能源消纳的影响因素；针对各影响因素，列举欧美新能
源发电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相应的解决措施；借鉴国外消纳大规模新能源电力的成功经验，提出针对我国当前及未来
电力系统发展趋势可采取的消纳大规模新能源电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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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for Large-Scale New Energy Generatio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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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large-scal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onsump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current power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onnecting to the grid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ower system,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onsumption were summarized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China power structur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scheduling strategies of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the capacity of grid delivering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and the economic issue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and conventional generation. For each factor, some solutions which well-developed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taken were listed.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som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solve large-scal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China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system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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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世界共同面临着化石能源枯竭、环境
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 [1-2] ，中国政府还面临着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
下降 65%的目标带来的压力，因此国内外环境都促
使我国需要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以减少对化石
能源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
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技术相对比较成熟，近年
来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在 2004–2016 年间，中国
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增长 194 倍，光伏累计并网容量
增长 1248 倍[3]。截至 2016 年底，并网风电装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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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14864 万 kW，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
7742 万 kW，风光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
13.7%[4]，可见风光发电已初具规模。我国新能源发
电除风光发电外，生物质能发电也初具规模，到 2014
年止，
生物质能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 947.71 万 kW[3]。
但是在地热能和潮汐能发电方面进展缓慢，地热能
仅装机 24000 kW[5]，潮汐能仅装机 6120 kW[6]。总
体而言，我国新能源发电正逐渐代替部分传统化石
能源发电。
我国新能源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
的弃风、弃光问题。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弃风量为 497 亿 kW·h，弃风较为严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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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内蒙古弃风率达 21%，吉林达 30%，新疆达 38%，
甘肃达 43% [7]。西北五省（区）出现严重弃光现象，
2016 年西北五省（区）弃光量 70.42 亿 kW·h，平均
弃光率 19.81%；其中，甘肃弃光率达 30.45%，新疆
达 32.23%[8]。
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正成为制约新能源持续发
展的瓶颈。本文借鉴国外新能源消纳的成功经验，
并立足于当前及短期内我国能源结构、新能源发电
特点以及政府相关政策，探讨大规模新能源并网的
措施，从而提高新能源并网电量，促进新能源与电
力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对于电力行业保证新能源持
续快速发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促进电力向清
洁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1 大规模新能源消纳的措施探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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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燃气轮机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应用广泛，如德
国采用微型燃气轮机与分布式小型风电以经济性最
优为目标联合优化调度[14]；英国已经开始建设海上
风气互补项目（Wind and Gas To Wire）—Ormonde
项目 [15]；丹麦的风电企业与当地的燃气电厂签订
交易合同使燃气电厂与风电捆绑对外输送。除此之
外，美国和北欧部分国家水资源丰富，修建水电站
较多 [16]，也可以通过调节水电配合大规模新能源并
网。国外在拥有较多的灵活性电源可以接纳较多新
能源的情况下，仍旧积极改造传统的火电机组，使
之接纳更多的新能源电力。对于火电机组的改造主
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不增加外部系统或设备的条
件下针对机组本身的技术改造，如煤粉炉低负荷燃
烧技术、煤粉炉中速磨动态油压控制技术等；二是
增加外部系统和设备提高机组灵活性，如增加电热
锅炉、大型蓄热水罐等。

电源结构分析

1.1.1 我国当前的电源结构
我国当前电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调峰能力不足，
截至 2016 年底，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164575 万 kW，
火电占比 57.27%，燃气占比 4.26%，水电占比 20.18%
（其中抽水蓄能占水电装机容量的 8.04%），风光占
比 13.7%，其他 4.59%[4,9]；此外，除抽水蓄能、
压缩空气和储热外的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为
24.3 万 kW[10]。
从当前能源结构来看，能源转型不可能一步完
成，火电在一段时间内仍旧占据发电的主体地位。
刘吉臻院士[11]认为，我国将长期处于传统能源和新
能源并存的混合能源时代。在发电机组中，能快速
响应风光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燃气电厂仅占比
4.26%；能较好应对新能源波动性的水电又受地理条
件、季节性变化、防洪、灌溉等因素影响，使得水
电的调峰能力受到限制；居于主体的传统火电调节
能力有限，要配合大规模新能源入网需要先进行快
速深负荷调峰能力的改造；能有效平抑新能源波动
性的储能装置总规模较小。综上所述，我国现有电源
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新能源消纳的重要原因之一。
1.1.2 国外在电源规划方面的可借鉴措施
与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不同，欧美国家以石

1.1.3 优化我国电源结构的建议
（1）提高火电发电技术改造
我国的电源结构与国外有显著的不同，我国电
力结构以燃煤发电为主，且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
的变化，因此火力发电技术是今后很长时间之内所
要依赖的主要能源供应渠道，利用火电平抑新能源
的不稳定出力是主要的调节手段。火电虽具有良好
的可控性，一定的负荷调节能力，但是其调节速度
慢，尤其当大范围进行调节时，将增加设备的损耗，
降低机组寿命，增加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环保代价；
同时，机组的能耗特性曲线与负荷量呈 U 型变化，
大范围调节将降低机组的经济性，提高发电成本[17]。
因此要想利用火电平抑新能源出力，需要充分挖掘
火电机组的深度调峰能力、快速爬坡能力和快速启
停能力以增加火电的弹性、灵活性，如进一步研究
炉膛低负荷燃烧技术[18]、风煤水最佳比例控制技术、
先进的制粉技术等。我国在火电技术改造方面还有
较大的进步空间，以深度调峰为例，国家发改委、
能源局在《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优先发电试行办法》
中规定，单机容量 30 万 kW 及以下的常规煤电机组，
出力至少能降到额定容量 50%以下；30 万 kW 以上
的机组，出力至少能降到额定容量 60%以下，具体

油、天然气为主要能源，截止 2016 年底，美国的燃

的调峰幅度应达到所在区域电力监管机构规定的有

油燃气发电在美国全国平均电力能源中占比高达

关要求；在北部冬季供暖期，热电机组，热电比高

33%

[12]

，欧洲燃气发电以英国为代表，其 2016 年燃

气机组发电量占英国全国发电量的 46%

[13]

。在欧洲，

于 50%的，调峰能力应达到 50%；热电比低于 50%
的，调峰能力应达到 60%，相比以前热电机组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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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峰，对热电机组而言要求已经有很大提高，但

利用目前现有抽水蓄能电站、小水电来平抑新能

是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谢秋野表示：
“相较丹麦的

源发电的波动性，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季节特性

热电联产机组的最低出力 15% ~ 20%的能力而言

对水电的影响，进而影响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性

（丹麦热电机组调峰能力为 80% ~ 85%），还有较大

的能力 [32-33]。

的差距”[19]。

（3）多元互补发电系统

（2）规划建设更具灵活性的发电机组

新能源资源中，风光发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互

可以通过将调节能力强、调节速度快的燃气轮

补能力，日内互补：白天午时通常风速较低，太阳

机、储能、抽水蓄能电站、水电等电源与大规模新

辐射强；夜间风大，无太阳辐射，刚好可以相互补

能源协调调度，克服新能源出力的随机性、波动性，

充利用；季节互补：我国是典型的北半球季风性气

打捆外送电能

[20]

。

燃气轮机因其具有快速启停和快速调负荷等特

候，因此通常冬季风大，日照辐射弱且时间短；夏
季风小，日照辐射强且时间长，不同季节时风光可

性，作为大规模新能源的互补电源是比较好的选择。

互补发电[15]。

通过调节燃气轮机的输出可以使整个系统的出力在

通常来说，多元互补的发电系统不仅仅指新能
源发电系统间的互补，可以综合多种可控电源协调
调度共同配合规模化新能源上网。文献[34]研究了考
虑未来调度周期调峰问题的风水火联合优化调度模
型，以全网能耗为目标，求得兼顾未来周期调峰的
火电机组组合模型；文献[35]研究以风、光、抽水蓄
能（储能）、燃气轮机为组合的以经济性最优为目标
的联合优化调度，在含大规模新能源系统中，配备
抽水蓄能、储能电池、燃气轮机可以克服单一可控
机组调节的局限性，有效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文
献[36]建立了风光储柴发电系统，并采用 2 层协调调
度方法对柴油发电机、蓄电池和超级电容器进行功
率分配；文献[37]建立了风火储的滚动优化模型，并
采用机会约束规划方法对系统经济性和安全性指标
进行约束；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互补发电系统，如
太阳能—地热能联合发电，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
综合发电等，但由于我国在地热发电、潮汐发电方
面技术不成熟，因而在此不过多阐述。多元互补发
电系统常常可以构成虚拟电厂这种新型电源组织形
式，即智能电网框架下聚合传统电源、分布式发电、
储能、负荷侧响应等资源，由一个控制中心管理，
采用先进的控制方式、通信方式组成的电厂，可以
提高区域内电力消纳水平[38]，而且在未来，随着我
国电力市场的逐步完善，虚拟电厂参与到市场竞争
将发挥更大优势。

一段时间内比较稳定，且使整个系统具有一定的可
调度性，对于促进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燃气轮机的建设不依赖于地理条件等自然资
源，在规划电源建设时，可以考虑燃气轮机与规模
化新能源成比例建设。
储能装置是辅助消纳新能源，平抑新能源出力
波动，减少对电网冲击的较好手段[21]。储能分为电
储能和热储能，通常电储能可直接与新能源机组协
调调度，共同完成新能源机组的发电计划。而热储
能多用于我国北部供暖地区，这些区域供暖机组比
重较大，需要兼顾供暖需求，调峰能力有限，因此
通过储热装置实现对供热机组热电解耦，提高供热
机组的调峰能力，从而提高新能源消纳量[22]。但目
前储能制造成本略高，大规模建设较为困难，所以
为更有效率的利用储能装置，需要完善储能动态过
程的精确模型及功率管理，完善含有储能的调度算
法 [23]、寻找最佳的储能容量配比 [24-26]、发展含有
储能电池的发电系统新型控制策略 [27-29]等。随着电
动汽车在我国的普及，利用电动汽车作为储能装置
也是较好的选择，但是电动汽车的模型更为复杂，
需要完善电动汽车响应模型才能加以利用 [30]，如
文献[31]考虑了电动汽车在 3 种充放电行为模式下
其储能能力对微电网的影响。
抽水蓄能是目前技术经济性较好的解决大规模
新能源波动、储存难题的有效手段。世界十大抽水

1.2

蓄能电站，我国独占其七，由此可见我国在电源建

1.2.1 含新能源电力的发电系统调峰难度大
新能源发电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具有波动性、
随机性、反调峰性等特点，导致新能源并网时增加
了系统的调峰要求[39]。与此同时，受目前技术水平

设规划方面已经充分考虑了抽水蓄能电站的作用，
但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周期长，七座电站中有五座
仍处在建状态，未能投产使用，因此在短期内只能

新能源发电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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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新能源发电预测误差较大，从而影响新能
源日前预测出力精确度，进一步增加对系统备用容
量、调峰能力的要求[40]。
1.2.2 国外风光发电预测系统
功率预测在丹麦、德国、美国等新能源发达国
家有广泛的应用，并且是新能源调度的重要支持系
统。以风电预测为例，丹麦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便开
发出一套风功率预测系统，历经 Prediktor、WPPT
等多代预测系统的发展，使得当前最新的预测系统
Zephry 被丹麦大多数系统运营商使用。德国使用自
己开发的 WPMS 系统预测风电出力，预测精度较高，
其 8 小时预测均方根误差最低可达 7%[41]，使得电网
调度部门可制定相对准确的日前调度计划，2014
年德国全年弃风量仅 1%[42]。西班牙的 Casandra 短
期预测系统在 2002–2003 年测试期间的预测均方
根误差均小于 10%[43]；法国的 AWPPS 系统日前
24 小时预测均方根误差为 8% ~ 10%[41]。此外，还
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产品如美国的 eWind 系统、英国
的 GH Forecaster 系统等均是可媲美 AWPPS 系统的
预测系统。
风电功率预测方法主要分为数据统计法和物理
模型法以及两者的结合。数据统计法是指根据风电
场的历史测量数据采用统计学习方法预测风电场的
功率输出；物理模型法是指建立风电场所在区域的
气象模型，根据大气当前的实际情况，预测未来大
气的变化，从而根据预测的气象数据和风机输出功
率与风速等物理量间的数学模型求得风机的预测输
出功率；结合数据统计法和物理模型法是指以历史
数据和物理模型输出数据为基础建立机器学习模型
对风速进行预测。文献[44]对 2016 年以前的风电功
率预测方法做了详细的总结，国外在风电功率预测
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文献[45]
采用随机森林法（源于神经网络法）加决策树模型
预测小时前风速，其预测精度优于传统人工神经网
络法；文献[46]提出采用小波包和数据挖掘相结合的
方法对风电功率进行预测，用 K 聚类的方法对时间
序列数据进行处理；文献[47]对经典的 RBFNN 神经
网络预测方法进行了改进，在神经网络结构中加入
了高斯误差反馈函数增强对风速的训练，使训练效
果更好。
光伏发电预测方法与风功率预测相似，也分为
数据统计法和物理模型法以及两者相结合。数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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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法也是以历史数据为主进行预测，有神经网络法、
支持向量机法等；物理模型法同样是对大气气象进
行建模，根据气象条件，预测未来天气情况，并作
为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入得到光伏发电预测输出功
率；两者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根据光伏电站历史数据
及气象预测数据进行预测。文献[48]对 2015 年前光
伏预测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国外取得了一些新
的研究成果，如：文献[49]将主元分析法和最小二乘
向量机相结合预测光伏输出功率，利用主元分析法
减少向量机输入数据量，提高运算速度；文献[50]
将广义相加模型和基于模糊规则的黑盒模型相结
合，利用广义相加模型处理不同模型间的系统性差
异的能力和黑盒模型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综合各
自的优点实现预测精度的提高；文献[51]建立了一种
新的区域光伏发电概率模型，该模型只需知道光伏
电站安装位置即可，不需要光伏电站测量温度、湿
度等气象参数。
1.2.3 提高我国新能源发电预测技术
国内学者在新能源发电预测技术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文献[52]表明利用风电功率预测
的手段提高电网的调峰能力是可行的，而且风电功
率的预测误差对电网的调峰能力极限影响很大，预
测误差小，调峰能力提高较为明显。文献[53]研究
在系统容量为 606 MW，原预测精度为 20%时，若
系统预测精度提高 2%，可提高系统接纳风电容量
最高达 10%，但是预测精度对系统提高接纳风电容
量是有条件的，只有当预测精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时，预测精度提高才可以提高系统接纳风电的容
量；文献[54]研究得出在风电装机容量为系统负荷
的 20%时，风电功率预测误差由 20%提高至 15%
时，可以减少风电限电量 14.71%。文献[55]指出采
用集合预测法对光伏发电预测的准确率和稳定性
最高，尤其适用于弃光限电地区，预测准确率可达
89%以上。总的来说，新能源发电预测技术对于新
能源并网影响显著。
在风电功率预测技术手段方面，文献[56-57]采
用人工鱼群、遗传算法等算法优化改进的神经网络
的权值和阈值；文献[58-59]对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
输入数据进行处理，补全缺失数据或踢掉冗余数据；
文献[60-61]采用回声状态网络作为预测模型，并在
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在理论研究方面，多数文
献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及其改进模型作为主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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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少部分文献采用其他预测模型作为研究内
容，总体的研究趋势与国外一致。
在光伏发电预测技术手段方面，文献[62-64]采
用神经网络及其改进方法来提高光伏的预测精度；
文献[65-67]研究了基于模糊规则、经验分解法、灰
色关联法等改进的支持向量机方法在光伏发电预测
的应用；文献[68]将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两种方法
相结合对光伏输出功率进行预测。总的来说，国内
在光伏发电预测技术手段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神
经网络及其改进方法、支持向量机及其改进方法或
多种模型组合预测方法等方面，在研究方向上与国
外是相一致的。
虽然我国在新能源发电预测技术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实际运行的预测
系统预测水平仍旧相对较低，截止 2016 年底，我国
实际运行效果较好的风电预测系统 SPWF—3000 对
区域或全网日前预测均方根误差为 15%左右[69]，仅
略低于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场功率预测预报管
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全天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为 20%的要求，而同一指标国外预测精度可以达到
6%左右[70]；光伏功率预测方法与风电功率预测方法
相似，风电的预测精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光伏发
电的预测精度。总体来说，我国在新能源发电预测
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1.3

新能源对外输电分析

1.3.1 电网对外输送能力有限
我国领土面积广大，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新
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呈现明显的逆向分布[71]，新能
源建设区域通常负荷水平低，系统规模小，调峰能
力有限，要消纳大规模新能源只能外送，然而这部
分区域又多处于电网末端，电网结构较为薄弱 [72]，
电网建设速度赶不上新能源发展速度，因此新能源
对外输送受阻，是产生大量弃风弃光现象的原因之
一。电网的输送能力成为电力系统消纳新能源的瓶
颈之一。
1.3.2 国外输电能力借鉴
德国的新能源资源丰富区同样远离负荷中心，
因此随着德国风电装机容量的迅速增长，新能源所
在地区无法完全消纳新能源电力，为使富余风电跨
区输送，德国政府已批准修建多条高压输电线路来
解决电网外送能力有限问题。与之类似的做法，丹
麦利用跨国输电网络，将本国多余的风电输送到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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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国家消纳，甚至输送到欧洲负荷中心如法国、德
国等国进行消纳。
国外在输电网络建设中，除了硬件建设保证新
能源实现外送，还发展了软件系统加强区域间的信
息交流。在美国统一智能电网的建设中，采用先进
的高速通信网络如蜂窝技术、无线电频率网格等，
连接不同区域的电网调度中心，加强数据通信能
力 ，确保新能源发电输送到需要的地方；欧洲的超
级电网计划中智能输电控制中心能够与不同国家的
电网控制中心进行通信，可以实现广域控制，加强
发电侧与负荷侧电力数据的信息采集，为新能源发
电的远距离输送提供支持。
1.3.3 升级我国输电网络的软硬件设施
参考欧洲的做法，我国借由一带一路战略，推
动电网的升级改造，拓宽新能源对外输送通道。电力
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环节。中亚 5 国、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电力需求缺口大，然而要想实现
我国与他国之间的电力贸易要优先实现电网互联互
通，因此需要积极推进我国及沿线国家的电网系统
升级改造，实现电网对接[73]。为此，国家电网在“十
三五”期间规划了多个特高压输电线路，如“五交
八直”、“四交两直”、“三交一直”等工程，这些输
电网络不仅可以沟通我国东北、西北、东南等地区
的电力输送，同时可以沟通我国与俄罗斯、巴基斯
坦等国的电网，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电网整体。这
些线路输送的电力中新能源电量预期占比为
30%[74]，这使得使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清
洁能源的大范围配置和高效利用成为现实。
除了保证硬件建设以满足跨国跨区输送电力能
力外，还应加快电网的软件建设，即加快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智能电网建设是有效解决大规模新能
源并网的途径。在 2015 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
这一背景下，
“互联网+”智能电网应运而生，即：
使互联网与电力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信
息通信技术平台，推动电力行业的发展，使发电、
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六大环节实现“电
力、信息、业务”的高度融合，以互联网为媒介，
实现广义“源−网−荷−储”的协调优化调度，即电力
系统、石油系统、供热系统等能源系统间互补协调
优化调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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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参与电力市场及其辅助服务

省就地平衡为主的电力调度模式，提高跨区域电

1.5.1 新能源发电影响传统电源经济性
在经济性上，新能源发电与传统能源发电有冲
突。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将挤占传统发电企业的发电
空间，据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火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 4165 h，同比上年降低 199 h[4]，为 1964 年
以来年度最低水平。同时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和间
歇性将会导致参与调峰的火电机组出力频繁波动，
使得火电机组单位发电成本增加，进一步压缩火电
企业发电利润空间。火电配合新能源上网的损失没
有合理的补偿途径 [81]，这导致在实际发电过程中，
火电企业配合新能源上网的积极性不高，使新能源
企业发电上网受到限制，这是产生大量弃风弃光的
原因之一。完全靠政府的政策驱动或者强制措施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问题还得靠电力市场
解决，让传统发电企业与新能源企业在电力市场中
公平竞争，实现其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解决两
者之间的矛盾。
1.5.2 国外利用市场机制增强新能源上网能力
欧美国家通过电力市场使新能源获得更多的经
济利益，从而使新能源企业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辅
助服务。欧美国家不断完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及其
配套政策[82]，以欧盟为例，在风光等新能源发展初
期，欧盟各国政府通过强制上网、价格激励、税收
优惠、投资补贴等方式使新能源发电具有一定的经
济优势。在新能源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后，设计更加
复杂的市场机制提高新能源的经济收入同时可以促
进新能源的消纳[83]，如：
（1）英美两国采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即供电商

力调度能力。在整体上做到统筹规划、协调调度，

所提供电力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电量，

跨区域调度电力时，由于受各区域内电源结构复

并建立相应的交易制度，使得配额可以在能源企业

杂、电力负荷多变等诸多因素影响，区域间联络

之间买卖[84]，有效地促进新能源电力的发展，美国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调度模式以分省就地平衡为
主，一些新能源资源丰富的大省如东北三省在冬季
供暖期供热机组比重较大，由于供热需求使供热机
组调峰能力相对较差，导致电网调峰能力较差，弃
风、弃光、限电现象频繁发生，在现有调度模式下
无法利用区域外的电源进行调峰消纳，跨区域调度
模式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大规模新能源并网[76]。
1.4.2 国外实行的先进调度手段
美国中西部大部分州由中部独立电力系统运营
商 （ Midcontinent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MISO）管理，在 MISO 管辖区域的能源构成中，煤
和天然气占绝大部分比例，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电，
2016—2017 年每月风电发电量占该月发电量平均比
例为 7.6%[77]。原有的风电机组调度是通过调度员手
动 调 度 ， 后 实 行 间 歇 性 能 源 调 度 （ dispatchable
intermittent resource, DIR）机制即风电机组需在实时
市场提供报价和风电预测数据以参与安全约束下的
经济调度（security-constrained economic dispatchable,
SCED），在 2011 年 6 月实行 DIR 后，风电切除比
例由 2011 年前的 3.7%降为 2014 年的 0.2%

[78]

。再

如欧洲统一调度中心协调调度丹麦及其他国家电源
制定大区域出力调度计划，实现丹麦风电与其他电
源配合上网。
1.4.3 改善我国新能源电力调度方法的建议
在智能电网框架下，可以有效打破当前以分

线功率实际变化情况较为复杂 [79]，而且跨区输送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表明，2000–2015 年

新能源也为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增加了风险：电

间，全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60%与各州可再生能

压控制难度增大、抗扰能力减弱等。文献[80]建立

源配额制政策有关[85]；

了含风电的全网跨区域 AGC 机组最优协调调度模

（2）荷兰、瑞典、挪威的绿色电量认购政策即

型，相比于传统 AGC 调度更能有效地应对风电输

由政府提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价格，由能源消费者

出功率的不确定性，但是目前学者对于跨区域调

按照规定价格自愿认购[86]，绿色证书的实施提高了

度的相关研究较少，理论研究有待加强，继续完

市场分配效率，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使其

善跨区电网电力输送模型，建立跨区输送电力的

更具竞争力；

评价模型，尽可能安全、稳定地提高各区域新能

（3）西班牙的溢价电价制即以常规电力市场电
价加上一定额度的奖励电价（即溢价），作为可再生

源的消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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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电实际获得电价[87]，溢价电价制的直接效果
可以促进资本进入新能源电力行业。
除了利用市场提高新能源企业经济效益和促进
新能源消纳以外，美国的加州电力运营商
（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CAISO）还
利用市场来解决新能源发电量过多，从而导致系统
灵活度不够的问题。CAISO 采用风电企业向市场提
交风电交易价格的方式由市场决定是否使用该风电
企业的电，同时辅以其他惩罚性措施避免乱报价现
象。在这一机制下，风电企业为达最大收益，将综
合考虑自身发电情况，做出最优决策，因此避免大
量弃风现象。经欧美等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电力市
场的作用下，可以有效促进大规模新能源的大范围
消纳[86]。
1.5.3 我国市场侧手段建议
在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的当前阶段，已经大规模
应用的市场侧调节手段就是调用负荷侧资源。引导
负荷侧资源变化的电价信号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指
分时电价、实时电价等价格型引导，另一类指基于
合同约定的激励型引导[2]。价格型通常以“小时级”
作为控制周期，且以用户自主响应为主，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对于日内减少负荷峰谷差，平滑负荷
曲线具有良好的效果，如河北唐山在执行峰谷电价
期间（2001–2007 年）共转移高峰负荷达 50 万 kW[88]。
但是目前多数地区制定峰谷电价价格时并没有考虑
促进新能源消纳这一因素，因而峰谷平电量的转移
并不完全适应新能源发电的特性，消纳新能源的能
力受到限制。因此，适当的调整分时电价可以提高
新能源消纳能力。
虽然价格型引导可以从更长时间尺度上辅助新
能源消纳，但是价格型调度对于解决新能源发电短
时波动导致并网困难问题的帮助不大。相较于价格
型引导，激励型引导在促进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和高
效运行方面显露出更大的潜力。因为激励型引导具
有良好的可控性，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负荷的使用来
快速响应新能源的出力，但是通常这种控制不能在
不影响生产生活情况下长时间且大规模应用。文献
[89-90]研究表明随着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越高，调用
激励型负荷侧资源占系统的旋转备用比例越低，通
常激励型负荷侧资源提供的旋转备用占总备用的
10% ~ 20%。综上所述，两种负荷调度手段合理配合
使用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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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电力市场不单单指价格型
和激励型的负荷侧引导，而是更为复杂的电力竞争
市场，多方主体参与竞标买卖过程，然而我国的电
力市场在这方面建设刚刚起步，尚未探索出成熟的
市场竞争机制，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91]。2017 年初，
内蒙古自治区发布了《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交易规
则（试行）》，规则明确了风电企业进入了蒙东电力
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使其具备优先发电权，这一
规则表明售电公司将辅助消纳风电。这是我国利用
市场辅助消纳风电的一次尝试，无论实行结果如何，
都为完善电力市场做出有益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
文献[92]采用寡头竞争均衡理论建立了绿色交易证
书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电力市场下的两阶段联
合均衡模型，研究了上述两种制度对新能源发电、
传统能源发电的影响；文献[93]采用大用户直购电机
制来促进新能源消纳，分别从大用户参与调峰直购
机制、自备电厂发电权直购机制和新能源打捆参与
直购机制的角度给出了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建议。
目前来说，我国新能源发电经济性比之传统能
源并不具备很大优势，仍旧在政府的补贴下发电上
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优势不明显，但新能源发电
成本势必会下降，合理有计划的完善市场机制，如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绿色证书认购制、溢价电价制
等，不断的探索常规能源为新能源调峰的补偿机制，
逐步的解放市场侧的管制，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
允许非电力系统的第三方企业参与市场的监管、交
易等，为完善电力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拥有完善
的市场环境，才能为新能源企业、传统能源企业提
供公平的竞争，从而解决两者之间的发电经济矛盾，
从而促进新能源的消纳。

2 结

论

随着我国新能源事业不断快速发展，新能源在
电力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由于新能源发电与传
统发电迥异，导致大规模新能源并网问题越来越突
出，新能源电力消纳成为阻碍新能源发展的瓶颈，
本文分别从改造与规划电源、提高新能源发电的预
测系统精度、拓展电网外送通道，增强跨区域调度
能力，完善电力市场等角度，探讨提高我国新能源
消纳水平的措施，充分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
我国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策略，保证新能源发
电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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