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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研究背景 

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快速发展，朝着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前进。2010-2019

年间，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143%，装机容量占比由 2010 年的 3.8%

提升至 2019 年的 20.6%；发电量年均增长 130%，发电量占比由 2010 年的 1.2%提升至

2019 年的 8.6%1。为实现中国提出的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的目标，预

计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总装机将突破 9 亿千瓦2，成为能源消费的主力。从近期

的政策讨论来看，这一进程在“十四五”期间还会加速推进。 

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3的不断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面临巨大挑战，电力

系统灵活性不足制约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

歇性和波动性要求电力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应变和响应能力，即灵活性。当常规电源的

调节能力不足，无法满足系统净负荷的变化时，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需要

削减可再生能源出力或是在高峰时期切除负荷。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升，灵活性

不足导致的减出力和切负荷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收益造成巨大影响，不利于中国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的发展。当前，由于电力系统灵活性欠缺，部分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

弃风、弃光和用电用热矛盾突出的问题，形成电力系统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

新形势。2016-2018 年间，中国弃风和弃光电量共计 1389 亿千瓦时4，经本课题组测算，

相当于 3000 万千瓦煤电厂一年的发电量，对应约 350 亿元燃煤成本5和 4000 万吨二氧

化碳排放。虽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监测预警机制、全额保障性收购以及可再生能源电

力交易等政策使得 2019 年弃风和弃光现象有明显改善，但当前以煤电为主要电源的电

力系统灵活性有限，且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仍无法实现全额消纳。

 
1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可再生能源数据手册 2019[R]. 2019 

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20/0307/c71661-31621377.html 

2 刘世宇.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提升我国火电灵活性，助力新能源系统消纳[EB/OL]. 2017. 

3 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是指可再生能源可发电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 Renewable Energy World. Breakdown: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Selected Markets[EB/OL]. 2013.05. 

https://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2013/05/17/penetration-of-renewable-energy-in-selected-markets/#gref 

4 国家能源局.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介绍[EB/OL]. 2019.01. http://www.nea.gov.cn/2019-

01/28/c_137780519.htm 

5 风电峰观察. 2020 年电价将向何处去？[EB/OL]. 2019.11. https://m.sohu.com/a/357174715_440908 

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20/0307/c71661-31621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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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弃风和弃光电量仍高达 169 亿千瓦时和 46 亿千瓦时6,7，相当于 450 万千瓦

煤电厂一年的发电量，对应约 50 亿元燃煤成本和 6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总体来看，中国各地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调节能力不同，但都难以满足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需求。东北三省由于供热机组占比高、常规机组调峰能力不足，导致电源

侧灵活性不足，目前开展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难以适应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需要。西北地区现有外送通道利用率不高，导致电网侧灵活性不足。从江苏、浙江等省

份的需求响应实践来看，各地的需求侧灵活性资源仍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在可再生能

源大规模接入电网、负荷峰谷差不断拉大、输电线路利用不及预期、需求侧资源尚未形

成整合调控、部分地区供热季供热面积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电力系统对灵活性的需求会

进一步扩大。因此，中国亟需挖掘当前各类灵活性资源的潜力，促进“源-网-荷-储”灵活

性资源的协调发展，将提升系统灵活性纳入电力发展中长期规划。 

作为绿色和平针对中国低碳能源转型的系列研究，本报告介绍了中国电力系统灵活

性现状，分析了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各类灵活性资源的技术和经济特性，提出了中

国目前技术型、市场型和规划型灵活性资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空间，指出了未来需进一

步完善电力市场机制、引入灵活性调节产品并将灵活性资源纳入电力中长期规划。报告

以吉林省为例，评估了不同灵活性资源的成本以及给电力系统运行带来的效益，系统地

论证了仅依靠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无法满足未来可再生能源高渗透率电力系统的需求，

需要气电、储能、需求响应以及电网互济等多种灵活性资源加入。报告最后从促进中国

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的层面提出了电力系统中长期灵活性提升的路径，以供行业和决策

者参考。 

主要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灵活性资源发展各异，“源-网-荷-储”灵活性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在电源侧，已建成的煤电机组通过热电解耦、低压稳燃等技术改造可将最小稳定出力降

至 20%-30%的额定容量，但其爬坡速率较慢。煤电灵活性改造已经得到试点发展，但改

 
6 国家能源局. 2019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EB/OL]. 2020.02. 

http://www.nea.gov.cn/2020-02/28/c_138827910.htm  

7 国家能源局. 2019 光伏并网运行情况[EB/OL]. 2020.02. http://www.nea.gov.cn/2020-02/28/c_138827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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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规模仍然不足，灵活性潜力没有完全释放。在电网侧，电网互联互济可以利用各地区

用电的非同时性进行负荷调整，减少备用容量，改善电能质量，更为经济地增强系统抵

御事故的能力，消纳更多风光波动性电源，提高电网安全水平和供电可靠性。但是，当

前电网利用率较低，灵活性调节能力没有完全释放。在用户侧，需求响应可以激励用户

在系统可靠性受到威胁或者电价相对较高时削减负荷，提供灵活性。但当前需求响应仅

在少数省份得到试点实践利用，有待进一步推广。储能也可以利用充放灵活的特性，调

节负荷峰谷差，但当前发展规模有限。 

第二，综合灵活调节能力和技术经济性来看，仅靠火电灵活性改造难以支撑中长期

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现有的灵活性技术手段中，火电灵活性改造不仅能大幅改善系统

向上和向下灵活性，而且单位千瓦投入仅高于需求侧管理，在改善系统可靠性的同时，

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消纳。然而，面向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仅

依靠火电灵活性改造无法充分满足灵活性需求。与煤电机组相比，燃气机组供电效率高、

启停时间短、爬坡速率快，从调节特性来看是最佳的调峰电源，随着未来建设成本和气

价的下降，气电将为电力系统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电网灵活互济、需求响应和储能的

发展均能显著提升电力系统的向上和向下灵活性，其中电网灵活互济技术日渐成熟，技

术经济性具有一定优势。在高渗透率算例中，加入多种灵活性资源较仅依靠煤电灵活性

改造，弃风电量将可减少 39.9%，煤电启停次数和启停成本分别下降 27.19%和 25%。

因此，综合调节能力和经济性而言，火电灵活性改造属于现阶段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

可行举措，但对于未来中长期电力系统灵活性需求来说，需要着重发展气电、储能、需

求响应等灵活性资源。 

第三，面向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现有的电力市场机制限制了系统灵

活性的提升。以吉林省为例，现有的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可以减少煤电机组启

停，增强其向下调节能力，其深度调峰费用能够在辅助服务市场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补偿。

但在未来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情况下，仅通过煤电深度调峰无法满足灵活性需求，现

有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也无法激励其他机组积极参与系统灵活性调节。需要通过电力市

场价格机制激励气电、储能、需求响应等多种灵活性资源依据负荷变化进行出力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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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辅助服务市场也应引入灵活性调节产品，各种资源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在

弥补实时调度灵活性不足问题的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完善电力现货市场和

辅助服务市场对于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必不可少。 

总体来看，当前的电力规划未实现“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的协调统一，难以适应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由于供给侧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大，电力系

统的运行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未来高渗透率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对灵活性的要求更

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规划与运行逐渐成为决定未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成败的关键要

素。当前的电力规划没有协调统一考虑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灵活性资源，导致可再

生能源大量弃电，并网成本增加，最终影响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在电力系统规划层面，

不仅需要考虑当前和未来的系统需要，同时要考虑现有发电机组、输电通道、电力用户

和储能设施的情况，发掘提升系统灵活性的潜力。 

政策建议 

1. 多措并举，充分挖掘“源-网-荷-储”灵活性潜力 

中国当前的电力系统整体灵活性不足，难以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从

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充分挖掘现有灵活性资源的潜力。电源侧，对于存量的火电机

组，需充分发挥现有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潜力，通过改变现有机组的运营模式、进行设备

灵活性改造以及创新电厂灵活性发电方式，提升系统的灵活性。电网侧，需提高现有输

电通道的利用率，发挥特高压输电网络的优势，重组电网格局，减少因电网阻塞而产生

的额外灵活性需求。用户侧，可通过电价引导电力需求侧的负荷特性，实现更好的用户

侧灵活性调节效果。对于储能，要优化增量，重视其在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协调

发展及应用。 

2. 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比例，确立中长期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的合理路径 

中国目前以火电为主的电力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不足，而可再生能源装机逐年上升，

两者呈现严重的不匹配。从经济和技术方面来看，现阶段进行的煤电灵活性改造可以明

显提升系统灵活性。但随着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资源需求的快速攀升，煤电灵活性改造的

成本、频繁启停的成本以及相应的环境影响将抬高电力系统的总体供电成本，且不利于

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因此，依靠大幅增加煤电装机规模来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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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可取，从长期来看，需要合理控制煤电的装机规模，着重发展气电、储能、需求响

应等多种灵活性资源，促进煤电与可再生能源的协调有序发展。 

3. 建立公平的灵活性补偿机制并增加灵活性调节产品来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激励

灵活性资源发展 

需要创建响应时间快的实时市场，将交易时间尺度缩短到分钟级，使市场能够及时

迅速地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做出价格判断。需要建立公平的灵活性补偿机制，考虑快速爬

坡能力、最短向上和向下爬坡时间以及响应准确度等特性，对灵活性资源进行合理定价，

减少对不灵活运行发电厂的激励，实现灵活性资源的优胜劣汰。未来电力系统运行中，

可以采取负荷需求侧管理、备用容量共享、省间互济等手段来“削峰填谷”，并进一步通

过分时电价、尖峰电价等价格机制来引导需求侧用电，削减持续时间极短的尖峰用电，

从而减少以满足短时尖峰用电为动因的新增煤电电源装机和配套电网建设。 

4. 以新的电力规划理念引导“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发展的协调统一 

面对中长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需要，应整合“源-网-荷-储”各类型灵活性资源，准确

评估未来灵活性需求，将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目标纳入中长期电力规划，并与国民经济

各领域规划有机衔接，促进“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的协调发展。需要根据灵活性需求

合理投资电源建设，引导电厂采用更灵活的运营模式。加快扩大工业、建筑等多领域用

户侧资源参与需求响应的规模，完善需求响应资源激励费率以及惩罚措施来加速其落地

实施。重视并加快发展储能，在系统规划层面协调优化“源-网-荷-储”各类型灵活性资源。

除电化学储能外，还应协调水利、市政等领域更好地发挥储水、储气和储热等相对成熟

技术的作用，从而实现储能在更大范围的协调优化。 

 

  



 

6 

 

1. 电力系统灵活性 

1.1 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定义 

关于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认为电力系统灵活性是指在一定经济成本约束下，电力系统快速响应供

需两侧大幅度功率与电能波动的能力，对于能预见、不能预见的变化和事件迅速反应，

负荷降低时降低出力，负荷上升时提高出力8。北美电力可靠性协会（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rporation，NERC）认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是指利用系统资源满足负

荷变化的能力9。许多学者也对电力系统灵活性给出了各自的定义，例如文献10将灵活性

定义为电力系统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应对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并同时在合理成本下保持供

电可靠性的能力。文献11则将系统灵活性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尺度下，电力系统通过优化

调配各类可用的灵活性资源，利用合理的成本去适应电源、电网及负荷随机变化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报告认为电力系统灵活性是指电力系统为了保持电力供需动态平衡，经济

地调用各类灵活性资源以应对电源、电网及负荷不确定性的能力。 

1.2 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的内涵 

电力系统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当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系统电力供应大于需求时，系统

可以“向下调节”减少出力，从而减少发电被弃，尽快恢复供需平衡；当不确定性因素造

成系统电力供应小于需求时，系统可以“向上调节”增加出力，从而满足负荷需求，避免

负荷削减。目前研究发现，电力系统向上灵活性与系统的爬坡能力有关，对于系统的负

荷供应能力有较大影响。向上灵活性不足是导致电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向下灵活性与系

统减少常规机组出力的能力紧密相关，对系统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有较大影响。向下

灵活性不足是造成弃风、弃光的重要原因。向上灵活性不足和向下灵活性不足原理如图

1-1 所示。 

 
8 Agency IE. Empowering Variable Renewables-Options for Flexible Electricity Systems [M]. OECD Publishing, 

2009: 13-14. 

9 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rporation. Special report: Accommodating High Levels of Variable  

Generation[R]. American：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rporation(NERC), 2010: 2-6. 

10 B.V. Mathiesen,H.Lund.Comparative analyses of seven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fluctuati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J]. IET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2009, 3: 190-204. 

11 鲁宗相, 李海波, 乔颖. 含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灵活性规划及挑战[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6, 

40(13): 14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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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向上灵活性不足和向下灵活性不足原理12 

1.3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灵活性 

在建设美丽中国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双重压力下，清洁化变革推动未来建立高比

例可再生电力系统成为必然发展趋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以

火电为主的传统电源系统正向以风电、光伏发电等为主的清洁电源系统转变。截至 2019

年底，全球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2.03 亿千瓦，占全部电源装机的 34.7%13。

国际社会陆续承诺向 100%可再生能源转型，截至 2018 年 2 月，全球已有超过 100 个城

市实现 70%以上的电力需求由可再生能源满足14。中国也提出到 2050 年实现高比例可

再生能源发展，为了实现电力系统低碳转型，预计 2030 年和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比将分别达到 50%和 85%以上，风光发电量占比将分别达到 30%和 60%以上15。  

受技术更新、成本降低及政策影响，2015 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增长，如

图 1-2 所示。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为 20.1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占 39.5%，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2.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2.0 亿千瓦；2019 年中

国总发电量达到 7.3 万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 2.0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27.9%，其中风电发电量为 4057.0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5.5%，光伏发电量为 2243.0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3.1%。 

 
12王仲颖, 郑雅楠, 王心楠等. 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比较研究[R].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

源研究所, 2020. 
13 IRENA.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EB/OL]. 2019. 

https://www.irena.org/Statistics/View-Data-by-Topic/Capacity-and-Generation/Statistics-Time-Series 

14 创绿研究院. 我们是这样步入 100%可再生能源未来的[EB/OL]. 2018. 

https://www.ghub.org/%E5%9B%BE%E9%9B%86-%E6%88%91%E4%BB%AC%E6%98%AF%E8%BF%99%

E6%A0%B7%E6%AD%A5%E5%85%A5100%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

A%90%E6%9C%AA%E6%9D%A5%E7%9A%84/ 

1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中国 2050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暨路径研究[R/OL]. 北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2015. 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china-2050-high-renewable-

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zh 

https://www.irena.org/Statistics/View-Data-by-Topic/Capacity-and-Generation/Statistics-Time-Series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china-2050-high-renewable-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zh&sa=D&ust=1594694461912000&usg=AFQjCNHa6Uv2QYvJm3sEKd169_URuQOjK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china-2050-high-renewable-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zh&sa=D&ust=1594694461912000&usg=AFQjCNHa6Uv2QYvJm3sEKd169_URuQOj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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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对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过去几年，由于政

策机制调动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出现了大量的弃风、弃光问题，中国的弃风率在 2016

年达到 17.1%；而弃光率在 2014 年最高达到 10.5%。2016-2018 年间，中国弃风和弃光

电量共计 1389 亿千瓦时16。近些年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保障措施的实施和灵活性资

源投入加大，弃风弃光率逐步回落到 5%以下。2019 年全国弃风电量 169 亿千瓦时，平

均弃风率降至 4%；弃光电量 46 亿千瓦时，平均弃光率降至 2%17（见图 1-2）。但以风

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天然具有波动性，随着其出力占比的

逐步提高，系统净负荷波动增大，未来单纯依靠火电和抽水蓄能的调节容量和调节能力

无法满足系统安全运行的灵活性要求。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制约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问题

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图 1-2 2011-2019 年中国风光发电量及弃风弃光率变化情况 

  

 
16 国家能源局.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介绍[EB/OL]. 2019.01. http://www.nea.gov.cn/2019-

01/28/c_137780519.htm 

17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9》《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19》[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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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灵活性资源 

1.4.1 电源侧资源 

电源侧灵活性资源包括可控的传统电源（水电、核电、火电）和相对可控可调度的

可再生能源（光热、生物质、地热等）等，其中火电又分为燃气、燃油和燃煤机组。可

控传统电源装机容量大、输出稳定，但同时调节能力较弱、启动时间较长18，其灵活性

调节能力有限，主要灵活性电源特性见表 1-1。 

1）火电 

通常情况下燃煤机组不做调峰电源使用，但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燃煤机组的主导

地位，因此各省尤其是抽水蓄能电站较少的省份和热电联产机组居多的“三北”地区，均

采用燃煤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调峰作为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必要手段。通过热电解耦、

低压稳燃等技术改造，煤电机组的最小稳定出力可以降至 20%-30%的额定容量，电力系

统的向下调节能力有所提升。与燃煤发电机组相比，燃气机组供电效率高、启停时间短、

响应速度快，从调节特性角度来看是最佳的调峰电源。 

2）水电 

常规水电利用江河水体中的位能进行发电，按水库调节性能可分为多年调节水电站、

年调节水电站、季调节水电站、周调节水电站、日调节水电站和无调节能力的径流式水

电站等。具有调节能力的水电站具有开停机迅速、功率调节快等特点，在电力系统中起

着调频、调峰和备用的作用19。 

表 1-1 主要灵活性电源特性比较 

 调控时效性 调控幅度 机组爬坡速率 

煤电 一般 
装机容量 

50% - 100% 

较慢 

（常规 1 - 2%/min） 

燃气 较好 
装机容量 

0% - 100% 

较快 

（常规 20%/min） 

水电 较好 
装机容量 

0% - 100% 

最快 

（常规 50 - 100%/min） 

长期以来，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是电力系统中不确定性因素的源头，但随着风电、光

伏发电由分散、小规模开发、就地消纳的模式向高度集中、大规模开发、大量外送的模

式转变，各种电源的时空互补效应能够给部分地区的电力系统带来一定灵活性。但受制

于出力的不确定性，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灵活性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4.2 电网侧资源 

电网是输送电力的载体，也是实现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关键。良好的电网建设与运行

调度能够保障电力供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增强电力系统融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能力，

 
18 邱忠恩. 水电, 火电, 核电的综合经济比较[J]. 水力发电学报, 1990(03): 9-17. 

19 王仲颖, 郑雅楠, 王心楠等. 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比较研究[R].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

源研究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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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间分布特性实现灵活性需求平移，保证电力资源的高效配置。电网侧主要灵活性

资源包括柔性输电、互联互济和微电网。 

灵活交流输电系统（FACTS）是一项新技术。它应用大功率、高性能的电力电子元

件制成可控的有功或无功电源以及电网的一次设备等，实现对输电系统的电压、阻抗、

相位角等指标的灵活控制，在不改变网络结构的情况下，使电网的功率传输能力以及潮

流和电压的可控性大为提高，可有效降低功率损耗和减少发电成本，大幅度提高电网灵

活性、稳定性、可靠性。 

互联互济是指大型电力系统划分为多个区域电网并由联络线连接，区域之间依靠联

络线实现电力电量交换。电网互联互济可以利用各地区用电的非同时性进行负荷调整，

减少备用容量和装机容量，更为经济地增强系统抵御事故的能力，提高电网安全水平和

供电可靠性；互联互济还有助于系统承受较大的负荷冲击和电源波动，改善电能质量，

吸纳更多风光波动性电源。 

微电网以分布式发电技术为基础，由分布式电源、负荷、储能装置、控制系统等组

成，形成模块化、分散式的供电网络。微电网是一个可以自治的单元，可根据电力系统

或微电网自身的需要实现孤岛模式与并网模式间的无缝转换，有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可

靠性、电能质量以及灵活性。微电网并网运行时，可以作为大小可变的智能负荷，能在

数秒内做出响应以满足系统需要，为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支撑。 

1.4.3 用户侧资源 

用户侧电力需求侧管理是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提供源。它通过采取措施引导用户

优化用电方式，不仅可以平抑用电负荷的波动性、减小负荷的峰谷差、提高电网利用效

率，还能够通过调动负荷侧的响应资源来满足系统灵活性需求，保障系统的安全可靠运

行，促进更多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需求侧灵活性资源包括负荷需求响应（Demand 

Response，DR）和电动汽车等。 

1）需求响应 

需求响应通过对可中断负荷的负荷管理和一定时间内的价格信号或激励机制，改变

需求侧负荷原定的用电方式，实现削峰填谷，提供灵活性。简单来讲，需求响应是通过

合理的机制促使电力消费者在用电负荷高峰时段改变用电行为，停用或转移到其他时段

用电。按照不同的响应方式，可将电力市场下的需求响应分为基于价格的 DR 和基于激

励的 DR20。基于价格的 DR 是指负荷端对零售电价的变化进行响应并调整用电需求，用

户通过经济决策后自愿将用电从高峰时段调整至低谷时段，利用低电价来实现减少电费

支出的目的；基于激励的 DR 是指用户与 DR 的实施机构签订合同，并明确基本负荷的

 
20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Benefits of Demand Response in Electricity Marke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hieving Them: A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 Congress Pursuant to Section 1252 of 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EB/OL]. 2006.02.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oeprod/DocumentsandMedia/DOE_Benefits_of_Demand_Response_in_El

ectricity_Markets_and_Recommendations_for_Achieving_Them_Report_to_Congr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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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和负荷削减量计算方法，确定激励费率及不能履行合同进行响应的惩罚措施。具

体实施阶段，机构制定确定的或动态的政策，激励用户在系统可靠性受到威胁或者电价

相对较高时削减负荷，提供灵活性。 

2）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并入电网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放电，因此可以提供向上和向下灵活性调节

能力。通过优化充放电策略，电动汽车的普及使用可以成为高质量的系统调节资源。由

于电动汽车不同类型蓄电池的充放电特性不一，电力调度部门对电动汽车的放电时间进

行统一调度，执行适当的充放电策略有助于实现电力供需平衡。 

1.4.4 储能资源 

储能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在负荷低谷时存储电量，在高峰时释放电量。储能通

过对电能供需时间上的平移提供灵活性，实现削峰填谷、平衡供需，提高系统稳定性。

储能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利用时，可以平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促进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在电源侧，储能能够提升可再生能源并网特性，提高电网考核分，减少考核损失，

同时促进可再生能源根据电力需求特性、市场价格信号等优化生产运行，减少弃风弃光

电量，降低系统辅助服务成本。 

在电网侧，储能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与电网的协调优化运行。在可再生能源较为集

中的区域，电网侧储能可以发挥其削峰填谷、负荷跟踪、调频调压等功能，改进电力调

度方式，加强区域负荷调节优化。 

在用户侧，储能可以提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就地消纳的比例，降低负荷对电网

供电的依赖性，提升系统灵活性。 

当前储能技术越来越发达，材料成本逐年下降，为大规模储能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电能存储技术分类如图 1-3 所示。 

电储能

物理形式

化学形式

机械能

电磁场能

氢储能

电池储能

动能：飞轮储能

势能

抽水蓄能

压缩空气储能

 电场能：超级电容器

磁场能：超导磁储能

锂离子电池

铅酸电池

液流电池

钠硫电池，等  

图 1-3 典型电储能技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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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抽水蓄能技术相对成熟外，其余大容量储能技术仍处于试点示范阶段，且

投资成本相对较高，亟待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和成本降低。不同储能技术有各自的优缺点，

电化学电池储能配置灵活，响应速度快且不受外部条件限制，但使用寿命有限，成本较

高；飞轮储能具有功率密度高、能量转换效率高、使用寿命长、对环境友好等优点，缺

点是储能能量密度低、自放电率较高；电磁储能响应速度快、功率密度高且对环境友好，

缺点是现阶段成本高且存在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和抽水蓄能技术都受

到环境和材料等外部条件制约。 

未来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的储能技术，至少需达到兆瓦级/兆瓦时级的储能规模。抽

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电化学电池储能可达到这一规模，而飞轮储能、超导磁储能及

超级电容器等功率型储能技术则很难达到。未来在储能灵活性资源选择上要综合考虑技

术成熟度、成本等多种条件。 

1.5 灵活性相关机制 

1.5.1 市场型灵活性 

能量市场按照边际出清价格机制调用资源，天然具有灵活性。计划体制下，为确保

电力安全，通常利用常规电源发电满足负荷需求，电源发电计划提前确定，固定的常规

电源发电份额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空间受到挤压。市场机制下，负荷与可再生能源发电

预测提前一天完成，预测的出力用于日前市场交易，最大程度去满足电力电量平衡。日

内市场主要是根据风力和光照的变化更新对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出力的预测，在日前预测

的基础上更新日内交易发电计划，进行提前 15 分钟或更早的电力交易。成熟电力市场

通过实时电价变化，引导发电企业主动参与调峰，这一过程在能量市场出清中完成。通

常系统负荷较小时电价可能较低，而在系统负荷较大时电价可能很高，因此调节能力强

的机组可以通过在谷时段少发电而在峰时段多发电获得较高的平均电价。由于日前市场

和日内市场的存在，市场参与者几乎可以完全通过能量市场平衡其发用电计划，在能量

市场交易中按照边际机组报价出清。由于可再生能源在能量市场中的报价接近于零，在

不同类型机组参与调度时将优先出清，因此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单一能量市场不能满足实时电力平衡需求，仍需要辅助服务市场来保证电力系统的

瞬时物理平衡。考虑到负荷和风电出力随机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般由在辅助服务

市场中购买的备用容量来弥补意外负荷或不可预料的负荷导致的供需不平衡，减少失负

荷情况的出现。备用通常分为三种：一次控制备用、二次控制备用和三次控制备用。一

次备用容量是在干扰发生 5 秒内启用，其作用是稳定电网频率，启动时间为 30 秒；二

次控制备用是在首次功率变化后 30 秒内召集备用提供商，平衡控制区域，使电网频率

回到标称值，取代一次备用，启动时间为 5 分钟；三次控制备用是在干扰发生 15 分钟

后手动启用，不完全取代二次控制备用，启动时间为 15 分钟。具体备用作用机理如图

1-4 所示。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也会增加供需平衡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与发电强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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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且非同步的电力系统中的频率控制和电压控制相关的挑战，需要快速调频和快速爬坡

等辅助服务产品来解决，辅助服务市场此时便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优先调动更高水平的

灵活资源（如储能和需求响应）。 

 

图 1-4 市场备用容量作用机制21 

1.5.2 规划型灵活性 

电力系统长期以来保障运行安全的基本方法是通过配置充裕的备用容量满足最大

波动量来保障电力平衡。而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中，源荷波动叠加导致灵活性需求

剧增，同时，部分常规电源被可再生能源替代进一步减少了灵活性电源，单纯靠备用电

源保障系统安全成本昂贵且不可行。未来大规模备用容量的提升将限制系统的向下调节

能力，因此，电力规划理念应加强“灵活性平衡”约束考量，必须充分挖掘“源-网-荷-

储”各个环节的调节潜力参与平衡，建立灵活性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同时，厘清不同类

型、不同口径电源在电力供给中的合理定位，制定行之有效的电力规划，让电力系统具

备“天生的”灵活性。 

电力系统“灵活性平衡”应从“源-网-荷-储”多时间尺度、多维度考虑灵活性资源

的投资决策，真正以资源规划和灵活性需求一起考虑电力规划。未来电力系统应针对灵

活性不足类型及其时间尺度开展电源结构优化，重塑能源系统，将电、热、气之间的互

转互济作为满足系统灵活性的最基础保障，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长远看应提高输电系

统对灵活性资源的承载能力；大力推动需求侧响应，充分挖掘负荷侧灵活性；大规模应

用储能，实现日调节、月调节和年调节储能设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系统灵活性。 

 
21 GIZ. 对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激励: 德国电力市场的作用[R]. 2019.10. 



 

14 

 

2. 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现状 

2019 年，中国风电装机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占全球风电总装机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

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34%和 35%，均为世界第一。随着可再生能源平价时代的到来，其装

机容量及发电量将不断提高，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给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

要求。当前中国电力系统调节灵活性欠缺、电网调度运行方式较为僵化等现实情况难以

发挥电源清洁高效消纳的优势，区域用电用热矛盾突出，优化调度全额消纳可再生能源

难度较大。 

2.1 技术型灵活性资源现状 

1）电源侧资源现状 

当前，中国电力系统中灵活调节电源配比较低，与可再生能源装机世界第一的现状

不匹配，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仍有较大空间。同时，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具有

调节性能的水电、抽水蓄能和燃气电站等灵活电源比重低，系统灵活性不足。受机组性

能设计、煤电电价机制等因素影响，中国燃煤机组最大调峰幅度普遍设定为 50%，常规

机组的最小负荷和爬坡率指标远远落后于丹麦、德国等领先国家水平，特别是“三北”地

区“以热定电”的供热机组比重大，冬季调峰能力十分有限。中国电源侧灵活性资源主

要包括深度调峰改造后的煤电、气电和水电，各种资源特性如表 2-1 所示。从提升系统

灵活性潜力的角度来看，气电因其启停速度、调节能力的优势，技术上可以作为调峰电

源的最优选择。 

表 2-1 灵活性资源的特性 

灵活性

资源 
煤电深度调峰改造 气电 抽水蓄能 电源侧储能 

优点 

深度调峰技术手段成

熟，可普遍适用于煤

电机组，改造后的机

组最小出力可达到额

定出力的 20%-30% 

1.启停速度快，100%全

负荷启动只需 9-10min 

2.占地少，用水量少 

3.适合在可再生能源富

集区对系统进行调节 

4.适合在负荷中心建设 

100% 全 负 荷

启动需 2-3min 

1.响应速度快，充放

电时间为毫秒级 

2.可多次调节 

缺点 

1.响应调节速度慢，冷

启动需 5 小时 

2.改造后的机组煤耗

增加，寿命缩短，污染

增加 

1.建设投资成本高 

2.天然气价格高 

受选址条件约

束和经济性限

制，建设规模

有限 

1.受技术条件限制，

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

建设条件 

2.建设投资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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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网侧资源现状 

目前中国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增强了能源配置能力。东北 500 千伏主网架结构、华

北“两横一纵”交流特高压主网架、西北 750 千伏主网架、华东特高压环网、华中东四省

电网与川渝藏电网异步的互联、南方电网“八交十直”的西电东送主网架，共同构成了中

国坚强的网架系统，基本形成了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大幅提升了能

源配置能力和电网安全供电水平。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73.3 万公里，其中，交流线路

69.1 万公里，直流线路 4.2 万公里。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40.2 亿千瓦，其中交

流变电设备容量 36.9 亿千瓦，直流换流容量 3.4 亿千瓦。另外，2019 年最新统计显示，

全国电网投资 5373 亿元，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3.77 万千米，新增 220 千

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2.2 亿千瓦，新增直流换流容量 3200 万千瓦（见表 2-2）。 

表 2-2 全国 220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发展情况22 

 截至 2018 年底 2019 年新增 合计 

输电线路长度（万公里） 73.3 3.77 77.07 

变电设备容量（亿千瓦） 40.2 2.2 42.4 

目前中国建成了多个特高压可再生能源专项输电工程，但由于火电、风电等电源的

发展与电网发展在时间上的不同步不协调、送端和受端承受能力不同，实际输送新能源

电量不及预期。2018 年榆横至潍坊特高压、锡盟送山东、浙福特高压、蒙西至天津南特

高压年输送电量最低达 29.2 亿千瓦时，最高达 78.9 亿千瓦时，但均无新能源发电量输

送。一些特高压输电线路年输电量非常大，而输送新能源的电量却占比很低。锡泰直流

和吉泉直流的年输送电量高达 53.2 和 47.6 亿千瓦时，但新能源输送电量仅为 0.4 和 1.1

亿千瓦时，占比分别为 0.75%和 2.31%。 

3）用户侧资源现状 

2013 年以来，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陆续开展需求响应试点，充分挖掘电力需求

侧资源参与电网调度的潜力。其中，江苏针对部分工业空调用户首次尝试了实时通知下

的需求响应项目，为建立需求响应参与系统调频项目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2014-2018 年

中国削峰响应试点实施情况如表 2-3 所示23，可以看到每年度削峰响应试点实施情况不

一，其中 2016 年削减负荷和削减电量较高，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响应规模和稳定

性仍难以满足需求。2019 年山东 55 家电力用户达成削峰需求响应 2104 兆瓦，填谷需

求响应 827 兆瓦24；2019 年河南省季节性需求响应共有 145 家企业参与，其中 77 家为

有效响应（有效响应指电力客户实际响应负荷量大于合同响应量的 120%），响应规模

 
2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9-2020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R]. 2020 

23 陈宋宋, 李德智. 中美需求响应发展状态比较及分析[J]. 电力需求侧管理, 2019, 21(03): 73-76+80. 

24 北极星售电网. 山东 2019 年电力需求响应单边竞价交易结果[EB/OL]. 2019.07.29.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90729/995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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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兆瓦25。江苏 2019 年 7 月 30 日单次需求响应参与者包括普通用户 452 户和负荷集

成商 13 家，削减用电负荷 4020 兆瓦，创下单次削减负荷新纪录。 

表 2-3 中国 2014 年-2019 年度削峰响应试点实施情况 

年份 
实施次数/

次 

参与用户数

量/户 

参与聚合商

数量/户 

削减负荷

/MW 

削减电量

/MWh 

激励费用/

万元 

2014 1 34 0 55.00 27.50 5.50 

2015 18 2440 28 2160.56 1214.81 3427.22 

2016 9 3313 27 4191.00 2827.00 8601.50 

2017 1 20 4 26.00 26.00 39.00 

2018 6 1731 9 1734.48 1494.81 1060.11 

2019 山东 - 555 - 2103.952 - 6311.856 

2019 河南 - 77 - 351.9 - - 

注：表中激励费用数据不包含江苏省 2015 年激励费用 

电动汽车作为分布式储能可通过有序充电、V2G（Vehicle-to-Grid）等方式参与电力

系统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为电力系统提供一定规模的灵活性。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

发展迅速，截至 2019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 381 万辆26，连续五年占据世界

第一，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日益加速，已建成充电桩数量超过 120 万27。 

4）储能资源现状 

储能灵活性资源主要为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 

2020 年）》中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开工抽水蓄能电站 6000 万千瓦左右，2020 年

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 4000 万千瓦28。然而，此前规划兴建的 600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

站至今仍有大部分未能完成。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抽水蓄能装机容量为 2999 万千瓦，

仅占当年电源总装机的 1.6%29。累计的储能装机中，电化学储能容量 107.3 万千瓦，其

他储能容量 23.7 万千瓦。目前，中国已经在张家口、内蒙古等地开展了多个电源侧大型

新能源与储能联合的示范项目。项目具备风、光、储联合发电七种组态运行方式，通过

可再生能源加储能，实现功率波动小于 5%/10min，计划跟踪偏差小于 3%，AVC 合格率

大于 95%，可以达到一定的平滑出力、削峰填谷以及电网调频调压目的。近些年，中国

部分地区为了解决尖峰时段电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在电网侧建设储能项目。2017 年 9

月，江苏镇江 3 台燃煤机组退役，补缺口的 2 台燃气机组无法按计划建成投运，因此采

用了建设电网侧储能“充电宝”的方式来填补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最大限度地

 
 

25 北极星售电网. 河南公示 2019 年度电力需求响应结果[EB/OL]. 2019.11.28.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91128/1024311.shtml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R]. 2020.08.11. 

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ydyhjgl/202008/P020200811521365906550.pdf 

27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2019-2020 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R]. 2020. 

https://www.cenews.com.cn/company/202003/t20200305_931815.html 

28 国家能源局. 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EB/OL]. 2016. 

http://www.nea.gov.cn/135867663_14804701976251n.pdf.  

29 国家能源局前瞻产业研究院. 中国储能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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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生产和生活用电。虽然储能成本还比较高，但在时间紧、任务重、新建电源来不及

的情况下，采用建设储能的方式既可以保障尖峰短时用电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煤电装

机需求，并提高全系统运行效率。 

2.2 市场型灵活性现状 

中国目前开展的电力交易以省间中长期交易为主，不能准确实时地反映市场中灵活

性资源的需求量和价格。目前新疆、甘肃、内蒙古、吉林等多个省份通过低于上网电价

的交易价格开展新能源与火电打捆、发电权置换等方式向外输送新能源电量，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弃风弃光问题。但是这种电力中长期交易时间尺度大、跨度长，交易通常按月

进行，容易出现新能源出力预测与实际发电不符的现象，不能在价格和时间上更准确地

体现消纳新能源所需要的灵活性。国外的许多电力市场将交易时间频率提高到了五分钟，

通过实时新能源发电监测，对实时电力价格进行最佳预测，从而降低电力市场的总运行

成本，也更适合整合高渗透率的可再生能源。 

现有的“三公”电力调度机制不再适应能源转型下的电力系统需要。电网调度机构

主要以年、月、周、日为周期制定电力运行计划，优化日前、日内和实时调度运行的潜

力还没有充分挖掘，而风电、光伏发电的大规模接入，极大增加了日内调度计划调整的

频次和工作量，需要优化调度运行、提高风光消纳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30。完善的电

力市场机制可以进一步释放灵活调节能力，并减少新建煤电机组需求，提升可再生能源

消纳水平。 

中国电力辅助服务包括调频、调峰、无功调节、备用、黑启动服务等多个品种，但

目前在市场建设初期，各地主要围绕调峰、部分地区辅以调频开展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目前较为成熟的是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和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国外成熟的电力市场一般通

过现货市场中的实时平衡市场或平衡机制实现调峰。通过实时电价变化自然引导发电企

业主动参与调峰，这一过程在能量市场出清中完成。 

为了增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减小峰谷负荷差，中国在 2006 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电

力辅助服务产品——“调峰”。在中国，用电高峰时需要投入在正常运行以外的发电机组

以满足需求，这是常规调峰。传统的调峰手段主要分水电机组调峰和火电机组调峰两大

类。一般火电机组最小出力为额定出力的 70%，燃气电厂最小出力为额定出力的 50%。

系统的调峰是调频之外的向上与向下的出力变化（15 分钟到小时级），以保持系统的实

时平衡。而深度调峰就是受电网负荷峰谷差较大影响而导致各发电厂降出力、发电机组

超过基本调峰范围进行调峰的一种运行方式。深度调峰的负荷范围通常低于电厂锅炉的

最低稳燃负荷。 

在 2016 年，《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改革试点方案》、《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运营规则（试行）》陆续颁布，将火电深度调峰（即火电出力调节到额定出力 50%以下）

 
30 时璟丽, 赵勇强. 问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难”[N]. 中国能源报, 2018-05-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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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有偿调峰服务”。东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自 2014 年建成以来运行良好，华东、

华北、西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已进入试运行，并推出了深度调峰辅助服务激励燃煤热电

联产机组灵活运行。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东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22%，

而装机容量仅增长了 2%，说明深度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一定预期效果。

2018 年，东北区域常态新挖掘火电调峰潜力 400 万千瓦以上，全网风电受益电量共计

179 亿千瓦时，有效促进了风电消纳，缓解了东北电力系统低谷调峰困难局面，促进了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中国将有偿调峰均纳入辅助服务市场是基于电力现货市场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现状，

深度调峰实际上是由燃煤发电机组提供的，却又需要所有电源分摊费用，这并没有体现

市场的激励机制。同时，煤电机组增减出力的响应时间较长、爬坡速率较慢，难以充分

满足系统灵活性的需求，需要引入新型的灵活性爬坡产品来应对系统需求。因此，完善

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是改革过渡期推动系统灵活性提升的重要举措，而在未来竞争性电力

市场中，有偿调峰应逐渐退出辅助服务市场，由于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带来的系统可靠性

不足和灵活性不足可以通过电网经济调度、辅助服务市场的新产品来弥补。 

2.3 规划型灵活性现状 

现有的五年期电力规划没有同步配置灵活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能源转型下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依照《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中国风电新增投产

0.79 亿千瓦以上，太阳能发电新增投产 0.68 亿千瓦以上，至 2020 年全国风电装机达到

2.1 亿千瓦以上，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1 亿千瓦以上31。但是这种定量规划与电力行业

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相符。截至 2018 年底，风电已基本完成“十三五”规划装机目标；

光伏发电经过 2017 年的爆发式增长后，也于 2018 年初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电

源规划没有及时配套规划输电通道和灵活电源，最终造成可再生能源基地不得不面临

“弃风弃光”和煤机停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灵活性资源的缺乏拖缓了可再生能源发

展进程。 

现有的电力规划没有实现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统一，没有整合分析灵活性资

源现状和供需能力，不能够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要。在目前中国的电力规划

中，电源侧的灵活性资源配置落后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电网侧需要继续完善配电

网络接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利用，强化省际间电网联络，打破壁垒，最大化

利用富余资源；用户侧需要挖掘需求响应资源，直接或间接削减负荷，以维持系统可靠

性，增强实时系统灵活性。总体来说，“源-网-荷-储”多时间尺度、多维度的一体化、

协调化的“灵活性平衡”规划，必须成为未来的电力规划思路，以满足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并网对系统灵活性的需求，进而促进电力系统成功转型。 

  

 
3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EB/O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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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火电灵活性改造现状 

火电灵活性改造包括运行灵活性和燃料灵活性，如图 2-1 所示。运行灵活性主要是

指深度调峰能力、快速爬坡能力和快速启停能力，其中深度调峰能力是指火电机组具有

较大的变负荷范围（具体技术路径见附录Ⅰ），对于热电机组是指通过热电解耦减少高

峰热负荷时机组出力的能力。燃料灵活性是指使用适应力强的煤种，掺烧生物质例如秸

秆、木屑等。 

 

图 2-1 火电灵活性改造介绍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共计 2.2 亿千瓦的煤电灵活性

改造项目。其中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热电联产机组改造约 1.33 亿千瓦，纯凝

机组改造约 8200 万千瓦；其他地区纯凝机组改造约 450 万千瓦。改造完成后，增加调

峰能力 4600 万千瓦，其中“三北”地区增加 4500 万千瓦。截至 2019 年底，中国仅完成

火电灵活性改造 5775 万千瓦32，不到“十三五”电力规划目标的 30%。 

1）政府多方面积极促进火电灵活性改造 

中国电力系统调节灵活性欠缺、电网调度运行方式较为僵化等现实造成了系统难以

完全适应新形势要求，大型机组难以发挥节能高效的优势，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弃风、弃光和弃水问题，区域用电用热矛盾突出。为实现中国提出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目标，保障电力安全供应和民生用热需求，需着力提高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及运行效

率。政府从负荷侧、电网侧、电源侧多措并举，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见表 2-4），重点

增强系统灵活性、适应性，破解可再生能源消纳难题，推进绿色电力发展。 

表 2-4 政府促进灵活性改造的政策 

时间 机构 文件 

2016.03 五部委 关于印发《热电联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6.06 国家能源局 《提升火电灵活性改造示范试点工作》 

2016.06-07 国家能源局 《关于下达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的通知》 

 
32 张磊. 煤电灵活性改造为啥这么慢[N]. 中国能源报,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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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优先发电试行

办法〉的通知》 

2016.1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2017.08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 
《关于征求<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补充

规定>》 

2017.1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 

2017.11 国家能源局 《完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 

2018.0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指导意见》 

2018.04 国家能源局 
《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管理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 

2018.08 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 2018 年各省（区、市）煤电超低排放

和节能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 

2018.1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2）中国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 

2016 年，国家能源局下发了第一批和第二批煤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清单，共计 22

个，规模在 1800 万千瓦左右，其中 15 个项目位于东北三省。在这 22 个火电项目中，

仅有 2 个涉及纯凝机组改造，其余均为供热机组灵活性改造。22 个项目中的 8 个火电

项目已经改造完成。 

在这22个火电厂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中，采用最多的是热储能技术，占比达到65%，

其中采用单罐热水储能技术的电厂有 7 个，采用电热固体储热和电极锅炉项目的电厂有

6 个，采用低压缸零出力技改的电厂有 2 个，采用汽轮机低压缸高背压改造的电厂有 1

个，涉及制煤和稳燃脱硝系统改造的电厂有 4 个。各改造技术占比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技术路线情况 

3）火电灵活性改造进展 

实现机组灵活性改造并不单单是确定改造目标和技术方案，政策导向下的调峰补偿

机制也调动了煤电灵活性改造的积极性。中国辅助服务市场是行政导向，辅助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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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价仍是行政定价，服务补偿费用是由风电、核电以及出力等于或高于有偿补偿基准

的火电按发电量的比例承担，并对每类发电厂的发电量规定了折算系数。当前一批火电

机组作为可再生能源消纳调峰机组，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落实火电机组深度调峰补偿

机制，调动了火电机组调峰积极性。以东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实行报价补偿机制为例，

根据其辅助服务报价规则，火电机组负荷率在 40% - 50%之间时，报价范围在 0 - 0.4 元

/kWh。由于在实际操作中深度调峰资源稀缺，因此灵活性改造的电厂往往以价格上限报

价，按 0.4 元/kWh 补偿；当机组负荷率低于 40%时，按 1 元/kWh 进行补偿。在实际补

偿情况中，从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的结构上来看，中国电力辅助服务补偿主要是调峰

补偿费用，2018 年调峰补偿费用占比高达 35.46%33。 

调峰补偿机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煤电灵活性改造，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三北”地

区的带动下，江苏、山东、山西、甘肃、新疆、福建等地也都先后建设了符合各地实际

情况、各具特色的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相关的火电灵活性改造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

以“三北”地区为例，截至 2018 年 11 月，“三北”地区煤电灵活性改造容量为 4069 万千

瓦，其中东北地区 2378.5 万千瓦，华北地区 1133.5 万千瓦，西北地区 557 万千瓦。得

益于电力辅助服务机制，东北地区的火电灵活性改造完成量占“三北”地区完成量的近

60%，受益于此，2019 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弃风电量减少了 3.9 亿千瓦时。但风电多发、

火电少发使风电企业的电力辅助服务分摊费用大幅上涨。由于华北和西北地区政策相对

滞后，煤电灵活性改造进程相对缓慢34。 

2.5 火电深度调峰改造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燃煤机组的大型化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大量并网，300MW 级和 600MW

级的燃煤机组成为调峰主力，这些主力机组在不同的负荷率下的供电煤耗、CO2 排放因

子、污染物排放因子的变化情况如表 2-5 所示。可以看出，在 35%负荷时，300MW 和

600MW 级机组的净烟气的 NOx 排放因子比 100%负荷时分别升高约 10%和 100%，且

分别在 85%负荷和 65%负荷达到最低值。SO2排放因子随负荷降低略有下降。冷态启动

阶段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一方面是由于点火至并网阶段燃料燃烧产生污染物，但不能

发电；另一方面是由于低负荷阶段污染物脱除装置（如脱硝装置、电除尘装置）不能很

好地投入，导致烟气排放污染物浓度较大。净烟气的 NOx 和粉尘排放因子都远大于调

峰运行阶段的排放因子，而 SO2 排放因子较调峰运行阶段则小一些。300MW 级机组启

动过程 NOx 排放量大约为机组额定工况下运行 8 小时的排放量，而 600MW 级机组则

可达到额定工况运行 13 小时的排放量35。因此，当机组参与深度调峰时，应重点考虑低

负荷下 NOx 排放因子增大的效应；当机组参与启停调峰时，应该重点考虑启动过程 NOx

 
33 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 2018 年度电力辅助服务有关情况的通报.[EB/OL].2019.05. 

http://www.nea.gov.cn/2019-05/06/c_138037432.htm 
34 李帅.“十三五”已过半,煤电灵活性改造缘何仅完成两成?[J].能源,2019(02):34-37. 

35 Dong Y, Jiang X, Liang Z, et al. Coal power flexibili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implications 

in China: A plant-level analysis based on case unit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2018,134:18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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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对大量可再生能源接入产生减排效应的影响。 

表 2-5 火电机组污染物排放因子表36 

负荷率/% 
600MW 级机组污染物排放因子/(g/kWh) 300MW 级机组污染物排放因子/(g/kWh) 

NOx SO2 粉尘 NOx SO2 粉尘 

35 0.1659 0.0524 0.0214 0.1345 0.0423 0.0109 

45 0.114 0.0531 0.0185 0.1296 0.0451 0.0102 

55 0.0864 0.0545 0.0159 0.1258 0.047 0.0096 

65 0.0761 0.0565 0.0142 0.123 0.0482 0.0091 

75 0.0765 0.0591 0.0134 0.1214 0.0486 0.0086 

85 0.0808 0.0624 0.0134 0.1208 0.0483 0.0082 

100 0.0796 0.0686 0.0151 0.122 0.0464 0.0077 

灵活运行也会降低煤电机组的寿命，增加运营成本。厚壁部件受热应力的影响较大，

这种影响在较高的出力变化和多次启动的情况下会更加明显。在进行灵活运行时，老旧

燃煤发电厂的寿命会明显下降，电厂的累计年寿命消耗将从 0.4%提高到了 3.24%（增加

8 倍）。然而，从整个系统的经济性角度来看，灵活性提升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从

而节约了燃料成本，远高于煤电机组灵活性增加的资本成本，预计到 2025 年每年整体

可节约超过 50 亿元37。 

  

 
36 Dong Y, Jiang X, Liang Z, et al. Coal power flexibili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implications 

in China: A plant-level analysis based on case unit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2018,134:184-195. 

37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Thermal power plant flexibility[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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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系统灵活性技术经济性评估 

3.1 典型灵活性资源技术经济特性 

3.1.1 气电 

为保障系统灵活性，气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调峰电源。燃气机组可以在实现快速启

停的同时，不受最小出力约束。中国天然气大部分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 45%，综

合考虑气源条件、发电成本和碳减排，中国天然气发电应以调峰电站为主，充分发挥气

电调峰优势，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综合利用效率较高的分布式天然气能源系统。目

前集中式气电的投资成本约为 3300 元/kW，LCOE 约为 0.72 元/kWh38。 

3.1.2 需求响应 

用户侧提供的电力系统灵活性依赖于需求响应。需求响应由于引入了市场的调节机

制，用户的参与程度最高，参与形式最为丰富，在节能、负荷调整方面效果最好。一般

来说，由于用电效益的规模递减效应，再加上工商业电价一般要低于居民用电价格，工

商业用户需求响应的单位实施成本要比居民用户需求响应低。《广东省 2019 年电力需求

响应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出，市场化交易电力用户参与需求响应的服务费价格标准

定为 20 元/千瓦·天，非市场化交易电力用户参与需求响应的服务费价格标准定为 10 元

/千瓦·天。其中需求响应用户包括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2500kVA 及以上

容量的大工业用户、负荷集成商（售电公司）三类。2019 年广东省电力需求响应工作在

全省形成峰时一般地区负荷约 3%、重点地区负荷约 5%需求的机动调峰能力，全省用户

侧机动调峰能力总量达到 500 万千瓦时左右39。 

3.1.3 储能 

通过配置合理规模的储能，能够抑制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输出功率的波动，提高电能

质量，对于接纳风电、光伏发电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具有重要意义。从提供灵

活性的角度来看，储能通过对电能供需时间上的平移来丰富电力系统运行的灵活性。储

能装置参与调峰，主要是在负荷低谷时段储能，在负荷高峰时段放电。常见储能装置主

要包括超导储能（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SMES）、超级电容器（Super 

Capacitor, SC）、蓄电池、压缩空气储能（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CAES）等。各

类型储能的特性如表 3-1 所示。 

目前常用作储能电站建设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电池，其市场价在 1600 元/kWh-

2000 元/kWh，新建能量型储能系统的价格在 1800 元/kWh 左右，功率型储能系统的价

格在 2000-3000 元/kW。 

 
38 能源基金会. 煤电投资与运营的经济激励：从计划到市场[R]. 2019 

39 广东省能源局. 《2019 电力需求响应方案（征求意见稿）》[EB/OL]. 2019.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728993.html 



 

24 

 

表 3-1 几种储能方式的功率、响应时间及应用方向 

储能类型 额定功率 响应时间 应用方向 

机

械

储

能 

抽水蓄能电站 100-5000MW 10-40min 日负荷调节、频率控制和系统备用 

压缩空气储能 100-300MW 6h-20h 调峰发电厂、系统备用 

飞轮储能 5kW-1.5MW 15s-1min 
调峰、频率控制、UPS、电能质量调节、输

配电系统稳定性 

微压缩空气储能 10-50MW 1h-4h 调峰 

电

磁

储

能 

超导储能 10kW-1MW 1-5min UPS、电能质量调节、输配电系统稳定性 

超级电容器 1-10kW 1s-1min 电能质量调节、与柔性输配电技术相结合 

电

化

学

储

能 

铅酸电池 1kW-50MW 1s-1min 
电能质量控制、系统备用电源、黑启动、

UPS/EPS 

先进电池，如锂 1kW-10MW 1s-1min 平滑负荷、备用电源 

液流电池，如 ZnBr 10-100kW 1-2min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稳定性、用户侧平

滑负荷，备用电源 

3.2 灵活性提升技术经济性比较 

从电源侧资源来看，煤电机组启停时间较长、爬坡速率较低、调节成本较高，通常

作为基荷电源，能够提供的灵活性有限。提升燃煤机组爬坡速度投入的资金也因项目而

异。以 300MW 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的情况来看，提高 15%的调节能力需要约 300-500

元/千瓦的改造成本40。部分能够快速响应的火电如燃气机组，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灵活性，

但目前实际应用的燃气机组数量较少，且运行和调节成本较高。燃气机组造价成本约为

3300 元/千瓦，相对来看提升灵活性的经济性较差。调节性能好的抽水蓄能电站具备发

电、调峰、调频以及备用等功能，能够快速响应负荷变化。抽水蓄能电站的经济性取决

于地形地质条件、基本建材价格、设备价格、建设监理方式等因素，随着人工、材料等

成本的上涨，目前抽水蓄能电站单位千瓦投资大约在 5000 元左右。因此，随着间歇性

可再生能源发电滲透率的不断提升，需要挖掘和配置多种类型的发电侧灵活资源。 

从电网侧来看，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受地理空间和输电容量限制，可再生能源发电

中心与负荷中心距离较远，而跨省跨区的电网输电能力有限，因此由于电网灵活性不足

导致的弃风、弃光问题比较严重。采用电网互联、扩大平衡区域范围的方式可以实现空

间的扩展和互补，提供系统灵活性。 

从用户侧来看，由于负荷的复杂性，电力需求侧管理在全国范围均存在技术成熟度

不高的现状，用户侧的负荷控制手段、管理平台建设、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均需要进行

大量的投入。考虑推广费用和相关智能设备以及管理平台成本后，单位千瓦投资在 200-

400 元，且不确定性较高。 

 
40 王仲颖, 郑雅楠, 王心楠等. 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比较研究[R].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

源研究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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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储能来看，除抽水蓄能外，一般的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受电池价格影响，单位投

资成本目前在 1600-2000 元/千瓦左右。储能的响应速度在毫秒级，且具有上下调节能力，

一般储能的充放电能力为额定的 90%-95%，具有良好的调节性能。 

举例来看，以提高系统 4.5 万千瓦的调节能力为基准，各种灵活性资源的成本计算

结果如表 3-2 所示。煤电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不仅能大幅改善向下灵活性，所需成本投

入也是最低的，能够带来系统可靠性改善的同时，更能促进风、光消纳，因此，对于现

阶段来说，煤电灵活性改造属于大规模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现实性举措。从经济性来

看，储能仅次于煤电，是提升系统灵活性的另一可选举措，但储能技术未来发展还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如电池价格的变化和充放时间，其投资经济性是当前影响其大规模应用

的主要障碍。而气电和抽水蓄能由于建设成本高和资源条件限制，在经济性方面要落后

于煤电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和储能，发展空间较小。综合灵活调节能力和经济性来看，

现阶段煤电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优于气电、储能和抽水蓄能。未来可根据成本下降和技

术能力提升情况，将气电、储能、需求响应和电网互济纳入电力规划之中，综合规划提

升电力灵活性。 

表 3-2 灵活性资源经济性比较 

增加 4.5 万千瓦的调节能力 

灵活性资源 煤电深度调峰改造 气电 抽水蓄能 储能 

资源成本（万元） 1350-2250 14850 22500 8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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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路线 

4.1 煤电规模与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关系 

基于中国的电力结构和技术限制，未来一段时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安全

运行仍需要煤电支撑。当煤电规模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煤电和可再生能源之间可形成

协作关系，但当煤电规模超过一定阈值，两者之间就会发展成为竞争关系，如图 4-1 所

示。 

 

图 4-1 煤电规模与系统灵活性的关系 

当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逐渐扩大时，对调峰电源的需求也逐渐升高，而

对于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中国而言，高调节性的煤电厂就成为了最为现实的可行选

择。为确定煤电中长期的合理规模，有序进行煤电供给侧改革，需要明确煤电功能定位。

具体来说，大容量高参数的先进煤电机组要充分发挥高能效优势作为基荷电源运行，可

以进一步通过提供热、汽、水等综合能源服务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完善的辅助服

务产品设计，保障 300-600MW 亚临界机组科学合理地发挥灵活性辅助服务作用，实现

存量机组由电量型机组向电力型机组转变；运行年限较长的 200MW 及以下常规纯凝机

组，符合能效、环保标准的将逐步向备用和辅助服务机组转型，不符合能效环保标准的

则将逐步退出市场。 

4.2 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市场机制 

总的来看，煤电灵活性改造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高了煤电机组出力的下限，使得煤

电机组能够参与深度调峰，增强系统灵活性，但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仅满足了当下的

客观需求，仍存在局限性。东北深度调峰市场在解决东北供热季调峰问题上取得了很大

的成功，引导发电企业进行灵活性改造，整体调峰能力大大提高。已形成成熟的电力现

货市场的国家，并未针对调峰辅助服务设置单独的补偿，主要是采取现货市场的边际价

格出清机制，通过不同时段的价格信号，来引导市场成员在高峰和低谷时段调整出力，

以经济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电力现货市场刚刚起步，市场化机制较为复杂，

尚需较长的建设时间，且试点工作中未将调峰辅助服务作为市场组成部分，短期无法依

靠现货市场全面反映灵活性改造成本，难以有效引导发电企业实施灵活性改造。电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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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辅助服务市场作为创新性的机制，填补了电力现货市场建立与完善前的空窗期，不仅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也切实满足了当下的客观需求。 

煤电深度调峰带来的低负荷运行时 NOX 排放因子升高的环境影响仍需要考虑，同

时，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电力系统，现行的行政导向调峰服务必然无法继续满足

调峰需求，煤电机组可能需要频繁启停，由此造成的启停成本也需重视。因此，进一步

满足系统灵活性要求的资源以及运行机制需要继续探索。 

美国加州独立系统运行机构（CAISO）和中部独立系统运行机构（MISO）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电力市场产品，即灵活调节产品（Flexible Ramping Product，FRP），指可控资

源在给定响应时间内的爬坡、滑坡能力，用于满足实时调度中 2 个时刻之间的净负荷变

动。FRP 主要用于提高实时调度中的系统运行灵活性，以减轻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渗

透率较高的电力系统在维持实时平衡时所面临的压力。任何在实时市场进行能量报价的

可调度资源都可以提供 FRP，其可提供的产品数量取决于容量大小和调节速率，产品形

式为给定响应时间内（如 5 分钟）该资源为满足系统净负荷变动而进行爬坡和滑坡的调

整41,42。运行备用只在系统出现事故时被调用，调用频率比较低，而 FRP 则用于每一次

实时调度且几乎连续进行；运行备用只有向上一个方向，而 FRP 则有独立的向上、向下

两个调节方向。随着电力系统中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渗透率的提高，系统需要挖掘更

多的灵活性资源，风电、电动汽车、可中断负荷、储能等资源都可以提供 FRP，参与辅

助服务市场的竞争。因此，丰富中国的辅助服务产品也是未来提高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措

施。 

4.3 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路线图 

当前在中国实际的电力系统调度中，一般只利用传统发电机组提供灵活性调节。发

电侧实行“三公”调度模式，用户侧根据《有序用电管理办法》，由调度机构执行避峰、限

电、拉闸等手段削减负荷。《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和《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

理实施细则》两个细则对承担辅助服务的企业进行一定补偿。虽然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可

再生能源发电渗透率不太高且电力市场建设仍在探索的阶段，辅助服务市场对于电力灵

活性调节产品有限，FRP 尚未受到重视，但 FRP 为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了有力手

段。如图 4-2 所示，现阶段由于煤电灵活性改造的经济性高于调峰气电，中国仍需继续

加快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进度，全面考虑效率、排放、寿命等关键因素，一方面通过加

装储热装置，实现“热电解耦”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对锅炉和汽机本体进行改造，增加机

组热电比、降低供热强迫出力。同时也要在部分地区合理部署气电，新增储能装置，部

署更多灵活的、快速出力的电源来快速填补灵活性激增需求，增强系统调峰能力。在电

 
41 XU L,TRETHEWAY D.Flexible ramping products ［R］.California: 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2012. 

42 NAVID N,ROSENWALD G. Ramp capability product design forMISO markets［R］. MISO: Midcontinent 

Independent SystemOperato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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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侧也要进一步发挥电网的资源配置与互济效益，依托锡盟至泰州、酒泉至湖南、山西

至江苏、扎鲁特至山东、准东至华东等多条电力外送通道，实现跨省跨区联合消纳可再

生能源。用户侧进行需求响应的直接成本小，也是现阶段提升系统灵活性的措施之一。 

将灵活性资源纳入电力规划,完善电力市场机制

时间

优化调度运行

电网侧

电网互济

近期 中期

电源侧

气电

储能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

长期

可
再
生
能
源
渗
透
率

辅助服务新型灵活性调节产品

需求响应 用户侧

 

图 4-2 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路线图 

结合新形势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趋势，促进可再生能源消

纳刻不容缓，中长期需要通过考虑灵活性的电力规划、合理的电力市场设计和辅助服务

机制，增加灵活性调节产品，挖掘潜在的灵活性资源，提升高渗透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

电力系统后应对安全稳定运行的能力。 



5. 吉林省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案例研究 

中国“三北”地区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其中吉林弃风率最高曾超过 30%，

系统灵活性不足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制约。随着吉林省风电建设预警由红色转为绿

色，吉林省的风电装机将进一步增长，届时电力系统对于灵活性的需求将日益增加。吉

林省属于供热地区，该省热电联产机组居多，无灵活性调节能力强的燃气机组，负荷峰

谷差不断拉大和供热季供热面积大幅增加后，省内电源若调节能力有限，更是会加剧电

力系统灵活性短缺的现象。 

吉林省电力系统装机总体呈现冗余的现象，煤电机组以供热为主，利用效率低，过

剩情况严重。截至 2018 年底，吉林省全口径煤电机组装机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60.5%，

占火电机组装机容量超过 90%。目前吉林省风力资源丰富，全省潜在开发量约 20000 万

千瓦，可装机容量约为 5400 万千瓦。截至 2018 年底，吉林省风电装机已占全部电源装

机的 17%，如图 5-1 所示。吉林省太阳能资源丰富，全省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00 小

时-3000 小时，太阳能资源总体属于二类地区。吉林省光伏装机发展迅速，由 2015 年的

占比 0.26%增加到 2018 年的占比 5%。截至 2018 年底，光伏装机容量达 514 万千瓦，

如图 5-1、5-2 所示。吉林省水电开发程度很高，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水电装机容量 377.23

万千瓦，占全部电源装机的 13%。按照“十三五”规划情景，到 2020 年底，规划建设

的燃气装机为 90 万千瓦，风电装机将占 21%，如图 5-1 所示。各类储能仍处于起步阶

段。 

受电力规划不协调、市场激励系统调峰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全省风电消纳能力受

限，未能达到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收购小时数，弃风情况较为普遍，风力发电能力被大

量闲置。2016 年，吉林 III 类资源区实际利用小时数与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偏差

超过 480 小时43。2011 年到 2016 年吉林省弃风电量呈上升趋势，从 6.69 亿千瓦时增至

29 亿千瓦时，弃风率从 2011 年的 14%增至 2016 年的 30%，如图 5-3 所示。2016 年起，

吉林省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包括新建吉林至扎鲁特电力

外送工程和进行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建设。吉林省风电利用小时由显著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开始趋近全国平均水平，弃风率降至 2017 年的 21%，弃风情况有所改善。 

 

 
43 国家能源局. 2016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EB/OL]. 2017.04.18.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704/t20170418_2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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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吉林省电源装机情况 

  

 

图 5-2 吉林省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情况 

 

图 5-3 吉林省历年弃风情况 

按照“十三五”规划，吉林省在 2020 年底将要实现风电装机占比 21%的目标，但

由于吉林省热电联产机组占比高，供热期为了保证民生供热实行以热定电方式运行，系

统最小出力难以压缩，导致风电即使在大风期发电空间也十分有限。吉林省的煤电机组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万千瓦

风电装机容量 风电增长比率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0

50

100

150

200

250
万千瓦

光伏装机容量 光伏增长比率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亿千瓦时

吉林省弃风电量 全国弃风率 吉林省弃风率

13%

1%

67%

17%

0.26%2%

2015年

常规水电 抽水蓄能

13%
1%

62%

17%

5%

2%2018年

火电 风电

11%
4%

49%

21%

10%

3% 2%

规划情景2020年

光伏 生物质 燃气



 

31 

 

最小出力调节能力有限，最低出力仅可降至 50%。此外，煤电机组启停时间也是影响调

节能力的重要因素。吉林省燃煤机组的启停时间一般在 3-5 小时之间，启停时间长导致

系统无法及时满足可再生能源并网时向下调节的需求。整体来看，吉林省煤电机组冗余

且调节能力匮乏，无调节能力强的燃气机组，缺乏消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能力。 

从电网侧来看，吉林省主干网架仍需加强，省间电网输电能力有待提高。吉林省“十

三五”期间呈现电力富余状态，对外省输送电量较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风电消纳能力。

吉林省现已有的跨区输电线路有：蒙东电网通过 500 千伏交流输电通道向吉林电网送电

30 万千瓦，黑龙江电网通过 500 千伏交流输电通道向吉林电网送电 300 万千瓦，吉林

电网通过 500 千伏交流输电通道向辽宁电网送电 300 万千瓦，吉林电网通过扎鲁特-青

州直流输电通道汇集电力 300 万千瓦（见表 5-1），跨区输电提高了吉林省风电消纳能

力，弃风现象得到改善。未来随着规划风电装机规模的增加，仍需继续增强省间电网输

电能力，提高输电通道的利用率，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 

表 5-1 吉林省与区外受电（＋）/送电（-）关系表 

单位：万千瓦 2018 年 

1 500 千伏及以下交流 30 

1.1 蒙东送吉林 30 

1.2 黑龙江送吉林 300 

1.3 吉林送辽宁 -300 

2 直流 -300 

2.1 扎鲁特-青州（汇集） -300 

合计 -270 

从用户侧来看，吉林省未来用户侧灵活性的程度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最突出的

因素有电力市场化的成熟度、智能电表与智能电网技术的支撑能力、储能的规模以及可

调动的电动汽车的数量等。吉林省现有的调度计划安排，不论从发电侧还是用电侧，仍

然采用的是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管理方式，各类灵活性资源缺乏主动参与系统平衡调节

的积极性。 

总的来看，吉林省现有的电力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不能满足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速度和规模。现行的“三公”调度模式以保障各类发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完成既定的年

度发电量计划为主要目标，使现有的发电机组并不愿意主动向系统提供备用服务、调峰

服务等其他服务。一些能效较高、调节能力较强的机组在调度过程中并未获得优势，从

而使机组也缺乏积极性来提升能效和调节能力。当出现电力供需紧张时，调度机构直接

采用避峰、限电、拉闸等强制性手段来削减负荷，以达到发用电平衡的目的，对被迫限

制用电甚至停电的用户目前尚未形成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并未有效释放用户侧资源的

潜力。从电力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现行的深度调峰辅助服务定价补偿方式并不合理，

火电机组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补偿应该包括机组的容量成本补偿、电量成本补偿、以及

机组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后的机会成本与合理收益。可再生发电机组分摊过多调峰费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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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缺乏有效激励，难以发挥利用现有的灵活

性资源和引导中长期灵活性资源的投资规划，保障系统灵活性的充裕。本报告以吉林为

例，通过电力系统运行模拟对灵活性进行定量分析，希望能够为“三北”和其他地区的

灵活性提升提供参考。 

5.1 生产模拟与系统灵活性定量评估方法 

电力系统调度运行模拟技术是电力系统规划评价的重要手段，其思路是基于时序负

荷曲线，分别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出力模拟、电源检修安排，在此基础上考虑电网的一系

列运行约束与调度规则，进而考虑多类型电源相互协调的机组组合计算，实现对电网长

时间运行情况下的精细化、逐日、小时级连续的“全景”模拟，根据逐日运行模拟结果计

算系统运行成本，实现对未来系统的运行效率评价。 

电力系统运行模拟的框架如图 5-4 所示。 

考虑可再生能源的时序运行模拟框架主要包括输入数据、计算环节、模拟结果三大

部分。输入数据部分根据吉林电网电源现有的装机，结合系统负荷、调度运行方式形成

电力系统运行边界条件。在计算环节部分，电源检修计划安排模块根据系统负荷与系统

检修规则安排机组检修，同时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电源检修安排之间的互补协调，

保证检修计划的合理性；可再生能源运行模拟模块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如风资源、太

阳能辐照条件）的随机特性及可再生能源装机情况，模拟可再生能源的随机运行方式，

生成符合可再生能源出力随机性、波动性与时空相关性的一系列出力时间序列；逐日运

行模拟模块根据输入的边界条件、机组检修计划以及可再生能源随机运行方式，考虑火

电和可再生能源的运行特性，以日为单位模拟系统的调度运行。模拟结果部分根据日运

行模拟得到的机组出力信息，统计机组发电量、系统运行成本、启停成本等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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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与环保指标

线路与断面潮流

 

图 5-4 电力系统运行模拟框架图 

5.2 吉林省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评价 

本报告基于吉林省的用电负荷、电源情况、需求响应等其他相关要素，模拟了 6 种

吉林省电力系统运行情景如下，具体情景设置见表 5-2。 

1. 基准情景（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约为 18%），模拟结果如图 5-5 所示。 

2. 基准情景下煤电机组进行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假设 3020MW 煤电机组经

过灵活性改造后可以达到的最小技术出力为 30%； 

3. 基准情景下等煤电灵活性容量置换为气电：3020MW 的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

改造可以提升 604MW 的调节能力，该情景直接将其等容量置换为 604MW

气电； 

4. 40%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加入煤电灵活性改造：将 3020MW 的煤电机组进

行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 

5. 40%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加入煤电灵活性改造和气电：在 3020MW 煤电机

组进行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的基础上加入了 604MW 的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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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0%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加入煤电灵活性改造、气电、储能、需求响应多

种灵活性资源：包含 604MW 的气电，3020MW 的经过深度调峰灵活性改

造的煤电机组。同时假设需求响应规模可达高峰负荷的 5%，设置年度需

求响应 310 小时并根据峰谷时段负荷新建储能设施 1000MW/6000MWh，

模拟结果如图 5-6 所示。 

本文所参照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按照可再生能源总可发电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进

行计算，详细计算公式见附录Ⅱ。吉林省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18%的具体参数设计：吉林

省 2018 年的用电量为 64,797,592MWh，最大用电量为 11,045MWh。根据 2018 年吉林

省的实际电源装机以及供热约束保留了 13430MW 的煤电装机、4846.7MW 的风电装机

和 1032MW 的光伏装机。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18 年风电及光伏运行情况可知，吉

林省全年风电满发小时数为 2207 小时，光伏满发小时数是 1322 小时。吉林省可再生能

源渗透率 40%的具体参数设计为：全年负荷以及煤电装机容量不变，电力系统中的风电

和光伏装机容量分别增长为 10420.7MW 和 2214MW。 

表 5-2 吉林省电力系统灵活性评价情景设置（MW） 

情景设置 煤电 风电 光伏 
煤电灵活

性改造 
气电 储能 需求响应 

1 
基准情景（18%

可再生） 
13430 4846.7 1032 0 0 0 0 

2 
18%可再生+煤

电灵活性改造 
13430 4846.7 1032 3020 0 0 0 

3 
18%可再生+气

电 
13430 4846.7 1032 0 604 0 0 

4 
40%可再生+煤

电灵活性改造 
13430 10420.7 2214 3020 0 0 0 

5 

40%可再生+煤

电灵活性改造+

气电 

13430 10420.7 2214 3020 604 0 0 

6 
40%可再生+多

种灵活性资源 
13430 10420.7 2214 3020 604 1000 147223 

在基准情景中，煤电占据了出力主导地位，如图 5-5 所示。基准情景下部分煤电机

组进行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机组出力可以降至额定的 30%，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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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电，风电发电量相较于基准情景提高了 0.64 亿千瓦时，弃风电量由 3.75 亿千瓦时

减少到 3.11 亿千瓦时，如表 5-4 所示。 

 

图 5-5 基准情景下冬季典型日吉林省电力系统运行情况 

气电可以实现 100%的出力调节，从模拟结果来看，基准情景下气电可以接纳更多

风电，风电发电量相较于基准情景提高了 2.32 亿千瓦时，弃风电量从基准情景的 3.75

亿千瓦时减少到 1.44 亿千瓦时。光伏发电量占比为 3.39%，没有弃光现象发生。同时，

气电机组的加入也可以大幅减少煤电机组的启停调峰次数，煤电机组启停次数较基准情

景时减少 84.47%，启停成本可下降 87.50%，如下表 5-3 所示。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

同等规模的灵活性调节容量气电的灵活性调节能力明显优于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

改造；从投资角度来看，气电的投资成本远高于煤电灵活性改造成本；从运行启停角度

来看，煤电灵活性改造的启停次数和成本远高于气电。 

当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达到 40%时，由图 5-6 可以看出，第一个负荷高峰时段是早上

7 点至 10 点，此时系统需要煤电机组快速启动增加向上调节能力，但通常煤电机组的启

动时间较长，不能够及时响应系统需求，同时随着启停次数的增加，会造成除检修以外

的更多的启停成本，也会给煤电机组的寿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同时，部分煤电机

组进行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已经无法满足系统向下灵活性调节需求，弃风电量达到

64.12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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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40%渗透率下冬季典型日吉林省电力系统运行情况 

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40%下，在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基础上加入气电，能够一定程

度上减少弃风电量，弃风电量减少至 59.71 亿千瓦时，如表 5-4 所示。由于煤电启停成

本高且爬坡时间长，系统选择启停成本较低且可以快速启停增减出力的燃气机组更多地

进行启停调峰，燃气机组启停次数较基准情景时增加 868.29%，启停费用也增加 850%，

但煤电机组启停次数较气电加入前下降了 12.62%。 

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40%下，考虑煤电机组灵活性和气电基础上，加入储能、需求响

应多种灵活性资源后，弃风电量明显减少，风电发电量也有所增加，对比仅进行煤电机

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成效显著。风电发电量提高了 25.59 亿千瓦时，风电发电量占全

部发电量的比例也由 40.57%提升至 44.62%；光伏发电量占比为 7.25%，不存在弃光；

此时煤电机组启停次数和启停成本分别下降 27.19%和 25%；燃气机组启停次数仅增加

了 9.76%，如表 5-3 所示。 

由于灵活性资源增强了系统向上、向下的调节能力，系统会依据经济竞争力改变调

度顺序。而可再生能源通常以边际成本低的优势，以零报价上网来获得市场份额，因此

在系统成本最小化的调度原则下，系统会使更多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同时减少

化石能源发电，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量。在负荷不变情况下，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情景下的电力系统处于冗余状态，煤电机组容量过剩，大量发电机组闲置停机，从而增

加了大量的煤电机组闲置成本。40%渗透率加入多种灵活性资源情景下，煤电机组的闲

置成本相较基准情景增加了 13.03%，如表 5-3 所示。需求响应在用电高峰时期能够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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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峰”作用，加入需求响应后，系统负荷相当于削减了一部分，如图 5-7 所示。如橘色

线条所示，高峰时段的需求响应可以直接降低峰值负荷，减少向上灵活性调节需求。煤

电机组一直保持最小出力，且一部分机组保持停机状态。气电能够快速启动并响应系统

调峰需求，储能也能够在两个尖峰时段放电保证尖峰负荷需求。可以看出煤电灵活性改

造、气电、储能和需求响应多种灵活性资源的合力为电力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调节能力，

也减小了煤电机组调节的负担。 

 

图 5-7 40%渗透率下加入灵活性资源后冬季典型日吉林省电力系统运行情况 

表 5-3 吉林省电力系统灵活性评价模拟成本 

情景 

煤电机

组年启

停次数

增减比

例 

煤电机

组启停

成本增

减比例 

燃气机

组启停

次数增

减比例 

燃气机

组启停

成本增

减比例 

煤电机

组闲置

成本增

减比例 

煤电机组

灵活性改

造成本

（亿元） 

燃气

机组

资本

成本

(亿

元) 

1 
基准情景（18%

可再生） 
100.00% 100.00% / / 100.00% 0 0 

2 
18%可再生+煤电

灵活性改造 
-25.24% -37.50% / / -0.14% [1.8, 3.01] 0 

3 18%可再生+气电 -84.47% -87.50% 100.00% 100.00% -0.88% 0 19.87 

4 
40%可再生+煤电

灵活性改造 
-59.22% -66.67% / / -6.06% [1.8, 3.01] 0 

5 
40%可再生+煤电

灵活性改造+气电 
-71.84% -75.00% 868.29% 850.00% 2.51% [1.8, 3.0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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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0%可再生+多种

灵活性资源 
-86.41% -91.67% 9.76% 0.00% 13.03% [1.8, 3.01] 19.87 

 

表 5-4 吉林省电力系统灵活性模拟结果 

情景 

年风

电发

电量

(亿

kWh) 

年弃

风电

量

(亿

kWh) 

年光

伏发

电量

(亿

kWh) 

年弃

光电

量

(亿

kWh) 

年风电

发电量

占比 

年光

伏发

电量

占比 

1 基准情景（18%可再生） 148.01  3.75  21.97  0 22.84% 3.39% 

2 18%可再生+煤电灵活性改造 148.65  3.11  21.97  0 22.94% 3.39% 

3 18%可再生+气电 150.33  1.44  21.97  0 23.19% 3.39% 

4 40%可再生+煤电灵活性改造 262.91  64.12  46.99  0 40.57% 7.25% 

5 40%可再生+煤电灵活性改造+气电 267.31  59.71  46.99  0 41.25% 7.25% 

6 40%可再生+多种灵活性资源 288.50  38.53  46.99  0 44.62% 7.25% 

总的来看，煤电灵活性改造是现阶段有效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可选举措，其能够

有效提升系统向下调节能力，降低机组启停成本，经济性也较气电好。但未来随着可再

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仅依靠煤电灵活性改造和气电无法满足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需求，

需要多种灵活性资源的参与，气电、储能、需求响应和电网互济可以在负荷高峰时刻和

低谷时刻快速改变出力，与风电、光伏发电出力特性相协调，使得系统能够在更加经济

的情况下保持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灵活性资源发展各异，“源-网-荷-储”灵活性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在电源侧，已建成的煤电机组通过热电解耦、低压稳燃等技术改造可将最小稳定出力降

至 20%-30%的额定容量，但其爬坡速率较慢。煤电灵活性改造已经得到试点发展，但改

造规模仍然不足，灵活性潜力没有完全释放。在电网侧，电网互联互济可以利用各地区

用电的非同时性进行负荷调整，减少备用容量，改善电能质量，更为经济地增强系统抵

御事故的能力，消纳更多风光波动性电源，提高电网安全水平和供电可靠性。但是，当

前电网利用率较低，灵活性调节能力没有完全释放。在用户侧，需求响应可以激励用户

在系统可靠性受到威胁或者电价相对较高时削减负荷，提供灵活性。但当前需求响应仅

在少数省份得到试点实践利用，有待进一步推广。储能也可以利用充放灵活的特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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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负荷峰谷差，但当前发展规模有限。 

第二，综合灵活调节能力和技术经济性来看，仅靠火电灵活性改造难以支撑中长期

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现有的灵活性技术手段中，火电灵活性改造不仅能大幅改善系统

向上和向下灵活性，而且单位千瓦投入仅高于需求侧管理，在改善系统可靠性的同时，

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消纳。然而，面向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仅

依靠火电灵活性改造无法充分满足灵活性需求。与煤电机组相比，燃气机组供电效率高、

启停时间短、爬坡速率快，从调节特性来看是最佳的调峰电源，随着未来建设成本和气

价的下降，气电将为电力系统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电网灵活互济、需求响应和储能的

发展均能显著提升电力系统的向上和向下灵活性，其中电网灵活互济技术日渐成熟，技

术经济性具有一定优势。在高渗透率算例中，加入多种灵活性资源较仅依靠煤电灵活性

改造，弃风电量将可减少 39.9%，煤电启停次数和启停成本分别下降 27.19%和 25%。

因此，综合调节能力和经济性而言，火电灵活性改造属于现阶段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

可行举措，但对于未来中长期电力系统灵活性需求来说，需要着重发展气电、储能、需

求响应等灵活性资源。 

第三，面向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现有的电力市场机制限制了系统灵

活性的提升。以吉林省为例，现有的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可以减少煤电机组启

停，增强其向下调节能力，其深度调峰费用能够在辅助服务市场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补偿。

但在未来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情况下，仅通过煤电深度调峰无法满足灵活性需求，现

有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也无法激励其他机组积极参与系统灵活性调节。需要通过电力市

场价格机制激励气电、储能、需求响应等多种灵活性资源依据负荷变化进行出力调节，

同时在辅助服务市场也应引入灵活性调节产品，各种资源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在

弥补实时调度灵活性不足问题的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完善电力现货市场和

辅助服务市场对于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必不可少。 

总体来看，当前的电力规划未实现“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的协调统一，难以适应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由于供给侧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大，电力系

统的运行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未来高渗透率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对灵活性的要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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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规划与运行逐渐成为决定未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成败的关键要

素。当前的电力规划没有协调统一考虑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灵活性资源，导致可再

生能源大量弃电，并网成本增加，最终影响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在电力系统规划层面，

不仅需要考虑当前和未来的系统需要，同时要考虑现有发电机组、输电通道、电力用户

和储能设施的情况，发掘提升系统灵活性的潜力。 

6.2 政策建议 

1. 多措并举，充分挖掘“源-网-荷-储”灵活性潜力 

中国当前的电力系统整体灵活性不足，难以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从

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充分挖掘现有灵活性资源的潜力。电源侧，对于存量的火电机

组，需充分发挥现有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潜力，通过改变现有机组的运营模式、进行设备

灵活性改造以及创新电厂灵活性发电方式，提升系统的灵活性。电网侧，需提高现有输

电通道的利用率，发挥特高压输电网络的优势，重组电网格局，减少因电网阻塞而产生

的额外灵活性需求。用户侧，可通过电价引导电力需求侧的负荷特性，实现更好的用户

侧灵活性调节效果。对于储能，要优化增量，重视其在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协调

发展及应用。 

2. 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比例，确立中长期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的合理路径 

中国目前以火电为主的电力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不足，而可再生能源装机逐年上升，

两者呈现严重的不匹配。从经济和技术方面来看，现阶段进行的煤电灵活性改造可以明

显提升系统灵活性。但随着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资源需求的快速攀升，煤电灵活性改造的

成本、频繁启停的成本以及相应的环境影响将抬高电力系统的总体供电成本，且不利于

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因此，依靠大幅增加煤电装机规模来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

并不可取，从长期来看，需要合理控制煤电的装机规模，着重发展气电、储能、需求响

应等多种灵活性资源，促进煤电与可再生能源的协调有序发展。 

3. 建立公平的灵活性补偿机制并增加灵活性调节产品来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激励

灵活性资源发展 

需要创建响应时间快的实时市场，将交易时间尺度缩短到分钟级，使市场能够及时

迅速地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做出价格判断。需要建立公平的灵活性补偿机制，考虑快速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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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能力、最短向上和向下爬坡时间以及响应准确度等特性，对灵活性资源进行合理定价，

减少对不灵活运行发电厂的激励，实现灵活性资源的优胜劣汰。未来电力系统运行中，

可以采取负荷需求侧管理、备用容量共享、省间互济等手段来“削峰填谷”，并进一步通

过分时电价、尖峰电价等价格机制来引导需求侧用电，削减持续时间极短的尖峰用电，

从而减少以满足短时尖峰用电为动因的新增煤电电源装机和配套电网建设。 

4. 以新的电力规划理念引导“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发展的协调统一 

面对中长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需要，应整合“源-网-荷-储”各类型灵活性资源，准确

评估未来灵活性需求，将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目标纳入中长期电力规划，并与国民经济

各领域规划有机衔接，促进“源-网-荷-储”灵活性资源的协调发展。需要根据灵活性需求

合理投资电源建设，引导电厂采用更灵活的运营模式。加快扩大工业、建筑等多领域用

户侧资源参与需求响应的规模，完善需求响应资源激励费率以及惩罚措施来加速其落地

实施。重视并加快发展储能，在系统规划层面协调优化“源-网-荷-储”各类型灵活性资源。

除电化学储能外，还应协调水利、市政等领域更好地发挥储水、储气和储热等相对成熟

技术的作用，从而实现储能在更大范围的协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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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火电灵活性改造的技术路线 

科学高效制定改造技术路线是当前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重点。火电灵活性改造之

于火电领域是一场革命，更是对中国能源技术创新的一场严峻考验，如何实现燃煤机组

在低负荷下的安全稳定运行，“灵活”开展灵活性改造是必须要攻克的课题。提高火电灵

活性主要是指增加火电机组的出力变化范围，响应负荷变化或调度指令的能力，多数情

况下是指增加火电机组在低负荷时的稳定、清洁、高效运行能力。燃煤机组灵活性改造

面临着很多问题，涉及到制煤、锅炉、汽机、辅机、控制系统等多个方面，可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针对机组自身的运行特性以及调峰目标幅度，科学高效制定改造技术路线是

当前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重点。 

（1）纯凝机组改造技术路线 

纯凝机组具有低负荷运行能力强，负荷调节灵活的优势。纯凝工况灵活性提升技术

路线主要包括深度调峰和快速响应。其中深度调峰包括四方面的改造路径：锅炉侧、汽

机侧、环保侧和控制侧（见图 1）。快速响应除主汽节流调节外还包括凝结水节流调节、

给水旁路调节。为进一步提升纯凝机组的灵活性就需要解决制煤、锅炉、汽机、辅机、

控制、排放系统的低负荷运行适应性问题。重点需要关注低负荷运行下的排放和机组寿

命问题。 

 

图 1 纯凝机组的灵活性改造技术路线 

（2）热电联产机组改造技术路线 

对于热电联产机组来说，“以热定电”方式导致机组出力难以降低，特别是在弃风弃

光严重的三北地区热需求大，热电机组占比高，供热季调峰十分困难。改变供热地区电

力发展现状的关键在于对机组进行热电解耦改造，而热电解耦改造主要包括以下几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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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路线（见图 2）44,45,46。 

 

 

图 2 热电联产机组改造技术路线 

1）储热水罐/熔盐罐 

该技术是通过设置热水罐、熔盐罐等存储热量，作为电网负荷较低时机组供热抽汽

的补充或热量的存储，间接实现热电解耦。以热水储热为例，根据实际需求，在电网高

峰时段，增加供热抽汽加热热网循环水并存储在储热罐中，电网低谷时，由储热罐储存

的热水对外供热；也可在电网低谷时，机组不深调负荷，增加供热抽汽加热热网循环水

并存储在储热罐中，在电网高峰时段时由储热罐储存的热水对外供热，增加上网电负荷，

典型案例有国家电投通辽第二发电厂。 

2）电极锅炉/固体电储热锅炉 

该技术是指在电源侧设置电锅炉、电热泵等，在低负荷抽汽供热不足时，通过电热

或电蓄热的方式将电能转换为热能，补充供热所需，从而实现热电解耦。电锅炉在国外

也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电网中富余的“垃圾电”的消化，而在中国东北地区，受电力

辅助调峰市场奖励机制的影响，也有少量电厂采取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开展电锅炉供热

改造，实现热电解耦，典型案例有吉林国电投白城电厂、华电丹东金山电厂。 

3）切除低压缸 

切除低压缸进汽供热技术，又称“低压缸零出力供热技术”。低压缸切除运行（切缸）

 
44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火电灵活性提升路线和关键技术[EB/OL].2017.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625/7105200163002034.shtm 
45 中国储能网.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机制:推动火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EB/OL]. 2018.01.27.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493710.html 

46 居文平,吕凯,马汀山等.供热机组热电解耦技术对比[J].热力发电,2018,47(09):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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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通过低压缸导气管蝶阀的开关控制低压缸在“零出力”与“满出力” 运行模式间切

换。供热机组在用电低谷阶段，通过关闭中低压缸导气管蝶阀，切除低压缸全部进汽，

使低压缸“零出力”并在真空条件下以背压供热方式运行，实现机组深度调峰，对供热能

力的提升优于高背压改造技术。具体实施环节包括更换可完全密封液压蝴蝶阀、新增末

级叶片温度测点、新增低压流通部分冷气蒸汽系统或低压缸喷水减温系统等。对于

300MW 等级机组，改造后相同主蒸汽量条件下，采暖抽汽流量每增加 100t/h，供热负荷

增大约 71MW，电调峰能力增大约 50MW，发电煤耗降低约 36g/kWh。典型案例有华能

临河发电厂、辽宁东方发电厂。 

4）高背压改造 

高背压供热是指在高背压下以排汽进行供热的技术。机组高背压运行时背压压力升

至 50kPa 以上、凝汽器的真空度降低，使得凝结水温度达到 80-85℃水平，热网循环水

出入水温分别为 50℃及 80℃左右水平。对于热负荷较大机组，单纯提高背压无法满足

热网循环水温度需求，因此高背压（低真空）改造技术还需要进行其他改造，可分为单

转子、双转子互换以及双背压技术三种47。典型案例有国电投燕山湖电厂、华电石家庄

裕华电厂。 

5）汽轮机旁路供热 

旁路供热技术主要是指汽轮机高、低压旁路联合供热，利用高压旁路将部分主蒸汽

减温减压旁路至高压缸排汽，经锅炉再热器加热后，从低压旁路（中压缸进口）抽汽对

外供热。利用机组旁路供热提高热电联产机组深度调峰系统，包括：仅高压旁路运行供

热、仅低压旁路运行供热、高低压旁路联合供热和旁路系统增容供热改造。高低旁路联

合供热方式其调峰能力、供热能力与高压旁路抽汽供热方案一致，即对于 200MW 热电

联产机组，有 60t/h 新蒸汽通过高低压旁路对外供热，可降低电功率 15.36MW，增加供

热 20.25MW。典型案例有国电哈尔滨热电厂、大唐辽源发电厂。 

6）余热供热 

余热供热包括烟气余热回收和循环水余热回收。烟气余热回收加热热网回水，增强

机组供热能力。循环水余热回收是指采用吸收式热泵技术，采用吸收式热泵技术抽取部

分蒸汽驱动热泵回收循环水余热，增强机组供热能力。 

表 1 热电解耦改造路径对比 

 

47 华志刚,周乃康,袁建丽, 等.燃煤供热机组灵活性提升技术路线研究[J].电站系统工程,2018,34(6):9-12. 

改造路径 原理 优势 不足 

热水/熔盐储热 

在热网侧设置蓄热罐系

统，削弱热-电负荷的时间

耦合程度 

对原系统改造程

度小、供热经济性

好 

占地面积大、对系统长

期低负荷调峰适应能

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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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启停/爬坡改造路径 

改善纯凝机组爬坡率、快速响应负荷变化，通常采用凝结水截流技术优化汽轮机凝

气汽出口阀门或者提高燃料热值的办法，其中燃料热值越高，机组爬坡能力越强，但经

济性较差，采用快速改变凝结水至除氧器调整门开度来改变凝结水流量，可使整个机组

效率提高，经济性明显提高48。 

快速爬
坡改造

燃烧煤种预
处理

新型材料减
薄壁厚

优化制供粉
系统

优化运行操
作过程

1、煤粉提前燃烧放
热。
2、燃料热值越高，爬
坡能力越强
3、经济性较差

在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
下，减薄壁厚，提高锅
炉运行效率

通过控制油压、进风量
来改变煤粉燃料量，使
燃料输出量得到更精确
的控制

通过精细化操作管理，
提高机组各环节的效
率。

 

图 3 快速爬坡改造路径 

  

 
48 赵晓燕.东北地区火电机组提升调峰能力的灵活性改造方案[A].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2018 火电灵活性改

造,2018:7 

电热泵/电锅炉供热 

在发电侧设置电热锅炉利

用电作为供热热源实现热

电解耦 

对原系统改造程

度小、热电解耦能

力强 

投资高、经济性差 

切除低压缸 切除低压缸进汽用于供热 
投资少、运行方式

灵活、供热效益好 

需要对机组长期低负

荷运行的安全性及机

组寿命影响进行评估 

高背压改造 
在高背压下以排汽进行供

热 

内部改造工作量

小，运行成本较低 

低负荷运行时易发生

鼓风现象 

汽轮机旁路供热 
汽轮机旁路将高参数蒸汽

减温减压后对外供热 

投资少、停机不停

炉，热电解耦能力

强 

供热经济性差、对设备

运行可靠性要求较高 

吸收式热泵 

抽取部分蒸汽驱动热泵回

收循环水余热，增强机组

供热能力。 

制热量大 灵活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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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机组组合和经济调度模型 

日运行模拟机组组合与经济调度模型中，基于时序负荷曲线以及模拟生成的可再生

能源预测出力序列，建立考虑线路安全约束的确定性机组组合与经济调度模型，实现多

种类型的机组、多种约束条件以及多种调度运行方式的模拟。 

对于常规火电机组来说要考虑火电机组调峰深度以及日内是否可启停，建立火电机

组的运行约束特性，包括连续开机停机时间、跟踪负荷能力、最小出力下限等； 

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说要考虑可再生能源的模拟出力，当系统接纳可再生能源产生制

约因素时，可以考虑切除部分可再生能源。 

系统发电成本最低的目标函数表示为： 

( ) ( ) ( ) ( )
min

( )

t t t t

c c f f h h p p

sys t t t
t T w w w wd d d

f f c c

C P C P C P C P
C

C P C P V D

C C

 

 



 + + +
=  

 + + + 

+ +



 

式中：T 为优化周期内时段总数；
( )tC P

为各类型机组 t 时段输出功率为
tP 时的

运行成本，下标c、
f
、h 、

p
、w分别表示日内不可启停火电、日内可启停火电、

水电、抽蓄、可再生能源； wC
为切除可再生能源成本；

t

wdP
为 t 时段切可再生能源功

率；
t

dD
为 t 时段切负荷功率； dV

为各节点切负荷损失； fC
、 cC

为机组启停费用； 、

 、 为加权系数，通常情况下为 1，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考虑的机组类型包括火电、风电以及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对不同类型的发电机组分

别建立运行模拟模型，并采取适当的模拟方法。 

约束条件如下： 

1）系统负荷与发电功率平衡约束 
t t t t t t t

c f h p w dP P P P P D D t T+ + + + + =  
 

 

式中：
, , , ,t t t t t

c f h p wP P P P P
分别为 t 时段日内不可启停火电、日内可启停火电、可再

生 

能源的出力；
tD
为 t 时段系统负荷。 

2）火电机组技术出力约束 

火电机组的技术出力约束主要包括：火电机组出力上下限、火电机组爬坡约束以

及火电机组最小开停机时间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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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on
   f

off
   

min max

min max

1
1 on

   

1

1
1 off

   f

1

1

1

0

(1 ) 0

, , , 0

i

t

c c c c c

t t t

f f f f f

t
t t i

f f f f

i t t

t
t t i

f f f

i t t

down t t up

c c c c

down t t up

f f f f

t t t

c f c f

P I P P I

P I P P I

I I t I

I I t I

P P P P

P P P P

P P I I

t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min max min max, , ,c c f fP P P P
分别为机组最小出力与最大出力； cI

为日内不可

启停机组状态变量，
t

fI
为日内可启停机组 t 时段状态变量；

on off

      ,f ft t
为机组最小开机、

关机时间约束；
, , ,down up down up

f f c cP P P P   
分别为机组下爬坡、上爬坡速率。 

3）可再生能源出力约束 

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区别在于其出力随机多变、不可控。在调度运行中，仅

根据日前预测值控制出力在预测值或者以下的范围内运行；同时根据电网运行节能、

环保的要求，在电网能够接纳的情况下要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本文对可再生能源

的建模中将可再生能源模拟出力作为其最大可发电出力
t

wfP
，并在日运行模拟模型中

引入切除可再生能源机制，使模型在系统无法提供调峰容量，系统备用容量不足或可

再生能源送出受阻情况下切除部分可再生能源出力。 

 
0 ,0

t t t

w wd wf

t t

w wd

P P P

P P

t T

 +



 

=

≤ ≤

 

式中：
t

wP
为 t 时段可再生能源出力；

t

wdP
为 t 时段切可再生能源功率。 

4）备用约束 

备用约束可表示为： 

 

max max max ,

, , , ,w

min min min ,

, , , ,

( )

(1 )

( )

(1 )

t t

c c f f h p gen wf

c f h p

t t t

d u

t

c c f f h p pump

c f h p w

t t t

d d

P I P I P P P

D r D

P I P I P P

D r D

 + + + +


+  +


+ + −

+  −





 

式中：
tD
为 t 时段的负荷；

t

ur ，
t

dr 分别为 t 时段的正备用率与负备用率；约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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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表示正备用约束，第二行表示负备用约束。 

根据模型的输出内容，在经济方面我们可以得到火电机组的固定运行成本、可变运

行成本和启停成本，由此可以计算度电运行成本和启停成本的变化，不同机组的启停费

用见下表 1 所示。 

在电量平衡方面我们可以得到火电、风电和光伏的发电量、利用小时数以及弃风弃

光电量，根据弃风电量可以计算弃风成本，在电力平衡方面我们可以得到每月的备用容

量、火电的盈余，根据火电的空闲容量和利用小时数可以计算火电的空闲可发电量，从

而得到煤电度电闲置成本。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风电装机 全年风电满发小时数+光伏装机 全年光伏满发小时数
渗透率=

全年电力需求  

LCOE弃风成本=弃风电量 风电  

= /
-

  
  

   

煤电装机容量
闲置发电量 煤电发电量 煤电空闲容量

煤电空闲容量
 

= LCOE闲置成本 闲置发电量 煤电  

表 1 各类型机组启停费用 

机组类别 单机容量 启停费用（万元/次） 

煤电 

1000MW 64  

600MW 48  

300MW 32  

200MW 32  

135MW 16  

气电 
390MW 10 

180MW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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