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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nergy Policy, all kinds of power market trading 

activity carried out, because some plants too much involved in trading activities that far exceeds its 

maximum generation capacity, most likely caused by not complete all transactions of electric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can be locked and release 

electricity, through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service in the background, when the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in concurrent transaction process, the program can automatically lock has been declared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Meanwhile, after clearing the transaction, the program automatically releases 

the locked transaction electricity, and by checking the largest power generation company's own 

generating capacity, limit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excessive trading activity that is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their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Designed by this method function modules have been 

goo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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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国家能源政策的调整，各类

电力市场化交易活跃开展，发电企业因参与

过多的交易，以至于超过自身发电能力，有

可能造成后期无法履行交易情况。本文提出

了发电企业交易电量锁定和释放的概念，通

过后台服务实时监视，实现了对发电企业在

参加并发交易时，自动锁定已经申报的交易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ICAICTE 2015)

© 2015.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230



电量，同时在交易出清后自动释放被锁定的

交易电量,并通过校验发电企业市场成员的

最大发电能力，限制发电企业参与超出自身

发电能力范围交易的方法。通过该方法设计

的功能模块在电力市场交易运营技术支撑

平台上得到良好的工程应用，确保发电企业

具备执行已经签订的交易电量合约的能力。 

关键词:电力市场;发电企业;交易;电量;锁

定;释放 

1．引言 

随着中国国家能源政策的调整，各类市

场化的电力交易不断开展，特别是2013年国

家能源局为了推进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

接交易[1-2]，试点推广工作由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推进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

易相关工作。发电企业可以参与市场各类交

易品种在不断增加，除电力用户直接交易

外，还有如外送电[3-4]、发电权交易[5-7]

等，以及发电企业自身交易策略[8-9]的调

整，发电企业的交易电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

不断的提高。而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发电企业

市场成员可以参加多个市场的并发交易，而

由于各交易的时间周期[10]的不同，并未能

完成最终的交易过程，所以无法限制发电市

场成员参与，很可能造成交易能力远远超出

发电企业的最高发电能力。因此，如何通过

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限制发电市场成员过

多的参与超出自身发电能力的交易带来了

困扰。 

本文介绍了一种电力交易模块[11]的

设计方法，实现了对发电企业在参加并发交

易时，自动锁定已经申报的交易电量，同时

在交易出清后自动释放被锁定的交易电量,

并通过校验发电企业市场成员的最大发电

能力，限制发电企业参与超出自身发电能力

范围的交易，确保发电企业具备执行已经签

订的交易电量合约[12-13]的能力，通过规则

完成所电能量的结算[14-15]。 

2．业务现状分析 

电力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对电力产品

进行磋商谈判的一种生意，交易过程是电网

公司与其他交易主体就买卖电能进行磋商

谈判的流程。目前，国内已经开展了多个周

期类型的电力市场交易，如图1所示，包括

年、季、月以及短期的多种周期的交易。与

国外成熟电力市场交易不同，国外的电能量

交易以电力为约束，而国内主要是以电量为

约束的交易，同时这些交易的结果都需要根

据结算的要求将电量分解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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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力市场多种交易周期 

当前，中国国内的电力市场交易以国外

最大的区别是，国内的市场交易和结算都以

物理电量为主，而国外市场[16-17]开展通常

是金融期货和现货交易，以及双结算的方

式。因此，国内市场成员在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过程中的交易电量受最大可发电能力的

限制，也就是说发电企业会受自身设备的检

修、停备，以及线路以及输变电设备的检修

的影响。由于国内的市场并未真正的开展，

交易业务活动通常每年会组织开展可数的

几次，且并发交易活动也并不多见。而传统

的交易系统中虽然在默认申报时不允许超

过最大的发电能力，但对申报电量约束的计

算仅限于对市场交易出清结果后总加与剩

余可用发电量之和。 

随着国内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电

力市场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如图2所示，

发电企业也可参与多个并发的市场交易业

务，交易中心在传统的系统中无法对其交易

申报电量做并发控制，在并发交易出清后极

有可能的远远超出发电企业的最大发电能

力。同时，国内也在考虑允许发电企业申报

超出给定限额范围内的电量，超出的部分可

231



以通过发电权替代等方式进行交易。虽然国

内在电力市场交易信息化支撑方面能力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与现有的业务需求存在一

定的差距。所以，需要一种可以指定申报超

出的最大可用发电能力的限额比例，且支持

并发交易过程的交易管理模块，支撑现有的

电力市场并发交易业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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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个市场的并发交易 

3. 功能设计 

交易管理是对电力商品或服务的买卖

活动进行的全过程管理，本次提出的功能主

要是支持申报电量锁定与释放交易管理部

分的功能设计，其业务流程如图3所示，主

要包括交易序列发布、交易申报、检验有效

发电能力、交易电量锁定、交易电量释放几

部分： 

（1） 交易序列发布 

交易序列是贯穿整个交易流程的重要

标识，交易序列发布则是组织一笔交易的第

一步。 

交易序列主要描述交易的详细信息（例

如段数、轮次等）、定义交易的条款信息（例

如电量规模等）、定义交易的准入规则、申

报规则、和出清规则，定义交易的流程信息

（例如申报开始时间等），同时设置交易公

告，设置短信提醒的内容。 

对于跨区跨省双边交易，还需要设置交

易路径。对于跨区跨省集中交易，需要枚举

所有的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交易路径。 

交易序列创建完毕，就可以进入交易的

具体流程，开展申报、撮合、安全校核等交

易步骤。 

（2） 交易申报 

交易申报是电力市场交易活动中起始

的环节之一，市场组织者根据电量买卖方的

意向组织开展交易，预先设定准入市场成员

并同时发布交易公告，发电企业自身的情况

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和条件，开展此次交易的

申报活动，主要申报电量、电价等数据,申

报的电量需要经过检验有效发电能力后才

能正式上报。 

市场成员准备参与交易

交易申报

交易容量锁定

检验发电能力
是否超出最大剩余空间

交易出清

交易结束

是

否

是否中标 交易容量释放

是

否

 

图3 交易的流程 

（3） 申报电量检验 

申报电量检验主要是用以限制发电交

易参与者的最大可申报电量，避免其超过自

身发电能力或者线路和断面的安全限额。这

首先得计算发电企业的剩余发电能力空间，

也就是发电企业已经投产的发电机组在交

易周期内去除已经签订交易合约电量后的

最大剩余可发电量；其次，发电企业可申报

的电量不仅受自身剩余发电能力空间的影

响，还会受到其参与并发交易电量锁定空间

的影响，简单的说即可申报的最大电量一般

不能超过剩余的可发电量与交易锁定电量

之和。 

在模块上对有申报电量的计算，是通过

对交易周期内的平衡分析和各机组的预先

安排电量计划信息（包括已安排的基数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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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既定交易计划、检修情况及交易相关

的线路、断面检修信息），计算参与交易的

市场成员或机组的申报电量限额。计算结果

允许人工修正，且交易申报限额的计算时间

跨度，和交易周期一致。本设计主要考虑电

厂发电能力的上限限额，以及发电权交易中

转让方和受让方交易电量限额的计算，对于

购电方交易电量限额暂不予考虑。在业务流

程上对检验不通过的申报必须退回，用户可

以重新申报，通过后则可正式上。同时，由

于电网安全运行管理的需要可能会留用一

定的旋转备用容量以及考虑到发电设备的

停备或检修等情况，会在系统设计中预留发

电最大发电负荷率的参数。 

（4） 交易电量锁定 

交易电量锁定是指在发电企业通过发

电能力的校验后，锁定了申报的所有有效电

量。在电力市场交易运营系统中设计中考虑

采用后台服务在数据库中自动记录该企业

被锁定的交易电量，包括锁定对象（发电企

业）、生效时间、失效时间、锁定的电量、

状态（置为“锁定”状态）等信息，该部分

电量将影响在该企业交易出清前的有效发

电能力空间，通过锁定电量可以有效限定发

电企业在参加并发交易时可能超出自身最

大发电能力的情况。 

（5） 无约束交易结果出清 

交易申报后按规定的交易规则进行出

清计算，一般来说，双边交易直接由交易中

心负责对无约束的交易结果进行确认操作；

而集中交易需要按电价、环保、排放等因素

进行排序，最后由系统自动计算出交易结

果。这些都是无约束的交易结果，必须由调

度部门进行安全校核才能发布。 

（6） 有约束交易结果出清(安全校核) 

无约束的交易结果出清后必须通过调

度中心负责进行安全校核，调度部门通过对

机组、线路和其它输变电设备的运行计划，

校核该批次的交易是否符合安全校核，该校

核过程在国内都是由调度系统实现的，安全

校核的结果支持人工调整。经过安全校核后

形成有约束的交易结果，并向发电企业发

布。 

（7）  交易电量释放 

有约束的交易结果出清后，需要对未中

标的发电企业申报的交易电量进行释放，而

已经中标的单位则根据实际出清的电量继

续锁定其电量。在交易系统设计中采用后台

调度服务，由出清环节结束后自动触发该服

务，服务自动将数据库中该笔交易锁定电量

的记录置为“释放”状态，通过交易电量释

放可将此部分锁定的电量空间“返还”给发

电企业，将不会影响发电企业参加后续的交

易申报限制。 

4. 实验验证 

下面将通过具体的实例说明说明交易

电量的锁定和释放过程。 

假定某发电企业装机电量600MW，最

大发电负荷率为95%，则该企业在7月份最

大 发 电 能 力 为 ：

600*24*31*0.95=424,080MWH；同时该企

业已经签订的合约在7月份需要执行发电量

为350,000MWH，则剩余发电能力空间为

424,080-350,000=74,080MWH。 

该企业拟同时参加在7月执行的2笔月

度交易，申报时间均为5月10日24时前，出

清时间为5月11日24日前。 

该企业拟申报第一笔交易的电量

50,000MWH ， 第 二 笔 交 易 电 量

40,000MWH。当5月10日9：00申报第一笔

交易后，交易电量自动锁定50,000MWH；

当天9：10分申报第二笔电量时，校验有效

发电能力时限定最大允许申报电量为

74,080-50,000=24,080MWH，自动提示申报

电量超过最大允许申报电量，则该企业按

24,080MWH申报电量，申报后自动锁定相

同交易电量。11日出清时该企业第1笔交易

未 中 标 ， 第 2 笔 交 易 中 标 全 部 电 量

24,080MWH ，系统自动释放未成交的

50,000MWH空间，该企业在6月份的剩余发

电能力变为74,080-24,080=50,000MWH。 

5. 结语 

交易系统可通过基于本文中提出的并

发交易下的交易电量的锁定与释放设计方

法，实现对参加并发交易的市场成员进行申

报交易电量的锁定。该设计有如下2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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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电企业交易电量锁定和释放的概

念，实现了发电企业在参加并发交易时，自

动锁定已经申报的交易电量，同时在交易出

清后自动释放被锁定的交易电量。 

2、提出了检验发电企业有效发电能力

的新方法，不仅考虑已经签订的交易合约电

量、最大负荷率等限制，而且增加了企业参

加并发交易后被锁定的交易电量空间的影

响，对检验发电企业的有效发电能力边界条

件进行了扩展。 

通过此设计方法可在电力市场交易运

营系统中，实现对发电企业市场成员在参与

并发交易时申报的电量进行有效检验，限制

发电企业参与超出自身发电能力范围的交

易电量申报，确保发电企业在交易周期内具

备执行交易合约电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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