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 第 4 期             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           Vol.28 No.4  Feb.5, 2008 
78       2008 年 2 月 5 日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8 Chin.Soc.for Elec.Eng.       

文章编号：0258-8013 (2008) 04-0078-05    中图分类号：TM 731；F 123    文献标识码：A    学科分类号：470⋅40 

一种适用于我国电力市场的输电定价方法 
张瑞友 1，韩  水 2，张近朱 3，汪定伟 1 

(1．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省 沈阳市 110004；2．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东北监管局， 
辽宁省 沈阳市 110006；3．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辽宁省 沈阳市 110006) 

 

A Kind of Transmission Pricing Approach for Power Market in China 
ZHANG Rui-you1, HAN Shui2, ZHANG Jin-zhu3, WANG Ding-wei1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2. Northeast China Bureau of State Electric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 China, Shenyang 110006,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3. Northeaster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06,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pply the new electricity 
trading arrangements (NETA) of UK to the power market of 
China, the NETA approach is throughly studied. Firstly, the 
bidding prices of generators are not considered in the 
transmission network use of system (TNUoS) charges of NETA 
approach. This is suitable for bilateral-trade mode, but 
unacceptable for centralized-trade power market. Secondly, the 
transmission lines are supposed to have infinite capacities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NUoS charges. This is reasonable in the  
mature market of UK, but unreasonable in the frequently- 
congested power market of China. Therefore, the bidding 
prices of generators and the line capacitie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NUoS charges. Furthermore, the indiscriminatively 
summing up of the costs of all lines is replaced by mainly 
summing up the costs of congested lin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the final numerical example lea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improved approach becomes suitable for 
centralized-trade frequently-congested power market of China 
without losing intrinsic m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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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使英国的输电定价模式更好地应用于我国电力市场，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英国的电网使用费中不考虑机组报价，

这主要适用于双边交易模式，而我国以集中交易模式为主。

英国的电网使用费中假设线路传输容量为无穷大，这适用于

成熟期的电网，而我国电网扩建任务较重，经常有阻塞发生。

因此，在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引入了机组的报价和线路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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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容量，而且体现出阻塞线路和非阻塞线路的差别。理论分

析及最后的应用算例表明：改进后的方法保留了原来方法的

主要优点，而且适用于我国当前集中交易为主的市场模式。 

关键词：电力市场；输电定价；阻塞管理；集中交易；双边

交易；电力交易新模式 

0  引言 

电力系统中传统的定价方法是基于会计学的

综合成本法(嵌入成本法)。这类方法根据实际发生

的成本，或者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或者总资产的一

定收益率来计算，包括邮票法，合同路径法，边界

潮流法，兆瓦公里法等[1-2]。总体来讲，这些综合成

本法都有助于回收输电成本，但一般不能给出引导

投资的信号。 
20 世纪 40 年代边际成本定价理论出现，20 世

纪 50 年代开始应用于电力部门。从微观经济学的

角度讲，边际成本是指多生产 1 kW 电力，多生产 
1 kW⋅h 电能或者多接入 1 个电力用户时，导致电力

生产成本的变化[3]。根据考虑时间的长短，边际成

本法可分为长期边际成本法和短期边际成本法[4]；

根据成本类型，又可分为标准边际成本法和全边际

成本法[5-6]。但是，单纯的边际成本法一般不能保证

收回输电成本，需要与综合成本法结合使用。 
英国 2001 年开始实行的电力交易新模式(new 

electricity trading arrangements，NETA)中兼有综合

成本和边际成本的成分，而且较好处理了效率和简

易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得到了较多的学术关注[7-12]。

文献[7-9]从总体上对 NETA 进行了介绍，但是主要

针对早期的 NETA。文献[10]详细介绍了 NET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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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电定价模式并给出了试用算例，文献[11]对比

分析了 NETA 定价模式和其他一些传统定价方法，

文献[12]介绍了 NETA 近期的变化，并初步分析了

NETA 输电定价模式在我国试用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在我国，尽管已经有一些文献研究输配电定价

问题[13-16]，但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NETA
输电定价模式很值得我国借鉴，但不能直接应用于

我国当前的电力市场。 
本文首先分析NETA定价方法在我国当前电力

市场模式下的局限性。NETA 电网使用费的计算方

法中，各输电线路的传输容量都假设为无穷大，这

对于处于成熟期扩建任务不重的英国电网来讲是

合理的。而且，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不考虑机组的

报价，这对于主要面向双边/多边交易模式的 NETA
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两点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

电力市场模式。我国当前的电力市场主要是集中交

易模式，机组的竞价信息是电网公司最为关心的，

因此将其引入到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而且，系统

中时常有阻塞发生，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也考虑了

线路的传输容量。如果系统中发生了输电阻塞，电

网使用费的计算主要基于发生阻塞的线路，体现出

阻塞线路和非阻塞线路的差别。改进后的方法保留

原方法的优点，同时更加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电力市

场模式，最后在我国某 84 节点输电系统进行应用，

进一步证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1  NETA 电网使用费计算方法的局限性 

2001 年 NETA 开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施，

2005 年 NETA 模式扩展到苏格兰电网部分，称为英

国输电交易模式 (British electricity trading and 
transmission arrangements，BETTA)，但是基本模式

变化不大。NETA(和 BETTA)中，使用系统接网费

回收输变电设备的建设成本[17]，使用电网使用费回

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成本[18]，使用平衡服务费回收

电网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成本[18]。 
NETA 电网使用费中，首先计算各个节点的边

际成本，以“节点边际公里”表示。进而，将整个

电网划分为一些发电区域和负荷区域，加权区域内

节点边际公里得到区域边际公里。节点边际公里和

区域边际公里为电网使用费的边际成本成分，可以

为市场各方提供经济信号。最后给出电网使用费的

总和等参数，计算各区域的电网使用费，体现出电

网使用费的综合成本成分，可保证电网公司的财政

收支平衡。关于电网使用费计算方法的详细描述，

见文献[18]。 
节点边际公里为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最主要

的电力信息，直接关系到最终电网使用费的分布情

况。NETA 中节点边际公里的计算过程可以简要描

述为：首先给出各机组峰荷时的出力、预测得到的

负荷及均匀调整机组出力(乘以一个相同的系数)，
以使得系统能量平衡，对应状态称为基准状态。以

输电线路有功潮流和线路长度的乘积表示线路的

成本，对所有线路求和得到基准状态下总成本。某

节点增加单位出力，参考节点增加单位负荷，重新

计算各线路有功潮流，进而计算总成本，总成本的

改变即该节点的节点边际公里。 
可见，节点边际公里的这种计算方法中没有考

虑机组的报价，这对于主要面向双边/多边交易模式

的电力市场是合理的，电网公司收取的费用相当于

过网费而不是能量费用。同时，计算方法中也没有

考虑线路的传输容量，这对于处于成熟期的英国电

网是合理的。但对于以集中交易为主，时常发生阻

塞且扩建任务较重的我国电力系统，这两点体现出

这种计算方法的局限性。 

2 改进的计算方法 

2.1  针对我国当前电力市场模式的主要改进 
我国电力市场主要为集中交易模式，且当前为

发电侧单侧电力市场。电网公司作为电能的唯一购

买者从发电厂商购买电能，然后出售给负荷。各电

厂的竞价信息电网公司最为关心，电网公司要以尽

可能低的成本购买电能来满足负荷。因此，将电厂

的竞价容量与报价引入到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同

时，每条线路都有一定的传输容量，购电方案必须

满足线路的传输容量约束。这样，节点边际公里计

算中基准状态的确定，由原来的均匀调整出力改为

通过求解安全约束经济调度来确定最优出力方案。 
改进计算方法中，由于考虑了线路的传输容

量，故可能检测到输电阻塞。这样，节点边际公里

的计算中应该体现出阻塞线路和非阻塞线路的差

别，由无差别地对所有线路的成本求和改为只考虑

(或主要考虑)阻塞线路的成本，以总成本的改变来

计算节点边际公里。这样可为市场各方给出一定的

经济信号，便于管理输电阻塞。 
2.2  算法描述 

步骤 1：计算基准状态总成本。 
根据机组竞价和负荷等信息，进行安全约束经

济调度。安全约束经济调度可简要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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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目标函数(1)最小化总购电成本；nN为系统中

节点个数；n(n=1,…, nN)表示节点；cn(gn)表示节点 n
的机组报价随出力 gn的变化函数；约束(2)为能量平

衡约束；dn为节点 n 的负荷；约束(3)为各种不等式

约束，包括线路的传输容量约束，节点电压约束等。 
根据安全约束经济调度的结果计算基准状态

总成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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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C 为发生阻塞线路的集合；下标 l 表示线路；

fl、rl和 ll分别为线路 l 基准状态下的有功潮流、相

对扩建系数和线路的长度。 
将平均调整机组出力改为通过运行安全约束经

济调度确定基准状态，使得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与调度

紧密结合，符合我国当前电力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

而且，总成本由对所有线路求和改为对阻塞线路求

和，便于管理阻塞。此外，这里以线路的长度和潮流

的乘积表示成本也是与一般的方法[3-5]不同的。 
步骤 2：计算节点边际公里。 
对节点 n 增加单位出力，同时参考节点增加单

位负荷，重新计算各线路的有功潮流，按式(4)重新

计算总成本 Cn，总成本的改变即该节点的节点边际

公里 mn： 

n nm C C= −                (5) 
因为节点注入有功功率对线路有功潮流的影 

响可用功率传输分配系数矩阵
N L

[ ]nl n nT × 描述，其中 

nL为系统中线路条数。所以不用重新计算各线路的

有功潮流和总成本，可以直接计算节点边际公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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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F为参考节点；n=1,…, nN。 
步骤 3：划分区域。 
为便于管理和结算电网使用费，本文根据供电

公司的管辖范围划分负荷区域。 
发电区域可根据节点边际公里使用各种方法

(例如智能优化方法)来划分，但应满足如下基本原

则：①区域内节点的节点边际公里尽可能接近；②

区域内节点的地理位置相邻；③区域个数尽可能少。 
步骤 4：计算区域边际公里。 

区域边际公里为区域内节点边际公里的加权

平均值，对于发电区域和负荷区域，权重分别为节

点的实际出力和负荷。 
对于发电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个区域内没有电

厂或者电厂出力为 0 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区域边

际公里取节点边际公里的简单平均，这种区域的电

网使用费仍然可给出经济信号。 
步骤 5：计算电网使用费。 
严格意义上讲，节点边际公里和区域边际公里

都不构成“费用”的概念，属于以线路长度表示的

费用，需要通过电网扩建系数转化为真正的费用。

电网扩建系数 e表示增加 1 km传输 1 MW容量的基

准类型传输线路所需要的建设成本。 
给出电网使用费总和 T和负荷区域分摊的比例

p，可得到负荷区域和发电区域电网使用费总和分

别为 Tp 和 T(1−p)。再考虑电网扩建系数，便可求

得各区域的电网使用费。 
以发电区域为例，区域 g 的电网使用费

Ggc 可 

通过求解如下方程组得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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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G 为发电区域个数；下标 g 代表发电区域；

mgG、TgG和 cgG分别为发电区域 g 的区域边际公里、

区域内总出力和电网使用费。 
2.3  重要参数的设定 

（1）电网使用费总和 T。 
电网使用费总和 T是电网使用费计算中最为重

要的参数，直接影响到电网使用费的大小，由电力

监管部门给出。建议根据电网输变电总资产值的一

定收益率确定，或者参照当前采用的其他输电定价

方法给出。 
（2）负荷区域分摊比例 p。 
参考英国当前的典型值(0.73)，或根据对发电

公司的监管，由电力监管部门给出。 
（3）电网扩建系数 e。 
电网扩建系数 e 决定了各区域之间电网使用费

差异的大小，可参考电网中实际线路的长度、传输

容量和建设成本给出。这里的电网扩建系数相当于

NETA 中电网扩建系数和地域性安全系数(当前值

1.8)的乘积，因此这里需要适当扩大 e 的取值。 
（4）基准线路类型和相对扩建系数。 
以电网中的最高电压等级线路作为基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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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相对扩建系数表示其他线路类型转化为基准

线路类型所需成本的相对系数。例如基准线路若选

500 kV 线路，则 220 kV 线路相对扩建系数取 2。 
（5）参考节点 nF。 
参考节点的选择只影响节点边际公里的值，不

影响最终电网使用费，可任意设定。 

3  算例分析 

3.1  计算条件 
以东北电网某输电系统为例，对改进后算法进

行计算分析。系统概况如表 1 所示，算法中重要参

数的设置如表 2 所示(部分难以获得参数如电网使

用费总和为假定值)。 
表 1  系统概况 

Tab. 1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system 
指标 数据 
节点数 84 

500 kV 线路条数 10 
220 kV 线路条数 140 
竞价电厂个数 21 

竞价容量总和/MW 10 514 
负荷总和/MW 5 560 

表 2  重要参数的设置 
Tab. 2  Values of some important parameters 

参数 取值 
电网使用费总和 T/(亿元) 300 

负荷区域承担比例 p 0.7 
基准线路类型 500 kV 架空线 

基准类型电网扩建系数 e/(元/MW⋅km) 800 
220 kV 相对扩建系数 2 

发电区域内节点费用最大偏差/(元/kW) ±40 

3.2  计算结果及分析 
运行安全约束经济调度式(1)~(3)，得到 2 条发

生阻塞的输电线路，根据式(6)计算得节点边际公里

的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根据节点边际公里划分发

电区域如图 2 所示，其中的 2 个粗箭头表示 2 条发

生阻塞线路有功潮流的大致方向；根据各供电公司

的管辖范围划分负荷区域如图 3 所示；各发电区域

的总出力、电网使用费和年电网使用费总和如表 3
所示；各负荷区域的总负荷、电网使用费和年电网

使用费总和如表 4 所示。 
由表 3 和表 4 可知，发电区域总电网使用费近

似为 90 亿元，负荷区域总电网使用费为 210 亿元，

说明计划回收的总电网使用费 300 亿元都得到了回

收，而且分摊比例分别为 0.3 和 0.7，符合事先设定

比例。这种方法可保证电网公司的收支平衡，这保

留了原始计算方法的优点。 
同时，图 2 显示发生阻塞的两条线路位于系统 

200

150

100

 50

  0节
点
边

际
公

里
/k

m
 

 
图 1  节点边际公里的分布情况 

Fig. 1  Distribution of nodal marginal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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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电区域的划分结果 

Fig. 2  Division result of generation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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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负荷区域的划分结果 

Fig. 3  Division result of demand zones 
表 3  发电区域电网使用费 

Tab. 3  TNUoS charges of generation zones 

发电区域 电网使用费/(万元/MW) 总出力/MW 总电网使用费/(亿元)
1 157.25 2 758 43.37 
2 170.72 200 3.41 
3 169.23 1 500 25.38 
4 166.68 0 0.00 
5 160.86 500 8.04 
6 163.12 600 9.79 

合计  5 558 89.99 

表 4  负荷区域电网使用费 
Tab. 4  TNUoS charges of demand zones 

负荷区域 电网使用费/(万元/MW) 总出力/MW 总电网使用费/(亿元)
A 374.78 1 588 59.50 
B 388.09 608 23.61 
C 374.49 527 19.75 
D 374.26 963 36.04 
E 382.22 1 052 40.20 
F 375.83 212 7.96 
G 374.31 315 11.79 
H 374.26 185 6.92 
I 383.06 110 4.23 

合计  5 56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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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北部(如两个加粗箭头所示)，因此这里的节点

边际公里彼此之间差距较大(如图 1 所示)，所以这

里划分了较多的发电区域。由于阻塞线路有功潮流

指向发电区域 1，所以区域 1 中节点的节点边际公

里都比较小。作为电网使用费中的主要电力信息，

节点边际公里给出了经济信号。 
表 3 和表 4 的电网使用费也给出了管理阻塞的

经济信号。以发电区域为例，由于发生了阻塞，区

域 1 为主要功率注入区，对应电网使用费为各区域

中最低的，鼓励这里的机组增加出力，这样可以缓

解输电阻塞。 

4  结论 

（1）英国 NETA 输电定价模式较好地处理了

算法的效率和简易性之间的矛盾，值得我国借鉴；

在保留了算法原有优点的同时，针对我国当前电力

市场模式进行了改进。 
（2）将机组的竞价信息和线路的传输容量引

入到电网使用费的计算中，结合安全约束经济调度

进行，使算法可应用于我国当前集中交易为主的市

场模式。 
（3）区别考虑阻塞线路和非阻塞线路的成本，

便于管理输电阻塞，使算法可应用于我国当前的输

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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