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９卷 第 ２期
２０１８年　 ４月

河 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２
Ａｐｒ． ２０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２７１０８５）；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ＧＬＣ０６９）；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ＭＳ７０）

作者简介：乌云娜（１９５６－），女，吉林松原人，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能源电力建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８７１（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３１－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２６／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６８７１．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６

目的地充电的电动汽车分布式充电桩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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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城市内电动汽车充电排队及分布式充电桩闲置的问题，首先对充电桩类型进行预筛选；然后，

基于用户目的地充电的行为选择，考虑用户的停车规律及充电起始荷电状态，计算用户对不同类型充电设施

的需求概率，在满足用户充电需求的基础上，以充电桩的综合成本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充电桩选型最优模

型；最后，将所选模型应用于某高校电动汽车充电桩规划中。研究结果表明：针对 ５种不同的充电桩日有效工

作时间，可确定６个型号充电桩的数量，并且充电桩的日有效工作时间为１２ｈ时，建设总成本最低，为４８１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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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电动汽车作为新能源消费革命的主力越来越受到各

国的重视
［１］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能够加快燃油替代，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２］
。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电动汽车普及的基本保障。分布式充电桩是电动汽

车补充能量的重要方式，其建设数量、规划布局等会对电动汽车的广泛应用和规模化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是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关键，因此，分布式充电桩的建设尤为重要。

现阶段国内外关于充电桩规划的研究较多，主要是围绕选址与定容两方面进行
［３－９］

。文献［１０］提
出了一种小区内充电桩与公共充电桩互补的规划方法，在确定小区内充电桩数量的基础上，考虑电动汽

车分布不平衡、充电距离最小、电动汽车多日一充等因素，对公共充电桩进行选址定容，从而确定了区域

内整体充电桩的规划流程。文献［１１］考虑了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对配网电压的影响，以电压降落最小为
目标，建立了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充电桩选址的最优分布模型。上述文献在解决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选

址和定容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充电桩的选型作为充电桩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却被大多数学者所忽

视。在现实中，电动汽车排队充电和充电桩闲置的问题屡见不鲜，而充电桩选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合

理地配置各个型号充电桩的数量，在满足用户充电需求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因此，

对充电桩选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目前，关于充电桩选型的研究甚少，文献［１２］
以用户慢速充电单次补充的电能能否满足下一次行驶需求作为慢充需求的判断条件，提出了电动汽车

分散充电设施配比度的计算方法。文献［１２］所提方法可确定快充和慢充两类分散充电设施的相对合
理配置数量，对充电设施的选型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在充电桩型号划分中，仅仅根据快充

和慢充分类略显粗糙。实际上，无论是快充还是慢充，都有不同的功率，因此，计算各个功率的充电桩数

量更符合实际。

分布式充电桩对充电设施的整体布局有重要的影响。与满足各种类型电动汽车（包括公交车、环

卫车、物流车等）充电需求的充换电站相比，分布式充电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私家车。未来私家车所占

比例将达到７０％ ～８０％，是电动汽车推广的主体。面向私家车的分布式充电桩选型的合理与否，将直
接关系到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

［１１］
。因此，本文细化了私家车的充电需求，将各功能区的分布式充电桩

独立出来，考虑充电桩使用中的实际情景，解决充电桩规划建设中的型号及数量问题。首先，专家通过



考察地理环境、电网、交通等条件筛选出适合规划区域建设的充电桩类型；其次，基于用户目的地充电的

行为选择假设，考虑用户的停车规律及充电起始荷电状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Ｃ），计算用户对不同类型
充电桩的需求概率；最后，在满足用户充电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投资成本、运维成本、土地成本最小化

的充电桩选型模型，优化得到最优方案。

１　基于目的地充电的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概率预测

确定规划区内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是分布式充电桩选型的基础。分布式充电桩主要依小区、商场、

企事业单位、城区街道等各功能区的停车场而建，这些地方通常是用户出行的目的地。根据上海市电动

汽车示范运行一周年数据分析显示，大多数用户在目的地停车时会选择下车即充电，即目的地充电
［１３］
。

随着电动汽车电池性能的提高和分布式充电设施的完善，用户在目的地补充的电量足够维持剩余的行

驶需求，因此对于私家车而言，目的地充电成为有效的补电方式。用户在空闲的停车时间给电动汽车补

电，既能满足用户外出的电量需求，又能保护锂电池。所以本文基于用户目的地充电的行为选择假设，

计算用户对不同类型充电桩的需求概率。

用户对不同型号充电桩的偏好由两个因素决定：停车时间和剩余电量。在理想情况下，停车时间 ｔｊ
的电动汽车 ｊ所需要的充电桩功率为：

Ｐｊ＝
Ｃｊ（１－ＳＯＣｊ）

ｔｊ
， （１）

其中：Ｐｊ为电动汽车充电所需功率；Ｃｊ为电动汽车 ｊ的电池容量；ＳＯＣｊ为电动汽车 ｊ的充电起始 ＳＯＣ；ｔｊ
为电动汽车 ｊ的停车时间。

由于充电桩功率 Ｐｉ是非连续的，一般情况下，求出的 Ｐｊ与 Ｐｉ是不相等的。此时，用户选择 Ｐｉ的条
件为：

Ｐｉ－Ｐ０≤ Ｐｊ≤ Ｐｉ＋Ｐ０， （２）
其中：Ｐ０取值为两个相邻充电桩功率差的中值。

因此，将所有用户视为单位１，其中选择功率 Ｐｉ的充电桩的用户比率为 ｐｉ，且


ｎ

ｉ＝１
ｐｉ＝１。 （３）

假设充电起始 ＳＯＣ和停车时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ｆＳＯＣ（ＳＯＣ）为电动汽车停车时处于不同电
池负荷状态的概率密度函数，ｆＴ（ｔ）为电动汽车停车时间的概率密度函数，则 ｐｉ可转化为：

ｐｉ＝ 
Ｐｉｔｊ－Ｐ０ｔｊ≤Ｃｊ（１－ＳＯＣｊ）≤Ｐｉｔｊ＋Ｐ０ｔｊ

ｆＳＯＣ（ＳＯＣ）ｆＴ（ｔ）ｄ（ＳＯＣ）ｄ（ｔ）。 （４）

２　分布式电动汽车充电桩选型的数学模型

２．１　充电桩候选桩型的确定
由于城市内的土地资源稀缺，充电桩的占地面积应尽可能小。如果车位靠墙，应优先考虑壁挂式充

电桩。综合考虑待规划区域内车辆和交通信息，预估电动汽车的总充电需求，初步筛选出功率合适的充

电桩型号。

２．２　数学模型的建立
分布式充电桩的主要功能是给电动汽车补电，满足用户外出的用电需求。本文以综合成本最小化

为目标，考虑建设成本、运维成本、停车场改造费用、因建设充电桩造成的电网升级费用等，以充电需求

和停车位改造空间为约束条件，建立充电桩选型综合优化数学模型。

ＣＩ ＝ＣＢ ＋ＣＭ； （５）

ＣＢ ＝
ｉ∈Ｉ

ｒ０（１＋ｒ０）
Ｓｉ

（１＋ｒ０）
Ｓｉ－１

［ｎｉｃｉ０＋ｎｉＡ
Ｌ
ｉｃ
Ｌ
ｉ ＋ｎｉＰｉｃ

ｐ
ｉ］； （６）

ＣＭ ＝
ｉ∈Ｉ
ｎｉＰｉｃ

Ｍ
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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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Ｉ为投运至目标年的年均综合成本；ＣＢ为充电桩的建设成本；ＣＭ为运维成本；ｒ０为贴现率；Ｓｉ为 ｉ

型充电桩的平均使用年限；ｎｉ为 ｉ型充电桩的数量；ｃｉ０为 ｉ型充电桩的固定成本；Ａ
Ｌ
ｉ为安装 ｉ型充电桩需

要改造的面积；ｃＬｉ为改造停车位单价；Ｐｉ为 ｉ型充电桩的输出功率；ｃ
ｐ
ｉ为增加单位功率的充电设施造成

电网升级所需的投资成本；ｃＭｉ为 ｉ型充电桩单位功率的年平均运维成本。
２．３　约束条件

分布式充电桩的规划建设首先要满足区域内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电动汽车保有量由规划年内机

动车的保有量及电动汽车渗透率预测得到。由于机动车保有量是按照一定时间内来往的车次预估的，

本文假设１个车次的电动汽车发生１次充电行为，由此求得区域内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总量为：

Ｑ＝ＮＥＶＣ（１－ｑｓｏｃ）； （８）

ＮＥＶ ＝ＮｃａｒηＥＶ， （９）

其中：Ｃ为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ｑｓｏｃ为平均充电起始 ＳＯＣ；Ｎ
ＥＶ
为区域内电动汽车的数量；Ｎｃａｒ为区域内

机动车数量；ηＥＶ为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在不同规划年不同功能区 ηＥＶ取不同的值。

本文考虑最大化的满足用户的充电需求，结合式（４），得到充电桩的需求约束为：

ｐｉ×Ｑ≤ ｎｉＰｉＴｉ， （１０）

其中：ｐｉ为用户选择 ｉ型充电桩的概率；Ｑ为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总量；Ｔｉ为 ｉ型充电桩日有效工作时间。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充电桩安装普遍面临着用地贵、征地难、电力设施铺设工程大等难题。对于已

建成的功能区，开展停车位改造和充电设施建设需要考虑停车位的可改造面积。

ｎｉＡｉ≤ Ａ， （１１）

其中：规划区域内停车位的可改造面积用 Ａ表示，对于立柱式充电桩，Ａ为占地面积；对于壁挂式充电

桩，Ａ为可以布线的墙壁面积。

本文所建立的分布式充电桩选型模型为含不等式约束的线性整数规划模型，模型中的整数变量是

不同类型充电桩的个数。求解结果是各选型方案对应的综合成本。

３　案例分析

本文以某高校为算例进行电动汽车充电桩选型规划。该高校共有 ８个地上停车场，２个地下停车

场，工作日的车辆进出数量比周末多。本文基于最大化满足用户充电需求的原则，统计调研工作日的平

均进出机动车数为２８００车次／ｄ，在规划年内该高校的电动汽车渗透率为 ５％，目前已知的是该高校可

以布线并安装壁挂式充电桩的墙壁面积为６ｍ２，可供安装立柱式充电桩的地上面积约为 ３０ｍ２。本文

计算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为３０ｋＷｈ，停车时平均充电起始 ＳＯＣ为０．５，电网升级成本为６９２元／ｋＶＡ，当

年的贴现率为０．１。

经过专家分析该高校的车辆、电网、交通、地理条件等信息数据，选出几种合适的充电桩型号，相关

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专家初筛选充电桩类型参数

型号 Ｐｉ／ｋＷ ｃｉ０／元 ｃｐｉ／（元／ｋＶＡ） ＡＬｉ／ｍ
２ ｃＬｉ／元 Ｓｉ／ａ

ＤＣＰ１（壁挂） ３．５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

ＤＣＰ２（立式） ３．５ １５００ ２０ ０．３ ２０００ １０

ＤＣＰ３（壁挂） ７．０ ２０００ ３０ 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５

ＤＣＰ４（立式） ７．０ ３０００ ３０ ０．３ ２０００ １５

ＤＣＰ５（立式） ３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５０ ０．５ ２０００ ２０

ＤＣＰ６（立式） ６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７０ ０．５ ２０００ ２０

·３３·



３．１　充电需求概率计算
由式（４）可知，基于目的地充电的原则，用户会优先选择在停车时间内将电动汽车充满的充电桩，

那么计算用户充电需求概率，就需要用户停车持续时间的统计数据，以及用户发生停车行为时电动汽车

剩余电量的数据。

本文通过对进出校园车辆的停车行为进行调查统计，得到不同停车持续时间的频率分布，拟合得到

如图１所示的频率直方图及概率分布。根据拟合结果可得该高校机动车的停车持续时间的概率密度函
数为：

ｆＴ（ｔ）＝２．１８８×ｅ
－０．２０４６ｔ

， （１２）

　　图１　某高校停车持续时间频率直方图及概率分布

此处假设电动汽车的停车持续时间的拟合函数与机

动车一样。

美国能源部于２００９年发起电动汽车项目，文献
［１４］对该项目中纯电动汽车的驾驶和充电行为进行
了统计，文献［１２］将用户充电起始 ＳＯＣ的统计结果
进行拟合，得到充电起始 ＳＯ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ｆＣ（ｃ）＝２．１３７×ｅ
－（ｃ－０．５０７６０．２７０９）

２

。 （１３）
根据式（４）、式（１２）和式（１３）计算得出用户选

择不同功率充电桩的概率分布，如表２所示。
３．２　充电桩选型规划

通过式（５）～式（１１）计算得出该高校不同类型充电桩的数量及对应的综合成本，如表３所示。表３

表２　用户选择不同功率充电桩的概率分布

Ｐｉ／ｋＷ （Ｐｉ－Ｐｏ）／ｋＷ （Ｐｉ＋Ｐｏ）／ｋＷ 概率 ｐ

３．５ ０ ５．２５ ０．４８６

７．０ ５．２５ １８．５０ ０．２４７

３０．０ １８．５０ ４５．００ ０．１５７

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１１０

中：Ｔｉ是充电桩的日有效工作时间，主要由充电桩的
日平均可用时间与设备闲置率决定。由表 ３可知：
随着充电设施的日有效工作时间的增加，每个充电

桩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大，建设的充电桩

数量不断减少，规划综合成本也不断降低。这就要

求用户根据自己的停车时间选择合适的充电桩，并

且在充电完成后及时驶离充电桩，以方便后续用户

的使用，提高充电桩的利用效率。

表３　充电桩选型方案综合成本分析

Ｔｉ／ｈ ＤＣＰ１／个 ＤＣＰ２／个 ＤＣＰ３／个 ＤＣＰ４／个 ＤＣＰ５／个 ＤＣＰ６／个 成本／元

４ ０ ７３ １５ ４ ３ １ １１５６９６

６ ２ ４７ １３ ０ ２ １ ８１８４８

８ ５ ３２ １０ ０ ２ １ ６８３６３

１０ ７ ２３ ８ ０ ２ １ ６０１７８

１２ ８ １７ ７ ０ １ １ ４８１８０

４　结束语

针对不同功能区分布式充电桩的选型问题，定量分析了基于目的地充电的用户充电需求概率。建

立了投资成本、运维成本、土地成本最小化的充电桩选型模型，优化得到最优方案。本文提出的分布式

充电桩的选型规划方案经济合理，可以满足该高校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不同城市功能区电动汽车的停车规律及充电行为不尽相同，因此，在使用本文方法确定分布式

充电设施建设数量时，应在目标区域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采集，使规划方案更加符合目标地区的实

际情况。

·４３· 河 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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