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 2020.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0.12 169·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可再生能源的功率补偿用

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
邓隐北，王幸胜，夏秀兰 编译

芜湖市科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2011 年 3 月，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海上的地震，曾

长期持续巨大振荡而引起的冲击波，导致了甚大的灾害。

根据 1978 年宫城县海上地震的经验，仙台市的主要净水

场，保存了非常时期用的自家发电设备，以应对有可能 24

小时的停电。但那次停电约持续了 4 天，宫城县内的石油

储备基地也遭受到破坏。因物流的中断，难以确保燃料供应，

要保持正常的运行功能是非常困难的。  

为确保有更多的能源，以防备像这么大规模的自然灾

害，必须设置大容量的燃料舱来储备燃料。但是，非常时

期用的电源（自家发电机）平时是不使用的，且料仓内的

燃料因时效变化（老化），一旦用时容易出现操作不良现象、

为此，必须定时进行燃料更换。扩大燃料舱的容量及判断

燃料的更替时期，以便燃料更换时易于确定燃料的消耗及

再次的填补容易。而且，考虑到今后化石燃料的高涨与枯竭，

与 CO2 排出量的削减，不依赖于化石燃料的大容量非常用

电源，必须尽早的确定建立。

东北地区太平洋海上地震时，不仅自家的发电机，光

伏发电装置也是珍贵的能源。今后应不断促进光伏发电装

置的普及，不只是在非常时期，平时也要充分有效利用光

伏发电的能量，这对发电功率的补偿是不可或缺的。为此，

兼备适应性、耐久性、高效率性的能源储存装置很有效。

另方面，为对长期的停电供应能源，必须具有大容量且结

构紧凑的储能装置。但目前，能满足这所有要求又结构简

单的储能装置还没有，为满足全部要求事项，须要将多个

储能装置组合一起。因此，将适应性、耐久性、高效率性

均优的电力储存装置与大容量、结构紧凑的氢气储存系统

组合一体的电力、氢气复合储能系统，已列入考察的方案。

然后，电力、氢气复合储能系统无论在非常时期还是平时，

为充分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作为长期停电时的高品

质、高稳定性可供电的大容量非常时期用电源都是有效的，

为了实际验证这一点，在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NEDO）的氢社会构筑技术开发事业中，已建造了仙台市

茂庭净水厂 20kW 的实际验证系统，对该系统，由大规模

自然灾害导致的长期停电 72 小时（3 天时间），进行了设定，

并实施了连续运转。本文对有关该事项的概要，以及试验

的结果予以介绍。 

2  电力、氢气复合储能系统

2.1  系统的结构

长期停电时，能有效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并可稳定

供给高品质电力的大容量非常用电源很重要，为构建这一

电源，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1）可从外部调节和运输燃料而无须大容量的储备能

量 ；

（2）对可再生能源输出功率与负荷消费电力的不规则

变动，能高精度的进行补偿 ；

（3）不仅对功率变动进行补偿，还应在非常时期，也

能保持必需的大容量能源。

在这里，如图 1 所示，将电力储存装置与氢气储存系

统组合一起的电力、氢气复合储能系统，适当的应用则可

作为大容量的非常用电源。本系统的特点列举如下 ：

（1）在光伏发电装置、风力发电机与负荷之间，有一

条直流母线（DC-BUS），电力储存装置与氢气储存装置

均连接到 DC 母线上。

（2）相对于直流母线，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负荷消费

功率，氢气储存系统的输入、输出，作为电力控制，仅电

力储存装置的输入、输出进行了电压的控制，由此，可实

现高精度的变动补偿。

（3）藉助氢储存罐（液态氢储箱或储氢合金），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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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故实际的验证系统中，尽量避免使用 Li-ion 电池。而

且，实际的验证，已预定在仙台市茂庭净水场实施。由于

高压气体保安法的制约，对液态氢冷却型 SMES 的应用也

已断掉念想。据以上所述，实证系统的电力储存装置采用

EDLC。但是，电力储存装置有优点也有缺点，对应于用途、

应用的场所、容量等条件，必须选定适当的电力储存装置。

另方面，关于氢气的储存，由于上述的高压气体保安

法的制约，液态氢的储存有难度，故在实证系统中采用储

氢合金，当氢放出时须供给反应热，当氢吸收时须除去反

应热（冷却），故在短时间内氢的放出和吸收都不容易，储

氢合金的温度控制用系统（辅机动力）是不可缺少的。因此，

在储氢合金与燃料电池 / 水电解装置之间，设置一缓冲罐

作为 H2- 母舱，藉助此，才有可能在短时间放出和吸收氢。

而且，将燃料电池发电时的排热供给储氢合金，因而，可

削减从储氢合金放出氢所必须的辅机动力。

2.2  功率变动的补偿方法

太阳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消费功率，利用电力、氢复

合储能系统以便进行高精度的功率变动补偿。对于时时刻

刻变化的光伏发电功率，EDLC 的输入输出功率，各个变

换器（converter）的消费功率以及各装置的辅机动力，平

时均必须保持平衡（balance）。但在本系统中，仅将燃料

电池输出功率，水电解装置输入功率，EDLC 输入、输出

功率作为控制对象，通过有源（active）控制这一切，连

续保持供需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在此，分别对水电解装置

和燃料电池采用功率控制（有源控制）；而对 EDLC 则采

用电压控制【无源（passive）控制】。此外，使用卡尔门

滤波（Carman filter），对光伏发电输出功率与负荷消费

功率的变动进行了补偿。具体说，如图 2 所示，首先，对

光伏发电功率与负荷消费功率的差分（长周期变动成分），

通过卡尔门滤波进行推定，当光伏发电功率超过负荷消费

功率时，利用水电解装置将剩余部分变换成氢 ；当负荷消

费功率超过光伏发电功率时，其不足部分用燃料电池发电

予以补足。然后，推定的长周期变动成分与实际变动成

分的差分（短周期变动成分），利用电力储存装置以保持

DC- 母线电压，由此予以补偿。在多云的晴天，光伏发

电功率在短时间内变化大，故提高长周期变动成分的预测

精度（卡尔门滤波的 Q 值高），且长周期变动成分所承担

的储氢系统输入、输出功率变大，承担短周期变动成分的

省空间，储存大容量的氢。

（4）氢储存箱与水电解装置 / 燃料电池之间，设置了

作为 H2-BUS（氢母舱）的缓冲罐。适用于短时间由燃料

电池供给的氢消费，以及由水电解装置产生的氢。

（5）使用储氢合金的场合，将燃料电池的一部分进行

了水冷，并将发电时的排热供给储氢合金，由此，从储氢

合金中释放出氢，用以消减必须的加热量（辅机动力）。

（6）因燃料电池中的氢消耗，缓冲罐内的压力降低时，

相应于这一压力差，从氢储存箱向缓冲罐输送氢。

图 1  电力、氢气复合储能系统的基本结构

电力储存装置有锂离子（Li-ion）电池等蓄电池，双

电层（超级）电容器（EDLC），超导磁储能装置（SMES）

等多个设备，由本系统在使用场合下，一方面对光伏发电

输出功率及负荷消耗的功率进行补偿，一方面必须将电力

储能装置的储存能量连续维持在设定的范围内。因此，实

时地（real time）对电力储存装置的储存能量进行评价很

重要。在这里，用 1kW 模型系统对太阳的光伏发电功率

变动实施补偿运转，对 Li-ion 电池与 EDLC 输入输出功

率的积分值及两端电压的时间变化进行了对比。其结果，

在 EDLC 的场合下，输入输出功率的积分值与两端电压的

波形是一致的，在 Li-ion 电池下，输入输出功率的积分值

不管如何变化，两端电压均处于不变状态，这点已得到确认。

由此，可以说按两端电压正确掌握储存的能量，EDLC 比

Li-ion 电池更优越。

此外，在实际的验证系统中，须将电力储存装置，水

电解装置，燃料电池，设置于同一建造房间内（机器单元）。

在机器单元内，空气中氢浓度不能处于爆炸范围（4%-

75%），应经常进行换气 ；而 Li-ion 电池，在短时间的充

放电时引起点火、爆炸等事故的可能性未完全消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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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伏发电面板（20kW）、燃料电池（15kW）、水

电解装置（24kW）、EDLC（15kW）、模拟负荷（20kW），

通过变换器（converter）均连接到 380V 的直流母线上

（DC-BUS）。并将储氢合金（240m³），经缓冲罐（30m³），

连接于燃料电池和水电解装置。至于模拟负荷，采用了电

子负荷。另外，水电解装置的额定容量（24kW）比光伏

发电板的额定功率（20kW）大，这是因为已有的光伏发

电功率最大值为 24kW。

对于光伏发电功率最大限度的充分有效利用，必须将

未通过本系统的发电功率从光伏板直接供给负荷。为此，

在晴天等光伏发电量多的场合，将光伏发电的功率从光伏

板直接供给负荷，剩余的电力由水电解装置变换成氢 ；阴

天和雨天等光伏发电量少的场合，将光伏发电功率全部提

供给负荷 ；不足的电力由燃料电池的发电补充。

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耗费功率的变动补偿中，必须对

各个瞬间电力需求的平衡进行调整。同时，为了保持非常

时期所需的能量，应将 EDLC 和储氢系统的储存能量，保

持在设定的范围内。

3  设定由大规模自然灾害导致的长期停电 72

小时的连续运转实验

本实验中构建了适用于净水场的 20kW 系统，在 72

小时非常时期的运转中，对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耗费功

率的变动，进行了高精度的补偿（保持直流母线电压为

380V±10% 以内），以实现稳定供电为最终目标。在此，

实施了设定的由大规模自然灾害造成长期停电 72 小时的

图 2  利用卡尔门滤波的变动补偿方法

2.3  适用于净水场的大容量非常用电源

将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 应用于净水场的大容量非常

用电源时，相对于今后的非常用电源，有关净水场的要求

贯彻实施以后，其结果如下 ：

（1）紧急时刻稳定的确保燃料 ；

（2）避免非常时期的操作不良（提高可靠性）；

（3）非常用电源所用燃料的保持及管理的简化 ；

（4）非常时期自家发电起动时间缩短 ；

（5）燃料箱（舱）和非常用电源的小型、简化 ；

（6）通过减少由化石燃料发出电的用电量，以消减

CO2 的排放量。

遵循以上要求，利用净水场光伏发电量与负荷耗费电

力的实测数据，进行了模拟分析，对适用于净水场的实际

规模系统，也进行了基本设计。其结果，目前的茂庭净水

场，相对于 203kW 的平均负荷，设置 1MW 的光伏（发

电）面板（panel），配合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是有效的。

这里，按 1MW 的光伏面板能将发电功率最大限度的充分

利用，进行 72 小时的非常时运转 ；并计算出必要的水电

解装置、燃料电池、EDLC 的额定容量以及氢的储存容量。

但茂庭净水场的光伏发电容量为 20kW，相当于实际规模

系统（1MW）的 1/50。为此，在实际系统中，将各个机

器设备的容量也转换为实际规模系统的 1/50，实际系统

的外观示于图 3。

图 3  实际验证系统的外观

EDLC，其输入输出功率则变小。另方面，预测精度下降（Q

值变小），则长周期变动成分变小，而短周期变动成分变大。



170 2020.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0.12 171·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采用了燃料电池与水电解装置同时运行的方法。

按照图 5 上段的图形，缓冲罐内的储氢量并未减少，

但储氢合金的储氢量在不断减少，随着缓冲罐内的压力下

降，从储氢合金向缓冲罐输送氢。此外，由下段图形可见，

与从缓冲罐向燃料电池的氢流量无关，从储氢合金向缓冲

罐输送氢。至此，为将储氢合金与燃料电池直接连接，相

应于燃料电池中的耗氢量，必须调节储氢合金的加热量。

本系统中，由于设置了缓冲罐，相应于燃料电池中短时间

内氢消耗，也能向燃料电池稳定的供给氢。而且，将燃料

电池发电时产生的排热提供给储氢合金，则可消减储氢合

金用的辅机动力。

4  今后的研究课题

本文所述的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能对光伏发电功

率和负荷消耗功率的不规则变动，进行高精度的变动补偿；

光伏发电功率的充分有效利用和不需从外部调控运送燃料，

对这种高品质、高稳定性大容量非常用电源的有效性，进

行了实际的验证。

有关燃料电池、水电解装置、储氢合金，改善经济性、

提高能量的转换效率以及消减辅机动力等均是我们的研究

连续运转。模拟通常运转约实施 1 小时以后，过渡到 72

小时的非常时期运转。然后，再一次实施了通常运转约 1

小时。实验结果中，直流母线电压、EDLC 的两端电压、

各个装置的输入、输出功率随时间的变化均示于图 4。储

氢合金与缓冲罐内储存的氢量以及储氢合金、燃料电池、

水电解装置与缓冲罐之间其氢流量随时的变化均示于图 5。

另外，在本实验中，卡尔门滤波的 Q 值为 0.002。

从图 4 可见，光伏发电功率和负荷消耗功率出现大的

变动时，以及 EDLC 的输入、输出量和水电解装置的耗

电量出现大的变动时，均与变动量无关，直流母线电压都

保持在 380V±0.68% 以内。即使相对于任意的光伏发电

功率和负荷耗费功率的变动，也显示出了高精度的变动补

偿及向负荷可长时间的稳定供电。而且由于白天，光伏发

电功率的变化，EDLC 两端的电压也在变化，但在短时间

内就回复到设定值的 210V，这已被确认。因此可以说，

EDLC 储存能量的控制方法是恰当的。此外，在图 4 中，

燃料电池的最低功率约 3kW，这在本系统的长时间连接运

行中，燃料电池的特性降低最显著。燃料电池的通电特性，

根据功率变动次数，变动的速度，相应于低功率状态的下降，

为改善耐久性，将燃料电池的最低功率设定为 3kW，因而

图 4  设定由大规模自然灾害导致的长期停电 72 小时连续运转实验结果（电力变动特性及变动补偿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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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通过本文所述，可以明确 ：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

在技术上可实现所需达到的程度 ；作为电力用的储能系统，

储氢系统是有用的 ；利用储氢系统也可实现高性能的电力

补偿控制。应用电力、氢复合储能系统的非常用电源系统，

不仅在净水场，在学校等灾害时的避难所、医院、工厂、

数据中心等用于停电时的稳定供电是有效的。而且，不只

是非常时期对医疗相关设备、半导体制造装置、OA（办公

室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各种控制装置等，通常作为

瞬时电压降、涌浪（surge）以及噪音发生时的补偿装置

也是有效的。但是，这些用途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解决以

下课题 ：

（1）由于系统内的协调，应确定水电解装置和储氢合

金削减辅机动力的方法 ；

（2）由于燃料电池、储氢合金、缓冲罐的协调，应优

化氢的输送及控制方法 ；

（3）应确定瞬时电压降低时的运转控制方法，及对瞬

时降压补偿性能的验证 ；

（4）应确定与商用系统的连接、运转切换控制方法，

及其响应特性的验证 ；

（5）对实用化规模（≧ 100kw），已优化系统有效性

的验证 ；

在实际现场中，应确定对长时间连续运转的可靠性。

原文出处 ：津  田   理，宫 城  大 辅，长 崎   阳，非

常用电源机能を有する 再生可能ェネルギ—  出力变动补

偿 用电力、水素复合ェネルギ—储藏 システム，《电气评

论》 2019.8，P26--31 

图 5  设定的由大规模自然灾害导致长期停电 72 小时连续运转试验结果（储氢系统的运行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