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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T系统－应用广泛的移动式电源
邓隐北，汪幸胜 编译

芜湖市科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长期以来，一直把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原子能发电

作为大规模集中型发电站而承担着供电的任务。但目前，

也趋向于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型电源的应用与发展（图 1）。

可再生能源是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Biomass）

发电为中心，力求将大多数的此类能源，实现当地产当地消、

就地开发和利用。

高的控制性和可靠性 ；（4）环境（环保）优越。表 1 列出

MGT 与大型燃气轮机的对比。

2  微型燃气轮机（MGT）

2.1  开发的背景与现状

实用型 MGT 的开发契机，早在 1990 年发表了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严格的汽车排放规章制度，该制度公布当初

迄至 2003 年，销售汽车的 10% 要求为零污染排放车。

与此相应，促成了开发混合动力型汽车的构想。因此，对

NOx 排放性能比汽油发动机更优的 MGT 进行了开发。另

方面在欧洲，继美国之后对力图将电力与发热综合利用的

热电联产系统（coorgeneration）中的 MGT 也进行了开发。

在日本，作为生物质的充分有效利用方法之一，正积

极进行着 MGT 的研发。对于燃料来说，有源自木质材料

的生物质气体，有源自下水道污泥的（用微生物净化有机

废液后的）消化气体，这些均属于低热卡值的燃料。与下

面述及低燃值气体相应的 MGT 的开发，就是受到了这一

潮流的激励与影响。

MGT 的市场，占美国 Capstone 透平公司约 50% 的

股份。然后，又相继入股美国 Bladon 公司和美国 Marine

透平技术（MTT）公司。由此可见，MGT 的市场前景看

好。日本制造、销售了丰田透平系统等热电联产系统的组件，

而且，借助该系统不仅利用温水，同时也将城市煤气作为

燃料的固体燃料电池（SOFC），配置在综合系统中，力图

图 1  地区分散性电源网络概况图

可是，太阳光和风能作为能源而被利用时，不仅因气

候、气象条件变化受到影响，而且能量的存储需要有蓄电

池之类的设备。此外，生物质发电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

燃料储备，并期望未利用的生物质可充分发挥效益。

工业电源用的大型燃气轮机，其规模为兆瓦（MW）

级，相应于此，微型燃气轮机（Micro Gas Turbine，简

略为 MGT），是具有数十 ~ 数百 KW 发电容量的小规模燃

气轮机。它有以下特点 ：（1）效率高 ；（2）结构紧凑 ；（3）

表 1 

MGT 大型 GT
功率（kw） 20 − 200 ≥ 10.000

压缩机、气轮机结构 离心式 轴流式为主
压缩比 3-5 11-23

燃烧温度（℃） 700-900 1100-1500
转速（rpm） 60000-120000（发电机一体型为主）3000-10000

循环 再生循环 组合循环
热回收形态 温水 蒸气

轴承 空气轴承 / 油润滑轴承 油润滑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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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再生式热交换循环

通常，燃气轮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越大型化，其效率就

越能提高。在大型燃气轮机中，为提高效率，务必高温度

化。入口温度约 1500℃，发电机整体效率达到 40%。为此，

对实现高温化的燃气轮机叶片的结构，必须认真下一番功

夫，直到金属所能耐受的温度以前，均需保持冷却。

另方面，小型燃气轮机中，由于叶片小，难于采用像

大型燃气轮机那样的叶片加工工艺，也不能采用同样的冷

却方式，故叶片基本上不进行冷却。金属材料不企求和大

型机一样的高温化，如考虑利用陶瓷材料，又尚未达到实

用化的程度。而且叶片的直径变小以后，与气轮机外壳的

间隙增大，因而损耗增大、效率降低。

原来的金属材料中容许温度（约 950℃）以下，为实

现高效率，故采用了再生式热交换循环。这就是以燃气轮

机出口排气所具有的能量来提高燃烧前的空气温度。

图 3 所示为再生式热交换循环的燃气轮机系统略

图。在未利用再生式热交换循环时，入口温度约 810℃的

MGT，整体的热效率为 12% 左右（HHV），与此相应，

利用了再生式热交换循环的场合下，效率达到约 24%。通

过这些措施，对比输出功率的规模，微型燃气轮机实现了

较高的效率。

大幅度提高综合利用效率，这一成套组件（package）正

按三菱日立动力系统（MHPS）要求提出了议案。

2.2  MGT 系统的用途

关于 MGT 系统的应用现可列举如下：（1）分散型电源。

（2）抗震防灾用备用发电机。（3）用于热电联产系统。（4）

用于增程式电动车辆。当汽车工作于增程模式时，由于低

速转矩大，高速运行平稳，刹车能量回收效率高，结构简

单易维修，实用性强。与车载电池组协作运行，为长途客

车、汽车可提供持续的电力。同时 MGT 效率比传统内燃

发电机的更高，每公里燃油成本更低。在车辆应用中，由

于电力电子（PE）等周边技术的发展，燃气轮机混合动力

车正逐渐地走向实用化。日本现已引进按新的设计路线制

造的透平电动公交车，其中的 MGT 为美国 Capstone 公

司制造。（5）移动电源车。这是为填补电力供应缺口和应

对各种灾害供电而专门设计的车载式移动电站。MGT 系

统可直接安装于各类标准载重汽车底盘上，可满足各类用

户对应急电源的需求，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部门，

大型商场、酒店、电影制片厂。以及军用装备、石油勘探

等野外作业，甚至各种导弹发射的电源车上。而且机动灵活，

噪音低，无需降噪处理。（6）UPS 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

关注自身的能源安全，希望能控制运行成本和电力的可用

性，尤其是数据中心应用，突发的停电造成的损害是巨大

的。MGT 系统提供的 UPS 功能，电能质量高，综合效率高，

且维护少。可作为数据中心的主电源使用，远比柴油发电

机系统性能优越。

2.3  MGT 的结构

由于 MGT 采用再生式热交换循环（回热循环），力

求实现高效率化和装入有限空间的结构紧凑化。一般，在

这些技术开发之中，作为汽车用涡轮式增程器（turbo 

charger）及飞机上的辅助动力装置，均参照了小型燃气

轮机的结构设计。图 2 所示为 MGT 的结构实例。

图 2  MGT 的结构图例

图 3  再生式热交换循环的燃气轮机系统概略图

2.5  机器的组成

MGT 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径向式压缩机 / 气轮机【多

数场合为单翼（图 4）】，热交换器，燃烧器，发电机以及

周边的控制设备。

图 4  单翼（图片源自 Capstome 透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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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台 MGT 样机。燃料是采用木质系列的生物质气体，开

发的 MGT 额定功率 PN=5KW。从 2002 年到 2008 年开

发了燃烧器。通过系统化、运转控制软件的开发，也进行了

对静特性、动特性的预测。以下，对有关保持火焰稳定的燃

烧器开发与控制器的构建，以及控制实验的结果予以介绍。

3.1  系统概要

本系统由模拟生物质气体的供给系、MGT 发电系统

以及其控制系统等组成。作为燃料的生物质气体，使用了

模拟生物质气体。模拟生物质气体包含 H2、CO、CH4、

N2、CO2，分别由高压气泵供给。通过质量流量（mass 

flow）控制器进行调控，在流路上已调合的混合气体再供

给 MGT。采用的 MGT 为 2 轴再生式热交换循环 ；MGT

的组成包括：由汽车上涡轮增程器、压缩机、自由涡轮（free 

turbine）、以及发电用电力气轮机（power turbine）等，

电力汽轮机的转速为 6000rpm。图 6 所示为构建的 MGT

系统整体略图。

（1）燃烧器   MGT 的燃烧器，按照燃料是气体或是

液体，其形状有所不同。燃烧器是由扩散燃烧和预混合燃

烧可进行切换的结构，点火时与低负荷时，燃烧为稳定的

扩散燃烧而运行，因 NOx 的排放浓度高，在中高负荷时

NOx 浓度降低，故而进行预混合燃烧。

作为分散型电源设置于城市街道的 MGT，如当地未

设置排烟脱氮的装置又要求低 NOx 的排放性能，则多采

用预混合燃烧的方式。此时，采用的是预混合气中燃料比

例少的稀薄燃烧方式，或是催化剂燃烧方式。

（2）控制系统   如上所述，MGT 具有高度的控制性

和可靠性，有可能实现与大型燃气轮机同样的《电力变换

技术》与《系统控制技术》。所谓电力变换技术是指 ：因高

速旋转的燃气轮机直接与发电机连接，将发出的高频交流

电转换成商用电力的 60Hz 或 50Hz 交流电的技术。而系

统控制技术是指 ：根据 MGT 的负荷目标值，自动的进行

起动、燃烧、负荷变化、停止等运行，管理上必须操作与

控制的技术。

关于系统控制技术包括 ：为安全运转所需联网运行时

的保护继电器，多机组运行时所须的多机组控制功能等。

专用计算机上能操作的，多具有接口电路，进一步通过互

联网，能与外部进行数据通讯，还可从外部实现运转监视。

3  适应于低热卡（值）气体的 MGT 开发

生物质能大体可分为 ：从谷物精制出的生物酒精和生

物柴油、从木材得到的木质系生物质。其中，前者是由食

用作物制成的，从而有导致食材价格高涨的问题 ；后者的

木质系生物质，是由木材废料等进行热分解形成的生物质

气体和经过甲烷（沼气）发酵形成的燃料气体（发酵生物

质气体）。因而不会对食料的价格产生影响。图 5 所示为

包含生物质气体的各种气体燃料的组成及其低位的发热卡

值。特别是充分利用生物质气体的 MGT，用于热电联产

系统中，不仅可提供供电源，而且也能提供蒸汽或温水这

样的供热源。因此，这一分散型能源的效果显著，大力促

进了各类能源的利用。

然而，后面所述的生物质气体，因为属于低热（卡）

值气体，在燃烧器内难于保持火焰的稳定，以及作为木质

材料，其组成的不均匀可能产生变化 ；这些都是生物质气

体的不利因素。

下面介绍东京大学工学系机械制造研究室已实际制作

图 5  各种气体燃料的组成成分及低位的发热量

图 6  适用于生物质的 MGT 系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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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第二级的控制，是以电力气轮机的转速作为

反馈（feed back）信号，使用两个自由度（2DOF）- 比

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或 H ∞ 控制器，对二者的性

能进行了比较（H ∞ 控制器，是基于极力抑制 H ∞ 控制

模型不确定性影响的控制理论而制作的）。

3.4  控制实验结果

（1）燃料的热卡值变化的场合   实际的生物质气体是

以木材为材料，其组成成分不是一定的。故已有报导称，

气体的组成会产生变化。在此，采用模拟生物质气体，由

于热卡值的变动导致电力气轮机转速的波动，对其波动达

到什么程度？及多长时间能稳定下来？均进行了研讨。另

外，这一时间燃烧器第二级供给的气体为 CH4 和 CO2，因

改变这一组成，使热卡数发生了变化。将 CH4 每秒 3%、

直到 50% 减少以后，再一次又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CH4，

由此进行了实验。

实验的结果如图 9 所示。转速的波动，在 2DOF-PID

控制器场合下相应为 250rpm，而在 H ∞控制器场合下，

则可抑制到 120rpm。

3.2  二级燃烧方式燃烧器的制作

对比包含图 5 所示生物质气体的燃料成分，在木质系

列生物质中，燃料成分不仅有 CH4，且 H2 和 CO 的占比

非常高，在 CO2 和 N2 这样的燃烧反应中，活性成分的比

例也大。生物质气体每单位体积的热量为 3000KCal/Nm³

（千卡 / 标准立米）。这与城市燃气 13A 的 10000KCal/

Nm³ 比较显得很低，属低卡值气体。因而，对实现稳定燃

烧的燃烧方式，必须下一番功夫。

这里，采用了二级燃烧方式。图 7 所示为燃烧器的断

面图。由第一级的城市煤气形成稳定的火焰 ；在第二级，

向由第一级燃烧产生的已燃气体中，喷射生物质气体的预

混合气使其燃烧。因已达到十分的高温，故生物质气体喷

入后可自行着火，能实现稳定的燃烧。第一级的城市煤气

燃烧，即使在大型燃气轮机燃烧器中，与采用液（压）控（制）

的燃烧器（pilot burner）一样，也能达到保持火焰的目的。

第二级生物质气体的燃烧，担负着输出控制的任务。

图 7  开发的二级燃烧方式燃烧器

3.3  系统控制器的构建

当有效利用作为分散型电源的 MGT 时，勿需麻烦用

户动手，能自动的进行控制是必须的。在此，对保持以电

力气轮机转速为目标值的转速而进行了控制。图 8 所示为

构建的控制系统方框图。

燃料由第一级和第二级供给。按照事前进行的、仅使

用城市燃气实验结果做成的一览表（look up table），在

能兼具确保稳定火焰和低 NOx 排放两个条件下，选择第

一级的燃料供给比例。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燃料流量比，已

设定为 1:1.

图 8  控制系统方框图

图 9  将低位发热量按每秒 3% 变化时，

电力气轮机转速的过渡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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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模拟生物质气体的实验结果  下面介绍将 13A

作为第一级燃料、使用模拟生物质气体作为第二级燃料的

有关情况。在此场合下，以发酵系的生物质气体和以 H2

与 CO 为燃料主要成分的木质系生物质气体，对这两种模

拟生物质气体进行了实验。

（a）模拟发酵系生物质气体的场合  当模拟发酵系生

物质气体时，气体的组成为 ：CH4  60%，CO2  40%。低

位的发热量为 21MJ/m³。输出功率从 O → 5KW 范围内

变化，对电力气轮机的转速、燃料流量、热效率、发射的

NOx 浓度、CO 浓度、排出的碳化氢（THC），均进行了

测量，测量的结果示于图 10。此时，即使负荷变化，电

力气轮机的转速已稳定在目标值附近。热效率达到 10%，

NOx 浓度已抑制到 50ppm。

4  研究课题

下面叙述在 MGT 中存在的研究课题。

4.1  效率

如上所述由于采用了再生式热交换器等，MGT 的效

率有所提升。发电效率高的场合已达到 30% 的改善（低

位发热量、送电端基准）。但是，发电成本中，燃料代价的

比例依然高，因燃料费用的改变造成的影响大，故实现高

效率化是项重要的课题。

作为高效率化的策略方案，第一是要提高燃气轮机燃

烧器的出口温度。陶瓷等耐热性优的燃气轮机翼片用材质

的开发是关键。第二是要合适应用协配发电系统。由排热

器回收产生的温水，满足各种建筑物内空调等的供热需求，

因而通过电和热的综合利用，可望改善效率。

4.2  因燃料成分的改变导致燃烧振动的发生

在上一节中，有关 MGT 的开发所述，还存在未得到

解决的问题。例如，若改变预混合气的燃料比例时产生的

燃烧振动现象。燃烧振动就是燃料在燃烧不稳定下产生的

压力波动，以及燃料器与其周边的配管等设备音响因素，

在管道接头（coupling）发生的自激振动现象。

图 10  发酵系生物质气体的实验结果

（b）模拟木质系生物质气体的场合  木质系生物质

气 体 的 模 拟 气 体， 其 组 成 包 括 ：CH4=3%，H2=30%，

CO=17%，N2=30% ；低位的发热量为 6.5MJ/m³

实验结果，与模拟发酵系生物质气体场合一样，能实

现同样良好的控制。图 11 所示为实验结果，与模拟发酵

系生物质气体场合比较，第二级燃料流量相当多，这是因

模拟木质系气体的发热量小的缘故。

图 11  木质系生物质气体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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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物理上了解有关这一燃烧的振动现象，研发团

队已制作 MGT 的模型。利用模拟的燃气轮机燃烧器，继

续对有关燃烧振动进行着研究。在这里模拟生物质气体的

燃料中因成分数量多，以城市煤气 13A 与氢作为燃料，藉

改变氢的混合比例进行了实验。这样一来，在城市煤气

100% 的场合下，相当于燃烧器固有振动的频率下产生振

荡。着眼于振荡频率的不同，目前能够表征这一现象的模

型已经构建。

5  结束语

迄今为止，已经阐述有关 MGT 的技术动向，以及

MGT 系统的广泛应用范围。不过，举目四望全世界，怎

么也谈不到 MGT 的普及。这是因为初期成本过高，热和

电的平衡不佳（由排热回收得到的温水所相应的发电量小）， 

以及考虑到热与电方面的需求量难于评估等诸多因素。根

据最近的内部视察报告，将这种高额维护成本的专用发电

机组装成燃气轮发电机，用以取代廉价的柴油发电机，也

是 MGT 难于普及的例子。

   近年来，涉及到日本甚大受损的自然灾害频频入侵，

各种各样的发电设施以及不断涌现应用的自家发电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日益促进着分散型电源的普及。分散型电

源有利于 CO2 的减排，也有助于用电高峰的断电（peak 

cut），不仅改善了经济性和环境性，而且满足了回弹储能

（resilience）的要求。考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地取材、

就地利用能源的发电、输电方法，并组成系统。对此举措

的每个阶段都进行了探索，MGT 系统可望得到进一步的

推广应用与发展。

100mV， 考 虑 到 内 阻 约 为 50Ω， 那 么 内 阻 电 压

=50*0.05/500=5mV，故 U 总计 105mV。

所以 Sc=45U/B/N=0.315cm2。

即铁芯截面积≈ 0.315 cm2。

（4）计算坡莫合金铁芯尺寸

硅钢铁芯内径 65mm，截面积不低于 0.315cm2，根

据 1.0L ≤ H ≤ 2L 的原则（如图 7）可以把铁芯设计成

65*75*10，这样 Sc=0.5cm2。考虑到只是估算互感器的

内阻，所以互感器截面设计要留有余地。

（5）计算漆包线使用规格 ：

由于二次电流 I2=I1/N=0.05/500=0.0001mA，电

流非常小，所以不要考虑电流密度问题，主要考虑线圈是

否好加工，所以选用 d 漆 =0.21mm，常规线径，利于加工。

（6）计算实际绕线余裕 Ly

第 一 层 排 绕 匝 数 =d 内 *3.14/d 漆 /d 排

=65*3.14/0.21/1.2（排绕系数）=809T，所以漆包线只

要排绕一层即可满足 100T。

漆包线一层的高度 A1=0.21*1.2*1=0.252mm，远

低于 Ly2.5mm，适合绕线，当然由于空间比较适合，也

没有必要收缩铁芯内径。

（7）计算漆包线长度 L 及内阻 R。

L=（Dt-dt+2H+4A1）*N（其中 H 是铁芯高度，如图 8）

漆 包 线 的 长 度 L=（75-65+2*10+4*0.252）

*500=15504mm。

漆 包 线 的 内 阻 R=0.0175*L/3.14*( d 漆

/2)2=7.83Ω。

（8）验证 ：

由于内阻只有 7.83Ω，远小于我们预设的 50Ω，同时

设计截面也超过实际要求，所以 B 值肯定远小于设计要求，

不需要重复计算。（当然如果需要减小尺寸或者控制成本，

则需要回头计算，本文就不再赘述。）

（9）结果 ：

三相用剩余电流互感器，每相电缆 120 平，在 0.05A

的漏电流时，需要输出 100mV 的输出信号。外壳内径

为 55mm， 外 壳 外 径 为 75+5+5=85mm， 外 壳 高 度

10+5+5=20mm，铁芯尺寸为 65*75*10 的坡莫合金铁芯，

采用 0.21 的铜漆包线绕制 500T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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