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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多功能、清洁能源发电系统

中的MGT-ShsPMG系统
邓隐北，孙永德，夏秀兰

中亚中科新能源开放式股份公司（中科控股）

1  技术背景

2019 年 7 月 1 日，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召开，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指出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孕育兴起，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

段。不仅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新动力，也有助于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球生态环境。

习主席强调，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

产业发展，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以及西北部

地区大量的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中国实际

上不缺能源，缺乏的是合适的能源载体。在中国缺油少气，

相对富煤的情况下，利用劣质煤制甲醇作为替代燃料是个

发展方向。

甲醇在常温下呈液态，不含硫，且 CO2 含量低于重油

（HFO）和船用轻柴油（MGO）；甲醇是所有燃料中最简单、

最小的化学分子，相比于柴油和汽油，甲醇能减少 95%

的 PM2.5 和 99% 的硫化排放物。这意味着大量的现有基

础设施都可用来支持甲醇的推广利用，而且还可灵活采用

多种原料生产甲醇，确保推出真正经得起未来考验的净零

碳燃料。

自 2019 年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大部委下发的

61 号文件以后，甲醇汽车及甲醇燃料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

注。甲醇汽车是促进汽车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之一，甲醇燃料产业的发展将加速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产业体系，对我国实现能源多元化、改善能源结构、保障

能源安全意义重大。甲醇因其天然安全、高效的属性，又

可生物降解，也被国际海事组织（IMO）确认为安全合规

的动力燃料，因此甲醇是所有各种能源的优良载体之一。

甲醇的供应十分普遍，中国甲醇长期有效产能约

8127 万吨，占世界产能的 60%，且产能过剩近 40%。甲

醇价格具有竞争力，仅相当于汽油的 50~60% ；天然气的

70% ；未来褐煤制甲醇成本更低。甲醇燃料廉价易得，常

态液体，储运方便。迄今为止，甲醇可能是最好的氢能载体，

一升甲醇和水反应，可放出 143g 的氢。一升甲醇相当于

装两升的液氢（氨）。中国已将这种甲醇重整技术应用在了

汽车和卡车领域。

2020 年 10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发展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增长点。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攻关多能源动力系统集成技术···

当前，因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及气候变化的挑战，汽

车等交通工具面临着颠覆传统内燃机和化石能源的革命，

核心是车载能源和动力的变更。车载动力采用电驱动已是

大势所趋，但是“电”从何而来是关键，不能是所有车辆

都从电网下载和储存电力，而车载增程器的核心思路是将

一次能源通过车载发电机组自己生产电能，利用微燃机

（MGT）持续稳定工作在高效点，稳定输出电能，使汽车

等交通工具高效利用燃料发电（减少电网逆变损失、减少

电网负荷），整体思路与混合动力类似，但更加简单、高效、

稳定。

在增程式电动汽车正式列为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之一

的背景下，我公司将积极研发满足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标

准的高能效、多功能、清洁能源发电的微燃机 - 超高速永

磁发电机组（MGT-ShsPMG 系统）。该机组采用的燃料

可以为甲醇、乙醇等醇基燃料，以及天然气、液化气、柴

油、汽油等多种类型。为了开拓公司的产业链，我们利用

现有的设施和工艺，首先将生产的甲醇作为试用燃料进行

试验、试运 ；另方面，公司现已建好新的自动化生产线，

可将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通过 28 种微生物菌种的群落

发酵反应，转化一种可替代石化能源的微生物清洁燃料，

在 MGT-ShsPMG 系统中，我们将优先采用这种以醇基为



184 2021.09·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9 185·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活性、可靠性、环保和维护等方面。

（1） 灵 活 性 采 用 的 燃 料 更 加 灵 活， 燃 料 热 值 从

550~1275 BTU/SCF（英制热单位 / 标准呎 ³），也即

20.5~47.5MJ/m³。此外安装简便，只需连接燃料进口和

电力输出接线口 ；噪声低、无振动，超低废弃排放，超小

尺寸重量。对比传统内燃发电机组，重量减轻 40%，尺寸

减小 30%。

（2）可用性和可靠性  本系统采用空气轴承和空气冷

却，故障点少，采用变速涡轮发电组件无需传动齿轮箱 ；

模块化设计，故障部件可快速更换 ；可用性超过 97%，

MTBF（平均工作期限）＞ 14000h（小时）。

（3）高效环保  机组在氧浓度 15% 时，NOX（氮氧化物）

排放水平＜ 9ppm（18mg/m³）；同时无润滑油泄漏风险，

有利环保要求。

（4）维护  第一次维保停机时间为 8000h，之后停机

维保间隔时间为 20000h，且所有的维保量只需 1 人·次

·天即可。

3  MGT-ShsPMG 系统的广泛应用

MGT-ShsPMG 可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除用于新

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电动汽车的增程器）以外，还适用于

UPS（不间断电源）、分布式发电、铁塔及 5G 基站等备用

电源，移动式电源车、应急发电车、应急救灾以及军民融

合相关系列产品等。

3.1  增程式电动车辆

MGT-ShsPMG 系统用于增程式电动汽车，与车载电

池组配合运行，为长途客车、汽车提供的电力，不仅为电

动车辆续航里程提供了解决途径，而且，更实现了极为优

良的油耗、排放和成本性能。图2为新能源汽车用电力驱动、

发电储能、余热回收等多功能、高效率应用及其控制的系

统图。

主的新型高效微生物复合燃料。不仅解决了污水治理、变

废为宝，又将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不断推动着新能源汽

车的蓬勃发展。

2  MGT-ShsPMG 系统的技术描述

本系统的研发主要包括微型燃气轮机（Micro Gas 

Tueurbine）、超高速永磁发电机（Super high speed 

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以及混合式空气轴承、

一次表面模块化设计的回热器、基于 SiC 芯片高效数字化

逆变控制器等先进技术，MGT-ShsPMG 系统，已成为当

今分布式电源需求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2.1  工作原理与过程

如图 1 所示，系统的工作原理与过程为以下四个部分：

进气、压缩、燃烧和排气。

（1）空气从进气口进入微燃机内部，流经永磁发电机

外表面，带走发电机热量。

（2）空气经压缩机进一步压缩变成高压气体，并经过

回热换热器，提高空气温度并降低排气温度。

（3）经压缩的空气在燃料室内和燃料混合燃烧。高温

高压气体流经透平机，对外做功，驱动永磁发电机发电。

（4）混合气体经过回热换热器降温并排出，清洁而环

保。

图 1  MGT-ShsPMG 系统的工作原理图

2.2  系统的特点和优越性

本系统采用了混合式空气轴承，无接触、无摩擦、无

需润滑油及冷却剂，最高转速可达 96000rpm，系统只有

一个运动部件，从而大大提高可靠性与可用性，且减少了

维护成本。对比传统的内燃机组，其主要优势体现在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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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野外安装维护等市政建设。

3.4  微电网（MG）应用

微电网（Micro-Grid），是指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

能量转换装置、负荷、监控和保护装置等组成的小型发配

电系统。微电网的提出旨在实现分布式电源的灵活、高效、

解决数量庞大及形式多样的分布式电源并网问题。开发和

延伸微电网，能充分促进分布式电源和可再生能源（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小型水电等）的大规模介入，实现多种

电源型式对负荷的高可靠性供电 ；也是实现主动式电网的

一种有效方式，使传统电网向智能电网过度。图 4 为微电

网系统组成示意图。

图 2  新能源汽车用 MGT-ShsPMG 系统的应用实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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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

的停电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MGT-ShsPMG 系统可提

供 UPS 功能。与传统柴油发电 UPS 系统不同，因 MGT-

ShsPMG 系统的电能质量高，综合效率高，噪音低振动小、

维护量少等特点，故可作为数据中心的主电源使用。图 3

为微燃机混合 UPS 的示意图。

图 3  MGT-UPS 系统示意图

3.3  移动式电源车

移动式电源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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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是机动、灵活，

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部门对应急电力的需求，

还可适用于军事装备，石油勘探野外作业，以及自来水，

图 4  微电网系统的组成结构

从图 4 可知，MGT 中的电源多为容量较小的分布

式电源，即含有 PE（电力电子）接口的小型机组，包括

MGT、FC（燃料电池）、PV（光伏）电池、微风发电机组

及超级电容、飞轮、蓄电池等储能设备。它们接在用户侧，

具有成本低，电压低及污染小等特点。其中，光伏发电和

风力发电，未来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由于光能和风能

的不稳定性与季节性原因，目前国内、外存在很多弃风弃

光现象，采用 MGT-ShsPMG 电源系统，结合风力发电和

光伏发电，则能有效避免其季节性变化的影响并满足负荷

调节（调峰）需求，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资源的充分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