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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是不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重要

低碳能源，全世界都在急剧的扩大引入。另一方面，这种能

源的输出受限于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其引入量相对于全部电

源所占的比率不断增加，故对原有电力基础设施的调配策略

就显得很重要。缓冲能源波动的电力储存技术，则为对策之

一。有关这些对策方面，我们采用了氧化还原流通型电池（以

下简称 RF 电池），本文介绍了有关 RF 电池的验证实验。

2  RF 电池的原理与特点

2.1  RF 电池的原理

电池正负极的电解液， 采用了钒（V）离子的水溶液，

RF 电池就是这种电解液环流型的蓄电池。RF 电池的组

成部分包括 ：图 1 所示的进行电池反应的流通型电解电池

（Cell），储存活性物质溶液（电解液）的储槽，以及电解

液从储槽到电池间循环的液泵。

2.2  RF 电池的特点

RF 电池的电池反应，仅仅是水溶液中离子价数的变

化，并不伴随着相的变化、形状的变化（脱落和电析）。因

此，原理上不会出现活性物质的劣化，也没有随着充放电

周期产生的劣化。而且，电解液为不燃性的，无电池正负

极之间的短路，不必担心已充电的正负极电池液因混合引

起的火灾。

此外，RF 电池还具有以下特点 ：

（1）因为由一组正、负储槽将电解液循环于多个不同

的单电池上，故这些单电池的充电状态是等同的 ；

（2）即使在运行使用中，也能正确的测定充电残量，

充电状态的管理容易 ；

（3）输出功率（按单电池的个数设计）与时间容量（按

电解液的量设计），故进行独立设计的自由度高 ；

（4）能在常温下启动和广泛的温度范围内可正常运转。

3  RF 电池的运用实例

3.1  蓄电池的适用情况

固定设置型蓄电池应用情况如图 3 所示。上一节所述

的 RF 电池，由于形成劣化要因的运转制约少，无论哪种

应用场合均能适用。而且，针对蓄电池的引入，旨在提高

经济性价值，将不同应用场合组合一起的复合运用也是可

能的。

下面，作为 RF 电池适用的例子，将 RF 电池用作电

力系统蓄电池，旨在电力市场交易的、发电部门用蓄电池、

以及微电网用蓄电池，对这些适用的例子逐个予以介绍。图 1：RF电池的组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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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为电力系统用大型设备的适用实例

（1）设备概况  

随着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引入量的增加，电力供需平

衡的调度变得困难，担心对频率等电力品质产生不利的影

响。目前，已开始对一般的输配电单位的调整能力进行公

开招募，且对供需调正市场的调整能力，也在进行着面向

交易的制度设计。在此背景下，将 RF 电池设置于电力系统，

用以缓解由风电、光伏发电功率变动对电力系统产生的影

响，旨在确定该系统用蓄电池的最佳控制运转技术，并且

进行了共同验证。

实际验证设备的各项参数以及外观，如表 1 所列。

图 3：定置型蓄电池的应用场合

表 1、电力系统用 RF 电池设备的各项参数

输出

容量

额定功率 15MW, 额定容量 60MWh( 兆瓦时）

功率调节器（PCS）额定容量 30MVA( 考虑到短期

的大功率运转）

外观

内观

（2）实际运转的验证例   

进行实际验证的控制概要如表 2 所列。在这些控制中，

实施了相当于无调节器（governor -free）的控制运转，

其实例如下 ：无调节器的控制，是将蓄电池看作频率调整

用电源，相应于频率的偏差而进行充放电的控制。没有必

要按照中央供电所的指令，是自动控制的，不会出现因通

信输送产生的迟滞，故能达到最高速的响应特性。图 4 所

示为平常白天实施相当无调节器控制的运转实例。相当无

调节器控制实施时（12：30~14：00），相应于频率的偏差，

毫无迟缓的跟踪蓄电池的功率 ；控制停止时由于频率的偏

差偏大，能抑制频率变动的效果得到了确认。而且，按照

调定率，蓄电池功率跟踪于频率的偏差这点，也得到了确认。

表 2、控制的实际验证内
控制方式 概要

抑制短

周期变

动的控

制

补 偿 风 电、 光

伏发电变动的

控制

收集多款风电、光伏发电功率数

据，对这些合计功率短期变动部

分进行补偿的控制
相当于无调节

器的控制

检测出蓄电池侧的频率，相应于

频率的偏差进行控制（自动控制）

负荷频率控制

（LFC）

相应于频率的偏差，确定整个系

统的功率调整量，对分配到各个

水电厂蓄电池的进行控制

抑制长周期变动的控制

基于对风电、光伏发电功率的预

测，由这些发电导致的长周期功

率波动进行缓冲的控制

防止后期电力不足对设

定运转计划的控制

基于对风电、光伏发电功率的预

测和供需计划，为避免产生剩余

电力而设定运转计划

图 4、相当于无调节器控制的运转实例

（3）可靠性评价

蓄电池性能指标之一的放电容量，是随着蓄电池本身的

内阻抗及自放电的增加而降低性能。图 5 所示为实施了三年

时间的放电容量测定结果 ；同时，在图 6 中，给出了按照此

结果以线性近似给出的 20 年后的放电容量。RF 电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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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3 组构成，每一组额定功率为 AC1250kw，额定放电时

间为 4 小时。在额定功率下从充满电可能放电、到放电末，

其放电的功率量定义为放电容量。在相同的图上，一并显示

出额定值，放电容量与初期值比较，并未觉得有明显的劣化，

已确认甚至 20 年后，还可望放电容量在额定值以上。

图 5、验证期间的放电容量测定结果

图 6、20年后的放电容量线性推定

关于 3 年期间的运转率，在考虑和不考虑定期维护

等计划停止天数的情况下，用下面表示的 2 套定义公式进

行了评价。根据本定义公式的计算，得到的运转率分别是

99.3%，97.3%。运转温度逸出（散发），预定不能运转以

外的事故（trouble）所导致的停运少，故实现了高的运转率。

表 3、发电部门用 RF 电池设备的各项参数

输出

容量

额定功率 2MW, 额定容量 8MWh( 兆瓦时）

功率调节器（PCS）额定容量 3MVA( 考虑到短期

的高功率运行）

外观

此外，2018 年 9 月 6 日发生了 M6.7 级北海道东部

地震，RF 电池设置在离震源仅 16km 的地方，运转中经

历了威力猛烈的摇动冲击，但设备依然健全，次日再次启

动了运转。在实际的大地震中，能确认设备的耐震性能，

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事例。

3.3  作为发电部门用设备的应用实例

（1）设备概要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大量引入了光伏发电，

面临电力需求高峰的 17 点（下午 5 点）以后，增加的需

电部分且正值光伏发电减少的部分，必须由火力发电等来

供电， 凸显了实质电力需求急增这一现象。在加州针对这一

问题，由 CAISO（加州独立系统操作单位）引用的电力储

能装置供给电力，并成立了调节电力的供应市场。在配电

网的问题，应该对 CAISO 市场中的电力交易进行实际验证。

将 RF 电池设置于加州电力公司的变电所，实际的验证运

转在实施中。表 3 列出了 RF 电池的各项参数以及外观图。

（2）验证运转实例     

图 7 所示为配电网的运行实例。在同一配电网中，随

着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动，配电网上的实质负荷存在很大的

变动。而且，随着光伏发电功率的变动，也存在配电网电

压有大的波动问题。

配电网上连接一馈电器（feeder），电压 12kv 与 RF

电池的相同，这一配电负荷与光伏发电的功率之和，在一

定范围内变动。对从 RF 电池输出的有功功率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测量自端的配电电压，对电压在一定范围的

RF 电池输出的无功功率也进行控制，这一运转实例如图 7

所示。已确认，图 7 中所示的配电网负荷的变动及电压的

波动，均得到了抑制。

图 8 所示为 CAISO 市场中的运转例。电力供需调正

是供电公司所分配的任务，在加州，CAISO 担负着这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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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CAISO 不具备电源，供需调正所需的电力，是通过

投标来解决的。本蓄电池设备自 2018 年 12 月被认定为

CAISO 早期电源调整设备之一，参与了能源市场与电力调

节市场。投标的意义是 ：预计次日的电力需求，并按照预

测，调整与前日市场的电力偏差。目前，已建立由这种实

时（realtime）市场的操作模式。

作为供给电力的能源市场，与用于频率调整（调节上

升、调节下降），双方市场同时投标时的运用例，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知，相应于 CAISO 的指令，从 RF 电池输出的

功率在高精度的跟踪着。此外，将充分使用 SOC（充电状

态、充电残余电量）4 小时的容量有效利用的话，电池的

容量足以全日参与市场。现在，作为实际的验证试验，对

进一步改善收益的投标战略等，正进行研讨。

图 7：配电网上运转例

图 8、CAISO 市场中的运转例

尚未配备齐全电力基础设施的无电地区，旨在实际验

证电力的供给，摩洛哥可再生能源厅（MASEN）引入了

RF 电池，作为电压源的微电网设备。这些设备安装在光

伏发电设施的场地内，故形成 100% 的自然能源供电。表

4 列出设置 RF 电池设备的各项参数及外观图。原来，RF

电池是由电池盘和电解液储槽分开的设备，在现场的配管

焊接工程费用，储槽的运输费用，均存在价格高的这一问题。

本设备如表 4 所列，为降低成本，是新开发的各部件合为

一体的封装内（all in one package），这一型式的 RF 电

池设备，全部均装入一个运输用外壳（包装箱）中。

表 4、微电网用 RF 电池设备的各项参数
输出

容量
额定功率 ：125kw，额定容量 ：500kwh

外观

（2）实际验证运转例

从电力系统独立出来的微电网，除对其运转的实际验

证以外，利用本设备，还进行了联网状态下光伏发电功率

稳定化的实际验证。图9所示为实际验证的电路概略。以下，

说明在两种运转方式下的实际验证例子。

将图 9 所示的断路器合上，以 81kw（27kw×3）光

伏发电的功率作为对象，实施了功率平稳化的运转。平稳

化的控制流程图如图 10 所示。图 10 中的平稳化时间常数

T 设定为 10 分钟，实施平稳化运转的结果示于图 11。图

11 中为消除光伏发电功率的短周期变动，进行了 RF 电池

的充电放电。已能确认，两输出的合成功率变动得到了抑制。

3.4  作为微电网用设备的使用实例

（1）设备概要       

图 9、微电网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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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平稳化控制流程图

图 11、光伏发电功率平稳化的实例

图 12、微电网的独立电源运转例（晴天时）

4  结束语

面对由于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大量引入产生的研究

课题，采用 RF 电池实施了验证试验，本文介绍了其部分

试验结果。RF 电池中，充放电周期不是劣化要因，运用

的限制少，因此可以实行各种运转，实际验证中进行的种

种控制运转，均得到了所期望的效果。

今后在进行正规的引入时，必须要降低成本，为实现

低碳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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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微电网独立电源运转例（阴天时）

接着，在图 9 电路中断开联网开关，将光伏发电 3 组

基本设备和 RF 电池及负荷从电力系统分离出来，实施微

电网（microgrit）运转，微电网运转时，RF 电池形成电

压源，承担着电力供需调整的任务。RF 电池作为电源后，

没有来自外部的控制，产生剩余电力时 RF 电池进行充电

操作 ；当负荷上的消费功率超过由光伏发电供给的功率时，

RF 电池则进行放电操作。图 12 表示负荷 20kw 时在晴天

的运转波形。

傍晚，光伏发电功率的下降部分，由 RF 电池的放电

来补充，这从图 12 可以确认。图 13 为阴天时的运转波形。

与晴天时的比较，短周期的光伏发电存在功率变动，RF

电池以十分迅速的响应速度消除功率变动，光伏发电功率

与RF电池功率的合成功率，能保持20kw的负荷消费功率，

这点已得到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