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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由火力发电或是汽车，排出 CO2 导致的全

球变暖正急速加剧，法国巴黎 2019 年夏达到史上最高气

温 43℃，2021 年夏科威特首都更不可思议的出现罕见的

73℃高温。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公布，在温室效应气体

的影响下，世界的平均气温已达到过去 5 年期观测史上最

严重的酷暑。诸如此类，地球暖化的征兆及其影响的加速，

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为防止地球升温的剧增，人们期

望着尽力少用化石燃料发电，充分利用光伏发电和风力发

电这样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但是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功

率，会随着季节和气象而产生变动，当联网到电力系统以后，

火力发电厂的同步发电机一旦停机，将造成系统的功率不

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故对电能的如何合理储存及其最

佳的储能系统，正着手积极的研制工作。

储能是实现能源多能低碳、安全高效的前提条件，是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基础。

图 1 所示为各种蓄电储能器件的特性。作为锂离子

电池，鈷 (Cobalt) 酸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大 (200Wh/

kg)，因而智能电话 (smart phone，手机 ) 和专用计算机

(PC) 正采用它。但鈷酸锂电池涉及到含战略物资的钴并

存在安全性热爆问题急待解决，取而代之的是磷酸铁锂电

池，因其为大容量的电能储存器件而引人注目。能量密度

为 100Wh/kg 左右，已配置在特斯拉公司的电动汽车上

开始销售。然而这一磷酸铁锂电池可使用的温度范围是 0

～ 45℃，不适合在寒冷地区使用，而且在酷暑夏天的高温

下，必须采取冷却等措施，还要进行精确的温度调控。

另一方面，锂离子电容器为 2100F 的层叠式结构，

已开始销售，能量密度 24Wh/kg，仅为磷酸铁锂电池的

1/4，但其工作温度达到 -20 ～ 70℃，与锂离子电池的比

较有相当大的扩展。因无需温度的调控，可实现结构的紧

凑化，严格的工作环境下可灵活方便使用 ；此外，处于研

制阶段的 100Wh/kg 的锂离子电容器正在试制中。如上所

述，锂离子电容器预计今后将成为有发展前景的储能器件

之一。本文，对有关该器件的充放电特性进行了调研，5C

的 C 比率下可达到 99.5％的能量效率，下面对有关情况予

以报导。

2  由微型计算机实现步进式（step）电压的充

放电

利用电容器充电可减少能量损耗，众所周知，以恒定

电流充电的性能好。如果充电时间很长、充电电流小，则

可能不会因焦耳（joule）热产生能耗，充电效率可望达到

100％。由于不产生焦耳热的充电，不会随之出现卡诺循

环 (Karnaugh cycle) 热的重复作用，与所谓的绝热膨胀

和绝热压缩现象一样，故将这种充电电流小的亚静态充电

称之为绝热充电。这一恒定电流，通常由运算放大器 (op-

amp) 形成。但是，要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用途，涉及广泛

的电力领域，必然遇到用运算放大器的电路设计难题。因

此，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我们提出了采用阶梯电压

( 分级电压 )、进行数字式 (digital) 充电，以模拟实现恒定

电流的方法。图 2 所示为数字式充放电的回路。

图 1  蓄电装置的能量密度与功率密度的比较 图 2  步进式电压的充放电回路



170 2022.08·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08 171·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由 2 个功率 MOS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

体管 ) 和线圈 (0.7mH) 组成的回路中，采用 2SJ438、

2SK2231 分别为 pMOSFET 和 nMOSFET ；而电容器则

采用【光伏发电】公司制的 LIC1235RS3R8406(C=40F)。

充电时，作为电源电位下降的降压回路，电流从操作电源

到电容器流过 ；放电时，作为电容器电位上升的升压回路，

开始操作，电流从电容器返回到电源。

此外，因进行数字式充电，使用了美国「微芯片」公司

的 PIC 微型计算机，产生 PWM( 脉宽调制 ) 波形，输入至功

率 MOSFET 管的控制 ( 栅 ) 极。充电时 pMOSFET 接通的

比例 ( 脉冲占空比 ) 为 d 时，输出电压为 dE，而放电时，电

容器的电位为 Vc，升压回路的输出则为 Vc/d，通过 d 的减

小，电源电位将升高至更大的值，即可将电流返回到电源。

电容器从 2.4V 到 3.6V 范围内进行了充电放电。且每

隔一定时间改变 d 的值，该值从充电时初期值的 2/3 到终

止值的 1，其间每 1/24 实行等间隔的变化 ；放电时，从

1 到 2/3 作反向变化。从电源流出的电流 Ip，其实际的验

证结果示于图 3。从图中看到，充电时，数字式 d 上升之时，

Ip 也上升 ；放电时，数字式 d 下降之时，Ip 则反向变化。

反方向的这一变化意味着电流从电容器返回电源。因为步

进式 ( 分级 ) 进行充放电，故不会产生涌流，可实现 0.2A

以下的小电流充放电。

源电位 ×Q1) 与电源所接受的功 ( 电源电位 ×Q2) 是相等

的。能量效率为 100％，这就相当于能实观可逆式工作，

但实验中，可得到充电与放电各自的效率均为 95.5％的结

果，实验中充放电的能量效率则为 91.2%。

图 3  从电源流出的电流随时间变化

图 4  从电源流出的电荷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其次，对 8 步 ( 级 ) 充电场合下有关充电效率的理论

值进行了考查。现在，电容器的电位从 2.4V 到 3.6V 之间

变化，令 3.6V 作为电位 V，一般，考查了从 2/3V 到 V

的变化场合。此时，步进 ( 分级 ) 电压由每隔 V/24 一点

一点地增加，从 2/3V、17/24V、18/24V、23/24V 到

24/24V 的变化。在第一步的充电中，流入电容器的电荷

量 CV/24。这时，PMOSFET 晶体管接通的比率为 2/3

＋ 1/24=17/24 ；由电源侧和 GND 侧流入电容器的电荷

量则为 17CV/24² 和 7CV/24²。因而，求得第一步电源

所作的功为 17CV/24²。同样考虑，第二步中电源所作的

功为 18CV/24²。因此，充电时电源所作的功 (17+18+…

+23+24)×CV²/24²=41CV²/144。另方面，电容器的静

电能量的增量为 C/2×(V²-4V²/9)=5CV²/18。故充电时

的能量效率为静电能量增量 / 电源所作的功，求得的结果

为 97.6％。此外，放电时按同样的方法求得的能量效率为

97.5％。这些值与实验测得的值基本上是吻合一致的。

3  由恒电流充电时锂离子电容器的能量效率 

那么，下面将讨论对更理想的亚静态恒电流充电的场

合下，能量效率究竟能有多大？实验电路图与测定系统示

于图 5。

在这里，从电源流出的电荷量可利用 Ip 的时间积分求

得，其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 中，Q1 表示充电时从

电源流出的电荷量 ；而 Q2 则表示放电时返回到电源的电

荷量。如果 Q1 值与 Q2 值相等的话，电源所作的功 (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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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恒电流充电的能量效率测定

电源采用美国 Agerent 科技公司的多量程测量仪 ( 万

用电表 )，由恒定电压 3.6V、恒定电流 0.09A 的电容器进

行充电试验，利用数字式万用电表的电源输出电压 Vp，从

电源流出的电流 I1 以及电容器的电位 Vc，对这些参数进

行了测定。电容器的电位，如同上述从 2.4V 到 3.6V 变化。

I1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

后，I1 会急速的下降，接近 0A。通过这一实验，电源所

作的功 Ep 为 I1Vp 的时间积分，Ep= ∫ I1Vpdt。另外，

充电时电容器静电能量的增量 Ec 为 I1Vc 的时间积分，

Ec= ∫ I1Vpdt。因此，在实验中作为充电时的能量效率

η=Ec/Ep=152.33J/153.11J=99.5%。

而且，这一锂离子电容器为 40F，从 2.2v 到 3.8v 的充

电及电荷量 64C 的蓄电。因而，1C 的比率为 64C/3600

秒 =0.0178A。与此比较，0.09A 的充电则为 5.1C 的比率。

然后，从这一充电的电容器中取出多少电能，对此

进行了调研实验。放电时将 100Ω 负荷阻抗接到电容

器，从刚充电之后的电位到初期电位进行放电，此时，测

定放电电流 I2。I2 从 0.037A 到 0.024A 进行缓慢的变

化。与充电时的 0.09A 比较，同样是以微小的电流进行

亚静态的效电。负荷阻抗的正确值为 98.8Ω，配线阻抗

的 Rw 为 0.383Ω。按照上面所述，求得放电时的电能

Ediss= ∫ (RL+Rw）I2²dt=152.41J。这样一来，蓄电的

能量与放电的能量有 0.05％的精度是一致的，蓄电所存的

能量可以全部取出作为放电能量。

接着，对有关充电时的能量效率与充电电流之间的依

赖关系进行讨论。图 7（a）作为充电电流的函数，显示

了充电时的能量效率。如上所述，在 0.09A 时，效率为

99.5％。将电流值进一步的减小到 0.03A 时，效率提高到

99.8％，可达到理想的电容器充电。

另一方面，增大充电电流的情况下，能量效率会降低。

使用锂离子电容器时，因额定电流为 2A，是在 2A 以下进

行充电的，此时，能量效率大幅度降低，为 92％。

图 7（a）的图象在恒电压充电场合下计算出效率，其

效率值用直线表示于图 7（b）。该值以下均可计算。令

3.6V 为 V，一般对 2/3V 到 V 的变化的场合进行了考

查。这时，电容器静电能量的变化量∆ E 为 5CV²/18。另

方面，电荷的变化量∆ Q=CV/3。因而，电源所作的功

W= ∆ QV=CV²/3。故充电效率为∆ E/W=83.3%。涌流

流过的恒电压充电下，效率劣化，但亚静态的恒电流情况

下，与恒电压充电相比效率会大幅提升，能达到 99.5％以

上，这已由试验得到了证明。

4  蓄电器件的特性比较

对于各种各样的蓄电装置，其能量密度与能量效率均

汇总列于表 1 中。

图 6  电源电流随时间的变化

在 10 秒时刻，合上开关 SW，电流从 0 变化到 0.09A，

电容器电位依旧保留在 3.6V，维持着 0.09A。但到达 3.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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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的数值依据正极的种类而有很大的差异。

配置在模式 3(Model 3) 上的磷酸铁锂离子电池为 90-

120Wh/kg，充放电次数为 2000 次。表 1 中记载了作为

充电效率典型值的 95％。但该值随充电电流值的变化而改

变。文献 9 中介绍了钛酸锂离子电池有可能用比较大的电

流充电放电，故以钛酸锂取代负极的石墨。作为充电电流

值的函数，表示出充电效率与放电效率。0.1C 的 C 比率下，

充电和放电时的效率为 99.5%。另方面，2C 的 C 比率下，

充电及放电时的效率分别为 95％和 96% 大幅降低。如果

比 C 比率更大，效率将进一步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如上所述，锂离子电容器做成层叠式

(Lamilat) 结构，能量密度为 24Wh/kg，市面上有销售。

而且，关于充电的能量效率，如上所述，【太阳感电】公司

制的锂离子电容器，5.1C 的 C 比率下，可达到 99.5％的

结果。在这种高速的充放电中，电容器显示非常高的能量

效率，另外，能量密度将为磷酸铁锂离子电池的 1/4 左右。

但配置在电动汽车上估计没有多大的问题。而且能工作于

广泛的温度范围，严格的环境下能灵活的使用等方面都是

很有吸引力的。

而且，锂离子电容器的充放电次数为 30 万次以上，

与磷酸铁锂离子电池比较，能达到长期使用的效果这点也

是众所期望的。

5  结束语

今后，在蓄电的能量增大的场合下，考虑到能量效率

将成为重要的指标。这里，对有关热机与电容器的能量效

率进行讨论。

热机中，不会随着气体体积变化时产生热的传输，所

进行的是绝热膨胀、绝热压缩的卡诺循环 (Carnot cycle)，

具有最高的效率。这是由卡诺和克劳修斯（clausius）所

确立的。此时，高温及低温的热源温度分别为 TH、TL，效

率 η=1-TL/TH。按照该式，火力发电厂的效率为 50％左

右，也即，为获得某一数量的电能，却要失去 2 倍的热能量，

火电厂就是这样一个能量效率低的发电系统。

另一方面，电容器作为蓄存电能装置的场合，充放电

时，阻抗成分中因为不产生焦耳热的亚静态绝热操作，故

能成为无损耗的蓄电。此时，效率 η=Q2/Q1，通过实验

已经明确，效率几乎可达到 100％。将电能蓄存后放电时，

这一系统内也不产生热损耗。更进一步，采用风力发电和

光伏发电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如果组成蓄电系统，将有可

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发电系统。

作为蓄电装置，已知电容器能达到 100% 的能量效率，

而研制出将电能高速反复操作的最佳充放电回路也是至关

重要的。在电能放电的场合，电容器的电位降低，借助电

容器的串并联变换技术，解决电位降低的问题，旨在提升

能量效率，考虑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也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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