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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全面提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基础知识， 使读者对该领域

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本书共分为 5 章。 第 1 章介绍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因素。 第2 章和第3 章介绍了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这两种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系统， 并以较为详细的篇幅介绍了各自系统的设计与分析。
第 4 章主要介绍了在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储能系统， 对蓄电池、
燃料电池、 飞轮储能、 超级电容器、 超导储能、 抽水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进行

了讨论。 第 5 章主要介绍了新型的可再生能源， 包括海水温差发电、 潮汐能发

电、 波浪能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 太阳热能发电和卫星发电等

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和应用的工程师阅读， 也适合作为电气

或机械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低年级研究生的课程教材或参考书。



长久以来， 可再生能源都被认为仅能作为化石或核电等能源的补充。 但是近年

来， 随着化石能源的日益减少， 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 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

后人们对于核能安全利用的反思， 可再生能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

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

在不断扩大。
在这一大背景下， 出版一本全面覆盖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图书， 帮助学生和相关

从业人员了解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基本系统组成， 建立全面的设计概念， 掌握必要

的基础知识， 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求。 为了帮助教师更好的教授、 学生更好的学习

这一领域的基础知识， 我翻译了这本英文著作。 本书主要适用于理工科高校相关专

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 同时对希望掌握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基础理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很好的工具书。
本书是一本覆盖了各主要可再生能源系统、 资源及相关主题的图书， 其主要特

点包括： ①用图表和示例来说明和演示太阳能、 风能、 风光混合动力和新兴可再生

能源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原理； ②利用案例研究帮助工程师预见并克服常见的设计挑

战； ③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储存方式， 特别是蓄电池、 燃料电池和新兴可再生能源储

能技术。 本书内容丰富， 读者可根据具体从事的专业对部分章节予以取舍。
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华中科技大学的杨勇教授完成。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

得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刘星宁编辑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

限， 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　 勇

2017 年 10 月
于华中科技大学



近年来， 世界对于能源的需求总量不断增长， 但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储量是有限

的， 终有一天将难以为继。 能源对于工业发展和人类生活都至关重要。 对化石燃料

枯竭的忧虑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断寻找可满足未来需求的替代能源。 人们逐渐

意识到， 这种能源必须是可持续供应的， 可再生的， 而且是无污染的。 本书的主要

内容就是对这些新型能源进行介绍。
本书是以电气或机械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低年级研究生为对象的课程教

材。 此外， 本书还可为从事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和应用的工程师提供参考。 本书要

求的先修课程包括基本电路、 物理、 化学和数学等工程类本科生必修的课程。 本书

内容可供一个学期的课堂讲授。
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全面提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知识， 并使其对该领域的现状

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本着实用的原则， 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概念在本书中都有

相应深度的介绍。 读者一旦学习了本书内容， 即可考虑将所学应用至实际生活中。
本书共分为 5 章。 第 1 章介绍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第 2 章和第 3 章介绍了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这两种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并以较为详

细的篇幅介绍了其设计与分析。
第 4 章主要介绍了在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储能系统， 对蓄电池、

燃料电池、 飞轮储能、 超级电容器、 超导储能、 抽水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进行了讨

论。 第 5 章主要介绍了新型的可再生能源， 包括海水温差发电、 潮汐能发电、 波浪

能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 太阳热能发电和卫星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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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

1. 1　 引言

近年来， 全球变暖、 环境污染、 油价飙升等问题促使政府管理者、 能源提供商和公

众对风能、 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可再生能源是对环境友好的能源， 它们构成了分布式发电系统的主干。 近几十年来

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其的学术研究上， 这些研究在传统的孤立

系统之外开发出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新方法。
分布式发电系统指的是由靠近主负载的多个小型发电设施组成的系统， 这种系统与

传统的大型中央式发电站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由于分布式发电系统在物理上距离负载较

近， 因此可大幅降低传输损耗。 此外， 分布式发电系统由于不再依靠少量传输线缆覆盖

广大的区域， 因此其可靠性更高， 且可以采用更小容量的主传输线路和变压器。
在当今世界， 有很多理由促使人们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使用量， 转而使用可再生能

源， 主要包括：
1） 高昂的油价———由于供不应求， 造成油价飙升。
2）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对环境造成影响：
① 运输过程中汽车及其他机动车尾气， 以及火力发电站对大气的污染， 造成对人

类尤其是儿童健康的危害；

图 1. 1　 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污染

② 氮化物和硫化物与云层中的水汽结

合形成酸雨；
③ 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变暖。
3） 由于政治因素造成能源供应中断

从而引发的国家安全危机。
全球能源市场的竞争性带来了能源供

应的不可预测性。 图 1. 1 所示为由于使用

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
相对于工业革命前的 1750 年， 大气中

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已分别增加了 31%
和 149%。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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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的排放是由于传统电站， 尤其是热电站发电所燃烧的燃料造成的。

1. 2　 美国和全球发电耗能

图 1. 2 所示为美国用于发电的各种能源在总能源中所占的百分比。 在 3. 883 万亿 kWh
的总发电量中， 约 50%是由燃煤发出的。 水电约占总发电量的 6. 5%， 核能约占 19. 3%，
可再生能源约占 2. 3%， 总能源供应量将近 4. 055 万亿 kWh。

图 1. 2　 美国用于发电的各种能源在总能源中所占的百分比

通过现有的发电数据 （见图 1. 2） 及其与未来预测数据 （见图 1. 3） 的对比， 读者

可对该领域未来 20 年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总体来说，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

长， 发电总量会逐步增加。 考虑到来自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基本保持不变， 发电总

图 1. 3　 2005 年与 2030 年各种能源的发电量对比 （单位： 10 亿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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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将与化石燃料的供应密切相关。 如图 1. 4 所示， 水电也将基本保持现有规模，
其对发电总量的增加量的贡献也将十分有限。 从图中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可再生能

源所占份额将显著增加， 而石油所占比例由于未来油价上涨的预期将不会增加。 煤炭所

占的份额也将会增加。

图 1. 4　 2005 ～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单位： 10 亿 kWh）

如果对非水电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进行仔细的分析 （见图 1. 5）， 读者会发现目前

已有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太阳能的利用目前还不够广泛， 但是预计在未

来 20 年将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风能和生物质能增长的比例最大， 而地热能和城市固体

废弃物利用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后增速趋缓。

图 1. 5　 非水电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单位： 10 亿 kWh）

图 1. 2 ～ 图 1. 5 主要集中于美国国内发电量的情况。 图 1. 6 所示为世界范围各类能

源的发电总量。 其发展趋势与美国国内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化石能源 （包括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 的增速仍将超过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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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2004 年与 2030 年世界范围内各种能源的发电量对比 （单位： 10 亿 kWh）

1. 3　 影响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因素

1. 3. 1　 高油价的影响

50 年前， 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可以保证自给自足。 目前， 美国国内的石油有 50%
依靠进口， 其消耗总量占全球消耗量的 25% 。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 煤炭仍然是世界最

主要的燃料来源， 但是很快被石油取代。 在 1973 ～ 1979 年的石油危机期间， 媒体对石

油供应大肆报道。 这也引发了公众对石油的忧虑， 因为石油储量是有限的， 终有一天将

消耗殆尽， 至少随着石油储量的下降其经济成本将大大提高。
有些人认为， 由于石油的储量是有限的， 20 世纪 70 年代对石油的悲观预测仅仅是

被推迟了。 也有些人认为， 地球内部还有大量以沥青砂、 柏油和页岩气等形式存在的非

常规石油， 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将使这些非常规石油的开采成为可能， 从而使石油的供应

量在未来得以继续保持。 例如， 加拿大的沥青砂和美国的页岩气的预期储量与目前全世

界的常规石油储量相当。
目前， 汽车燃料 90%来自于石油。 石油占美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40% ， 但是只占发

电总量的 2% 。 石油的价值在于其高能量密度及其便携性， 可为大部分机动车提供燃

料。 同时， 石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 还是制造大量工业化学品的原材料。 世界上

约有 80%的可开采储量位于中东地区， 阿拉伯国家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62. 5% ： 沙

特阿拉伯 12. 5% ， 阿联酋、 伊拉克、 卡塔尔、 科威特和美国各占不高于 3% 。
1. 石油生产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还能满足其自身需求。 但自此之后， 其

国内需求逐渐依赖于进口。 2000 年美国原油的日产量为 580 万桶， 1999 年的日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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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万桶。 1985 ～ 1986 年油价崩溃之后， 美国国内原油产量急剧下降。 与 1985 年相比，
2000 年的产量下降了 24% 。 但是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EIA） 的统计， 2001 年的

日均产量增加了 7 万桶， 同比增加 1. 1% 。
美国大陆发现大型油田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大， 但还存在一定在近海区域发现油田的

可能性。 海上油田的开采在很多地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 目前远洋开采尚有部分区域存

在比较好的前景， 但是远洋开采通常都位于深水区， 因此成本极高。 美国国内石油产量

占全球产量的 12% ， 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以及沿得克萨斯 - 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湾

沿海地区。 这片区域向内陆延伸并包括得克萨斯州西部、 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东

部。 阿拉斯加州中北部地区也存在较为丰富的石油储量。
美国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每年都在缓慢增长， 但是国内产量逐年下降。 2000 年美

国日均石油消耗量为 1960 万桶。 据估计， 2000 年前 8 个月美国日均进口量为 1090 万

桶。 根据这一数据， 美国石油进口量占总消耗量的 57% 。
美国进口的石油主要由加拿大 （日均 168 万桶）、 沙特阿拉伯 （日均 149 万桶）、

委内瑞拉 （日均 146 万桶）、 墨西哥 （日均 135 万桶） 等国提供。 美国目前对部分主要

产油国， 包括伊朗、 伊拉克和利比亚， 实施经济制裁， 因此美国公司无法从这些国家采

购石油。
根据 2005 年 8 月国际能源组织的报告， 全球石油日均需求量为 8490 万桶， 年均需

求量约为 310 亿桶。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一度只有满足世界日常需求 54
天的储备， 再加上 37 天的应急储备。 地理学家科林·坎贝尔于 2000 年创立了油气峰值

研究协会 （ASPO）。 该协会曾预测， 全球常规原油产量将在 2004 年达到峰值。
2004 年， 全球石油总产量为 300 亿桶， 其中常规原油 240 亿桶， 其他 60 亿桶来自

于重油、 沥青砂、 深海油田和液化天然气 （见图 1. 7）。 2005 年油气峰值研究协会对其

图 1. 7　 2004 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即使在包含液化天然气、 深海石油和

极地石油的情况下， 全球石油产量也正迅速接近其峰值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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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进行了修正， 并预测全球常规和非常规原油产量将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天然气产

量将在 2010 ～ 2020 年之间达到峰值 （Bentley， 2002）。
如图 1. 8 所示， 自 2005 年初起， 全球石油产量基本保持不变。 根据油气峰值研究

协会科林·坎贝尔的计算， 全球常规石油产量将在 2004 年春达到 230 亿桶 / 年的峰值。
在世界产量最高的三大油田中， 已经有两处油田产量达到峰值。 墨西哥政府宣布， 其规

模庞大的 Cantarell 油田将在 2006 年 3 月面临枯竭， 而科威特规模庞大的 Burgan 油田已

于 2005 年 11 月停产。 2006 年 4 月， 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发言人承认， 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油田， 其公司旗下的 Ghawar 油田产量正以每年 8%的速率递减。 沙特阿拉伯新近钻

探的油田也许能弥补 Ghawar 油田产量的下降。

图 1. 8　 2002 ～ 2010 年世界原油产量 （单位： 百万桶 /天）

能源危机不仅仅局限于石油。 传统的天然气供应量也面临着下降的危险， 特别是在

某些边远地区， 开采的天然气无法进行长途运输。 除阿拉斯加外北美大陆天然气的产量

在 2003 年可能即已达到峰值。 但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开采极度依赖于输运管道的建设。
北海地区的天然气产量也已到达峰值。 英国的产量在 2000 年达到最高点， 目前不断下

降的产量和不断攀升的价格已成为英国国内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 即使新的开采技术

（如煤层气） 使额外的天然气开采成为可能， 这也无疑会带来消费端价格的上涨。
2. 石油消费

全球石油消耗量目前正在逐年递增， 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崛起。 这些国

家经济持续增长， 对技术开发的投入也不断增加， 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对石油的需求也

不断增加。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 近年来中国石油消耗量增加了超过 40% 。
这一增加量已经占到了近几年全球石油需求超过三分之一的增长量。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目前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为 700 万桶， 约有一

半依赖进口。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 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仅次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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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 中国的进口石油约有一半来自于动荡的中东地区， 因此乐于与石油供应国签订

长期供应协议， 包括与伊朗的 700 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协议。
尽管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大增， 但其单位石油的产值只有不到美国的 8% 。 中国目前

机动车每年增加 500 万辆， 在 25 年内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将从目前的不到 2500 万辆增加

到 1 亿 2500 万辆。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预测，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将在 2025 年增加一

倍， 达到 1420 万桶 / 天。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新增的石油进口量为 1090 万桶 / 天。 与

2004 年相比，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每年将增加 800 万桶。
在前总统布什承诺降低美国石油消费之前，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预测， 美国的石油

净进口量将从 1985 年的 420 万桶———当时中国还是远东的最大石油出口国———增加到

2025 年的超过 1900 万桶， 与 2004 年相比增加了超过 700 万桶。 这一趋势必然将导致中

东等地区局势的动荡。
图 1. 9 所示为自 1980 年起全球能源消费的趋势以及对直至 2030 年的预测。 从图中

可以看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全球能源消费总量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 其中石油所

占的比例是所有能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图 1. 9　 世界能源消费

来源： 2006：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2006 国际能源年报 （2008 年 6 ～ 12 月）， 网址 www. eia. doe. gov / iea。
预测：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世界能源预测 （2009）。

如图 1. 10 所示， 近期全球石油需求量首次超过了石油供应量。 图 1. 11 ～ 图 1. 14 所

示为世界各国石油的相对产量和需求量。 众所周知，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紧

随其后的是中国、 英国和印度。 石油消费以实线标出， 供应以虚线标出。
3. 石油价格

2003 年 9 月， 美国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标准原油期货价格不到 25 美元 / 桶。 到

2005 年 8 月 11 日， 原油价格在一周半时间内升至超过 60 美元 / 桶。 由于伊朗核危机，
原油价格在 2006 年 4 月 21 日达到历史性的 75. 35 美元 / 桶。 尽管此时的油价高于历史

任何时期， 但是如果将通货膨胀的因素纳入考虑， 此时的油价仍然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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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峰值低 14 美元。 2008 年， 油价达到 145 美元 / 桶。

图 1. 10　 全球石油需求和供应预测

图 1. 11　 美国石油供需情况。 美国目前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其国内供应量只能满足不到 50%的消费需求

2005 年 9 月， 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达到历史最高位。 汽油的平

均零售价格达 3. 04 美元 / gal㊀。 在这之前的历史记录为 1981 年 3 月的2. 38 美元 / gal， 如

果将通货膨胀纳入考虑的话等价于 2005 年的 3. 03 美元 / gal。 导致油价上涨的因素

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 当需求接近全球产能极限时， 油价将

上涨。

㊀　 1gal = 3. 78541d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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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交易员普遍预测石油供应量将下降， 原因有以下几点。 最重要的原因是作

为全球最大产油区的中东地区的动荡。 伊拉克战争、 伊朗核危机、 沙特阿拉伯国内政治

局势的动荡都将导致石油供应量的急剧下降。 中东地区之外的石油输出国也各自存在问

题， 如委内瑞拉国内的罢工和政治危机， 西非国家政局的不稳定都会引起石油投资者的

恐慌。

图 1. 12　 中国石油供需情况

图 1. 13　 印度石油供需情况

2005 年 8 月， 卡特里娜飓

风摧毁了墨西哥湾沿岸近海石

油钻井平台的供应管道。 这些

钻井平台是美国国内石油市场

的最大供应来源。 由于停电导

致两条主要输油管道的关闭，
致使至少 10%的美国炼油厂无

法开工。 该地区的油价在正常

情况下都比全国平均值低 70
美分 / 桶， 但在 2005 年 8 月 30
日达到 3. 12 美元 / 桶。

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

管理局的计算， 2004 年全球石

油供应总量约为 8300 万桶 / 天， 其增速达到历史最高值。 尽管如此， 业内仍普遍认为石油

产量将很快达到峰值， 并在不远的将来逐渐下降。 部分专家认为， 即使石油供应量不下

降， 易开采的轻质原油也即将耗尽， 全球需求只能转而依赖更昂贵的重油及其替代品。
石油的短期价格部分受控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以及主要石油公司的垄断。

另一因素是美元对欧元的贬值。 由于石油通常以美元结算， 石油输出国组织必须提高价

格以维持在欧洲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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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4　 英国石油供需情况

图 1. 15 所示为 2001 ～ 2012
年石油价格。 全球原油的种类

有很多。 产地和质量的不同导

致其价格的不同。 但是由于石

油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
各种石油的价格趋近于一致。
随着科技的进步， 诸如中国和

印度之类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石油的需

求也逐渐接近世界产能极限。
结果就是， 石油价格再次如图

1. 16 所示攀向新高。

图 1. 15　 2001 ～ 2012 年石油价格

石油产业的批评者认为， 石油和汽油的真实价格比目前原油市场上的批发价高得

多。 有人估计汽油的真实成本在 10 美元 / gal 左右。 石油和汽油的隐藏成本在于保护石

油生产付出的军事成本。 仅美国一国每年为保证世界动荡地区石油出口付出的军事开支

就超过 1000 亿美元。
批评者们认为， 如果这些隐性成本不是由纳税人来支付， 而是直接反映到批发或零

售价格中去， 则石油和汽油的价格会高得多。 隐性成本的存在， 使石油和汽油相较于其

他能源具有更大的市场优势。 当石油价格上涨时， 汽油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 图 1. 17
所示为 1976 ～ 2012 年间的汽油零售价格。

1. 3. 2　 化石燃料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

化石燃料对环境的危害表现在两个方面： 开采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和燃烧过程



第 1 章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 11　　　

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危害的具体形式表现为空气污染、 酸雨和全球变暖。

图 1. 16　 1996 ～ 2010 年每桶石油价格

图 1. 17　 1976 ～ 2012 年每加仑汽油价格

20 世纪以及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现代化使人类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大增。 目前美国

90%的能源来自于包括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的燃烧。 即使不考虑灾害事

件的发生 （如油船沉没事故）， 这些燃料的开采和使用依然对环境存在巨大的危害。
1. 化石燃料开采导致的环境污染

化石燃料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其是由死去的有机物和植物在地下分解而形成的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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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机材料。 化石燃料的常见形式为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 这些化学物质由于在自然界

中储量非常丰富， 而且极易通过燃料转化为有用的能量形式， 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除

此之外， 化石燃料的能量密度通常都很高———只需消耗 1 桶石油即可提取、 精炼、 运输

30 桶石油。 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

在这些燃料的提炼和运输过程中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1） 石油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每年国际海域发生的油船事故平均有 60 多起， 这些事故将导致约 28 万 gal 的石油

流入美国周边的海域中。 但是， 真正造成主要原油泄漏的还是常规油船的航行。 单单在

美国， 每年就有 300 万吨， 即 2100 万桶石油流入海中。

图 1. 18　 由于石油泄漏而丧生的动物

图 1. 18 所示为泄漏的石油对动

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沾染石油将导

致动物羽毛或毛皮隔热性能的下降，
最终导致死亡。

地下储油罐的泄漏也会对环境造

成危害。 据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的保守估计， 目前有 5 万 ～ 100 万个

地下储油罐正在发生泄漏。
（2） 天然气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天然气开采和运输设施会占用农

田、 森林以及公共用地和公园。 天然气输运管道通常会穿越生态区， 导致动物的迁徙受

到影响。 跨洋或跨湖的天然气管道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导致水底有害沉淀物的泛起。
天然气运输船的爆炸可能对环境和人身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目前， 马萨诸塞州南部

和罗德岛的一些组织正在极力反对在 Fall 河上建造一座大型天然气工厂———这座工厂距

离居民区仅有咫尺之遥。 要进入这座工厂， 运气船必须穿过人口稠密的海岸地区， 包括

普罗维登斯港。 在这些地区运气船一旦发生爆炸， 将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 同时将

对水道、 植被和动物造成严重的危害。
（3） 煤炭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煤炭开采会对地貌产生影响。 所谓的 “长壁采煤法” 等技术， 可能会引起地陷。
这种技术通过开采机械切割大量的地下岩层， 而不对地表进行加固。 当切割下的煤炭层

被运走， 地表通常会下陷 5 ～ 6ft㊀。 道路和建筑物将会发生扭曲， 树木将会死亡， 并会

对农场排水管道和水井造成严重损害。
露天开采也会对土地产生影响。 若不在表层覆盖上特殊的新土， 露天开采之后的土

地通常都会变得贫瘠。 流过矿井的地下水会富含硫铁矿， 导致水体酸化， 最终对附近的

河流造成污染。
煤炭开采也会对矿工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矿井中的爆炸物质 （甲烷和煤粉颗粒） 一

旦被引爆将杀死工人或造成工人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而窒息死亡。 此外， 还存在由于吸入粉

㊀　 1ft =0. 3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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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造成的长期危害 （见图 1. 19）。 黑肺病即是由于长期吸入煤尘而引发的疾病。

图 1. 19　 煤矿工人肺部照片

2. 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

常见的化石燃料可造成不同的污染形式。 最常见的污染形式包括空气污染、 酸雨和

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导致大量化学物质和颗粒物被排放至大气中。 常

见的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1） 一氧化碳 （CO） 是不完全燃烧的产物， 当燃料在部分氧化的情况下生成。
2） 二氧化碳 （CO2） 是温室气体， 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3） 碳氢化合物在发动机中的燃料不完全燃烧时产生。 碳氢化合物会在阳光作用下

与氮氧化物反应生成臭氧。
4） 氮氧化物 （NOx） 是在发动机高温高压情况下由氮气和氧气反应生成的各类

NOx 的总称。 NOx 和碳氢化合物类似， 可通过一定反应生成臭氧。 此外， 它们还会导致

酸雨的形成。
5） 二氧化硫 （SO2） 会导致酸雨的形成。
3. 常规能源导致的污染

煤炭已超过石油和天然气成为发电厂的首要燃料来源。 但是， 煤炭也是形成雾霾、
酸雨和全球变暖的首要因素。 平均来说， 一座典型的火力发电站要排放 370 万 t 二氧化

碳、 1 万 t 二氧化硫和 720t 一氧化碳。
机动车是污染形成的另一元凶。 机动车排放了 72% 的 NOx 和 52% 的活性炭氢化合

物， 是造成地表臭氧污染的主要来源。 1gal 汽油约有 6lb㊀重， 燃烧时可产生约 20lb 二

氧化碳。 下节将详细介绍各种不同的污染类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家庭和办公室的空气污染称为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在某些地区可造成比常

规空气污染严重得多的危害。 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依靠木材、 秸秆或煤炭满足其基本能

源需求。 这些固体燃料在明火且没有烟囱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室内空气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地表臭氧污染不应与高空的臭氧层相混淆。 高空臭氧层保护人类不受

㊀　 1lb = 0. 4535923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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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紫外线的伤害。 而地表臭氧是由 NOx 和挥发性有机物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 在太阳光的作用下生成的。 如图 1. 20 所示， 工业设施、 发电厂、 机动车尾气、
汽油挥发和化学溶剂是 NOx 和 VOC 的主要排放来源。

图 1. 20　 地表臭氧污染物的来源

4. 污染的影响

随着人类对常规电力设施和机动车辆依赖性的提高， 被释放至大气的污染物也随之

增加。 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以下几点主要危害。
健康影响

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多个器官有严重影响。 目前已发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包括：
1） 呼吸问题———肺活量降低， 肺组织发炎；
2） 对身体免疫系统的损伤；
3） 由于发电厂污染造成的早逝人数增加；
4） 生育缺陷， 新生儿体重过低， 婴儿死亡；
5） 患癌症的概率增加；
6） 儿童患哮喘概率提高 3 ～ 4 倍；
7） 地表臭氧可导致呼吸疾病、 心血管疾病、 咽喉发炎、 胸痛和脑梗死；
8） 一氧化碳可导致血液携氧量降低， 对患有心脏病的人群危害尤其巨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的数据， 室内空气污染每年

可造成 160 万人的死亡———每 20s 即致 1 人死亡。
常规能源有许多缺点，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表 1. 1 给出

了各类能源及其影响。 空气质量的改善需要政府和消费者共同采取行动。 可再生能源和

替代能源的使用可进一步对其进行改善。
5. 沉降的影响

当 NOx和 SO2与云中的水汽结合可生成硝酸和硫酸。 这些酸性物质降落至地面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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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泊和溪流造成污染， 使其酸性过高， 不适于动植物生长。 尽管酸雨对环境的危害巨

大， 公众对酸雨知之甚少。 因此， 酸雨并不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太大影响。 但是， 近

年来公众对石油的开采、 使用的关注度大增。 尽管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有关，
但是对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宣传教育使环保主义者继续推动政府采用更加清洁的能

源。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酸雨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表 1. 1　 化石燃料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来源 使用能源 释放污染 健康影响 环境影响

发电站 煤炭、 天然气 CO2、 SO2、 CO 　 癌症

机动车 石油 碳氢化合物、 NOx
　 呼吸系统疾病、 心

血管疾病

　 温室效应、 雾霾、
酸雨

　 　 酸雨仅仅是由工厂、 机动车及任何其他空气污染源造成的沉降污染中的一种。 由于

这种沉降与云的形成相关， 因此被称为湿沉降。 它随着大气流动并最终通过降水过程

（雨、 雹、 雪等） 被释放至地面。
此类污染的危害最为巨大， 因为人类无法控制其降落的区域 （见图 1. 21）。 一旦刮

风并产生降雨， 则降雨地区就有可能受到酸雨的污染。 在这一情况下， 美国西海岸工厂

产生的污染可能会对美国中部甚至更远地区的植被和地下水源产生影响。

图 1. 21　 酸雨形成的过程

与之相对， 干污染由不会与云内水汽结合的污染物组成， 通常只降落于污染源附近。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测定， 酸雨通常由以下三种化学物质组成：
1） 硫酸盐 （SO4）；
2） 硝酸盐 （NO3）；
3） 铵盐 （NH4）。
组成酸雨的具体组分变化很大， 且极难预测。 当然干沉降， 以及其他形式的污染，

包括固体废弃物的非法倾倒， 由于缺乏管制造成的地下水污染， 向河流的直接污水排放

等都会造成污染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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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任何区域都有可能受到酸雨的影响。 但是， 部分地区可对其受到的污染直接进

行监测。 这些地区远离其他污染源。 可能的区域包括：
1） 偏远森林；
2） 远离商业中心和工厂的有人居住的地区；
3） 冰架。
其他无法对酸雨效应进行监控的区域包括全球各种水体———河流、 湖泊、 海洋等。

图 1. 22　 被破坏的珊瑚礁

由于水体内污染来源太多， 基本无法确定哪种污

染是由哪种来源造成的。 但是， 由于污染造成的

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酸雨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同

样不可忽视。 酸雨对环境最大且最可见的影响包

括对珊瑚礁的破坏以及导致水下生物种类和数量

的减少。 图 1. 22 所示为酸雨及其他污染源可能

对珊瑚礁造成的破坏。
酸雨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目前已经有技术可以改善或者停止污染和酸雨影

响。 污染是一个社会问题， 只有当它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特别是无法解决的时候， 人们

才会承认污染的影响。
由于酸雨可导致树木死亡 （见图 1. 23）， 它可导致全球变暖效应呈指数级增长。 在

图 1. 23　 由酸雨造成的森林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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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些信息的前提下， 科学家可更加有力地推动环境保护议案， 公众也更容易接受这

些意见。
治理环境最简单的方法是改变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的方式。 在近 50 年内， 电动汽

车已被引进数次并在实验阶段取得成功。 但是， 石油公司和汽车制造商却总是倾向于高

功率、 以汽油为燃料的传统汽车。 如果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都能改成电动汽车的形式，
则可消除全球机动车的污染， 并将污染源锁定发电站。

当然， 传统汽油发动机也可通过使用其他能源 （如氢能、 乙醇或甲烷燃料电池）
发动机取代。 天然气驱动的机动车在市场上已有售卖。 但是天然气和石油一样， 在全球

的储量有限， 因此无法作为替代能源。
一旦机动车不再产生污染， 则所有的污染都将源于发电站， 则对污染的控制会变得

更为容易。 已有的污染排放企业必须接受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监管， 保证排放的污染不超

过一定的限定值。 一般来说， 企业采取的措施是过滤。 但是这种措施必须根据每家企业

排放污染的不同而进行改造。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采用更加清洁的能源。 从环境的角

度来说， 目前全球已有若干种清洁能源投入使用， 以取代燃煤和燃气发电站。
对发电站进行燃料升级改造， 以及用电动汽车取代传统汽车， 这两项措施的结合可

将交通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几乎完全消除。 但是， 如之前所指出的， 酸雨并不是推动这些

技术发展的驱动力， 高油价才是推动消费者购买经济性更好的汽车的动力。 这也推动了

汽车厂商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类似混合动力之类的燃料经济性更好的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似乎是个现实的选择。 插电式电动汽车的

发展由于石油公司和汽车厂商的阻挠而起起落落。 但是纯电动汽车因需求的增加而获得

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众对于全球变暖及其原因的认识

和理解。
简而言之， 尽管酸雨对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影响很小。 但是从长远来看， 它使公众意

识到使用更清洁能源的重要性， 因此对可再生能源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 4　 全球变暖和可再生能源使用

在当今世界， “温室效应” “全球变暖” “混合动力汽车” 之类的术语已成为日常

用语。 公众对于日常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关注， 这也与主流媒体的报道是密不

可分的。
这也可部分归功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拍摄的以全球变暖为主题的电影 《难

以忽视的真相》。 该电影在 2007 年获得一项奥斯卡奖。 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也在采取行

动， 如通过了大气清洁法案以降低空气污染程度。 但是， 每年排放的污染总量仍在持续

增长。 图 1. 24 所示为温室气体效应的影响。
全球变暖表现为地球大气和海洋温度的升高。 温室效应使大气吸收更多来自太阳的

长波辐射， 导致温度的上升。 其作用与温室玻璃大棚的原理相似， 因此得名为 “温室

效应”。 温室效应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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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4　 温室效应的图解

图 1. 25　 温室气体年排放量

温室气体 （ greenhouse gas， GHG）
是指大气中对温室效应有贡献的气体。
部分温室气体是在大气中天然存在的，
而部分来源于燃烧化石燃料之类的人

类活动。 温室气体包括水蒸气、 二氧

化碳、 甲烷、 氮氧化物和臭氧。 如图

1. 25 所示， 发电站和机动车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35% 。 温室气

体中自然存在的气体包括水蒸气、 二

氧化碳和甲烷。
历史上地球的气候并不是保持不

变的， 从冰雪覆盖大部分地表的冰川

时代到冰雪消融的间冰期， 气候一直

在发生变化。 科学家通过各种手段可

以重建几十年前到数百万年前的地球

气候。 自工业革命以来 （约 1750 年）， 人类活动已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大大增加。
化石燃料的燃烧也导致大量气溶胶的排放， 对气候产生影响。

图 1. 26 所示为为满足世界能源需求而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如火力发电厂和机动车

等传统排放源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因素。 火力发电厂通过燃料石油、 天然气和煤

炭， 为世界提供了 69%的能源。 但是， 这三种能源也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在当前的基础上有较大程度的降低， 21 世纪大气中的温

室气体浓度将会继续增加 （见图 1. 27 ～ 图 1. 29）。 自工业革命以来， 大气中不断增加的

温室气体含量已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 1. 30 所示为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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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6　 全球碳排放总量

图 1. 27　 二氧化碳浓度

图 1. 28　 氮氧化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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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9　 甲烷浓度

图 1. 30　 1990 ～ 2005 年世界范围内各国二氧化碳排放

1. 4. 1　 全球变暖概览

持续增加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浓度可导致地球平均温度显著增长。 到 21 世

纪末， 平均地表温度相对于 1990 年可能会增加 1. 4 ～ 5. 8℃ （见图 1. 31）。 该速率比 20
世纪观察到的全球变暖速率要快 2 ～ 10 倍， 也可能是近 1 万年历史上温度增加最快的

时期。
全球温度并不会均匀升高。 由于水的比热较大， 陆地的温升会大于海洋。 由于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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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正反馈， 高海拔地区的温升会大于低海拔地区。 北美的最北地区及中北亚地区的

温升会大于全球平均值。 与之相对， 南亚和南美南部的温升会小于全球平均值。 变暖效

应也会随季节有所不同。
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也会使海平面上升。 高山冰川和冰盖融化并最终汇入海

洋， 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詹姆士·题图在他 1990 年的著作 《土地使用政策》 中写道：
“不断升高的海平面将会吞没三角洲、 珊瑚岛礁及其他沿海低地， 侵蚀沙滩， 导致沿海

地区洪水泛滥， 并对土层的水质造成威胁。”

图 1. 31　 全球温度变化

1. 4. 2　 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

图 1. 32 所示为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数据计算的从 1990 ～ 2100
年的海平面预估值。 图中灰色区域代表计算中由于海平面上升值与温度之间的不确定性

图 1. 32　 海平面上升的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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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额外不确定性。 这些预估值都比 IPCC AR4 中提供的海平面上升值大得多， 后者

没有考虑冰盖的可能变化且数据过为保守。 图中还显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海平面的年观

测上升值。
海平面的上升将导致洪水和水质下降， 最终导致大量海洋生物的灭绝。 不断升高的

温室气体浓度也可导致更频繁的飓风、 冰雪暴、 龙卷风和海啸。 这些灾害天气在近几年

发生的频次在逐渐上升。

1. 4. 3　 其他关于全球变暖的忧虑

全球变暖的危害无法预测， 可能在一地产生干旱， 也可能在另一地产生洪涝。 温室

效应已在全球各地产生危害。 媒体最常报道的就是珊瑚礁的大面积死亡。 导致这一现象

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肥料和家用产品进入岛礁以及鱼类的过度捕捞。 但是， 不断上升的

海水温度也是导致珊瑚礁死亡的因素之一。 图 1. 33 所示为珊瑚礁死亡造成的严重后果。
左侧为健康珊瑚礁的样子， 右侧为珊瑚礁死亡后的样子。 伴随着珊瑚礁的死亡， 其他海

洋生物也无法生存， 海洋成为死水。

图 1. 33　 珊瑚礁的死亡

1997 年， 在大气温度持续升高的情况下， 各国签署了 《京都议定书》。 条约同意遏

制使用温室气体。 但是可悲的是， 没有一个主要工业国家签署了该协议， 认为科学还没

有证明人类是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 希望在 2007 年 2 月 IPCC 的新闻发布会后， 这些国

家将重新考虑， 开始拯救我们的星球。
根据最近的一些研究， 即使我们现在大幅度减少当前的排放量， 使大气成分保持相

对稳定， 地面空气温度仍将继续升高 （每年高达 0. 6℃）。 研究表明， 由于海洋的储存

热量的性质， 与过去人类活动有关的一部分变暖还没有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地球还将

继续变暖。 此外， 许多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将在大气中保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 并将继

续促进地球的变暖过程。
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已经开始注意到最近关于全球变暖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结果。 人们对于减缓或防止全球变暖可以做些什么， 越来越感兴趣。 然而， 由于缺乏能

源 （例如可再生能源） 的基础设施和当前能源公司政策的政治影响， 当前能源生产结

构的实际变化十分缓慢， 但是仍有希望。 一些国家已开始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 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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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支持性政策， 减少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障碍， 并鼓励个人、 企业和政府等能源购买

者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
更有效地使用能源并转移到可再生能源 （例如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和生物质能）

将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美国目前使用化石燃料 （如煤、 天然气和石油） 生产

70%的电力， 但只有 2%来自可再生能源。 化石燃料的燃烧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也

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但是可再生能源并不是这样， 增加使用可再生资源产生的电

力份额是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1. 4. 4　 遏制全球变暖的措施

关于可以做些什么以帮助降低全球变暖的趋势， 目前已经有很多建议。 解决方案必

须包括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 并尝试使用最有效的能源。
1. 可再生能源

2002 年， 用于发电的化石燃料燃烧贡献了大约 4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这种

污染的方法是找到替代能源。 利用风力或太阳能可能有助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 这

些都是容易获得并且不产生污染的能源。 图 1. 34 显示了 2005 年世界可再生能源生产

分布。

图 1. 34　 2005 年世界可再生能源生产

2. 通过使用替代动力车辆减少排放

汽车、 公共汽车和卡车产生了美国约 2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是因为大多数美

国车辆是由内燃机燃烧汽油驱动的。 车辆的百千米耗油量越大， 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

献越大。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找到一种产生很少甚至没有二氧化碳的清洁燃烧燃料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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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结论

油价持续上涨， 加上全球变暖、 酸雨以及常规能源造成的污染， 肯定会加速全球可

再生能源的利用。 如果自然资源继续以目前惊人的速度被开采， 那么最终就没有什么资

源可以留给后人。
当发生能源短缺时， 政府通常能够实施保护战略。 但是当能源短缺过去时， 这些措

施又都被忘记了。 不幸的是， 这种程度上的节约资源只会暂时性推迟全球性能源的耗

尽， 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需要越来越多资源的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活方式和

交通习惯发生巨大变化， 或者发现新的能源， 否则光靠节约能源是不够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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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光 伏 发 电

2. 1　 引言

光伏电池是将光转换成电的装置。 因为光 （或辐射） 的来源通常是太阳， 所以光

伏电池通常也被称为太阳电池。 光伏电池的输出是直流电。
1839 年， 一个名为 Becquerel 的法国人首次报道了光到电的直接能量转换。 他观察

到浸入电解质中的两个电极之间存在电位差， 且该电位差随发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虽

然从 1839 年到现在， 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历史发展， 但大多数关于光伏和现代硅电池的

研究都可追溯到 1954 年在贝尔实验室完成的工作。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光伏电池基本上是手工制作的， 每瓦峰值功率成本约为 1000

美元， 几乎专门用于航天应用。 在 70 年代， 光伏电池开始以批量工艺制造， 每瓦峰值

功率成本约为 100 美元， 仍然主要用于航天应用， 但开始进入其他独立系统的应用。 在

80 年代， 光伏电池开始批量生产， 每瓦峰值功率成本降为约 10 美元， 出现了相当多的

地面应用 （主要是独立系统、 远程设备）， 并开始用于并网住宅。
今天， 我们正处于大批量制造的门槛， 市场上可以以大约 4 美元 / W 的价格大批量

购买光伏模块。 在美国， 有几千套 （主要是小型的） 住宅系统和几座大型光伏发电站

在运行或正在开发———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 此外， 对于诸如手表、 计算器、 无线

电、 电视、 电池充电器等的光伏消费产品， 其市场正在快速增长。
目前我们的常规能源， 即化石燃料， 正在被迅速耗尽， 寻找替代能源已成为现代工

业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 世界的能源需求和成本正在不可避免地上升。 为了跟上

这些需求， 必须研究和优化不同的能源来源， 这其中量最大和最清洁的来源是太阳能。
太阳能可以利用光伏电池捕获。 当光伏电池暴露于太阳辐射中时， 会在其两端产生

电压。 如果将负载连接到电池两端， 则该电压将产生电流驱动负载。 典型的太阳电池可

产生大约 0. 5V 的电压， 而电流取决于太阳光的强度和电池的面积。 为了获得更高的电

压和电流值， 可通过多块太阳电池串联连接以提高电压， 并联连接以增加电流输出。 通

常将 20 ～ 60 个或更多电池与透明盖 （通常为玻璃） 防水密封封装在一起以形成模块。
这些模块以串并联组合方式连接在一起， 形成最能满足应用需求的面板。 光伏电池阵列

是已经通过机械和电气结构连接在一起的一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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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系统目前用于许多应用中， 例如， 电池充电、 抽水、 家用电源、 卫星电力系统

等。 虽然它们具有提供无限且清洁的能量的优点， 但是它们的安装成本较高， 并且仍然

具有相对较低的转换效率。 市售的光伏电池的平均效率为 11% ， 新型光伏电池的效率

也仅为约 15% 。

2. 2　 太阳辐射特征

2. 2. 1　 太阳常数

虽然人造光可以用于为光伏器件供电， 但是光伏电池的价值在于它们使用免费且可

再生的阳光的能力。 在地球大气之外且保持对太阳光线垂直的光伏器件接收的太阳能是

大致恒定的。 这个量被称为太阳常数， 其值为 1. 353kW / m2。 太阳常数及其相关的大气

之外的太阳辐射光谱仅由辐射源 （即太阳） 的性质和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确定。

2. 2. 2　 太阳辐射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

光伏装置的地面应用由于两个变量的存在而变得复杂： ①地球绕其轴旋转和围绕太

阳的旋转； ②大气效应。 地球自转导致地面上的特定位置产生功率强度每小时的变化，
并在夜间完全失去电力供应。 此外， 位于北半球的设备在夏季比在冬季可接收更多的能

量， 从而引起由于地球公转引起的功率强度的季节变化。

2. 2. 3　 阳光直射和漫射

大气的存在和相关的气候效应可导致太阳能资源性质的改变。 反射、 吸收、 折射和

散射的组合导致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特定位置处辐射水平的高度波动。 由于云层和阳光

的散射， 在特定点接收的辐射由直接阳光和漫射 （或散射） 阳光构成。 这种区别是重

要的， 因为聚焦装置依赖于它们聚焦直射阳光的能力 （见图 2. 1）。
特定地点所接收的直接辐射量与该地点所在的区域也有关。 在美国西南部沙漠的辐

射量是最高的。 因此， 许多早期的集中式和跟踪式平板太阳能装置安装于加利福尼亚

州、 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2. 2. 4　 大气质量

大气质量定义为 1 / cosθ， 其中 θ 是太阳光束和太阳电池表面法线之间的角度。 它指

的是光到达特定位置必须在大气中穿行的相对距离， 表征大气对地球表面接收太阳光的

影响程度。 因为地球大气之外没有空气衰减而产生的影响， 所以这种情况称为大气质量

零点 （AM0）。 AM1 对应于直接在头顶的太阳。 AM1. 5 通常被认为更能代表陆地一般条

件， 并且通常用作对光伏模块和阵列进行评级的参考条件。 可以针对各种大气质量值绘

制阳光的光谱分布， 从而为大气衰减效应提供有用指示 （见图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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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直接和漫射阳光

图 2. 2　 大气质量

1. 辐照度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做的功， 单位为 kW 或 W。 辐照度是单位面积上的辐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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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位： kW / m2， W / m2或 mW/ cm2。
2） 测量： 辐射计 （例如 Eppley PSP）。
3） 峰值： 1kW / m2 （1000W / m2或 100mW / cm2）。
2. 日射量

能量表征的是做功的能力， 单位为 kWh。 日射量是单位面积上的辐射能量， 单位

为 kWh / m2。

2. 2. 5　 峰值日照时数

在晴天， 适当倾斜的表面上接收的太阳能功率约为 1kW / m2， 该值被称为峰值日照

条件 （或全日照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 它小于太阳常数 （1. 353kW / m2）。 这表明大气

对太阳辐射具有衰减性质。 如果 1kW / m2的阳光辐射 1h， 我们得到 1kWh / m2或一个峰值

日照时数的能量。 对于美国阳光地带， 一天可接收 4. 5 ～ 6kWh / m2的能量， 相当于每天

得到 4. 5 ～ 6 个峰值日照时数。
在给定位置每天的峰值日照时数被定义为峰值日照条件下的等价小时数。 这意味着

在图 2. 3 区域 A1的面积应等于区域 A2的面积。

图 2. 3　 太阳窗口

图 2. 4　 太阳窗口

1. 太阳窗口

最短太阳轨迹 （一年中日

照最短的一天， 通常是 12 月 21
日） 和最长太阳轨迹 （一年中

日照最长的一天， 通常是 6 月

21 日） 之间的空间被称为太阳

窗口 （见图 2. 4）。 对于某固定

地点， 它是度量该位置日照情况

的参数； 太阳窗口越宽， 日照越

强烈 （见图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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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气对到达地球的太阳能的影响

图 2. 5　 天空中太阳的位置

当地面的太阳电池表面垂直于太阳光时， 接收到

的辐射量最大。 由于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随季节变

化， 如果太阳电池想从太阳辐射中获取最大能量， 则

电池所在的收集器的倾斜角也应该随之变化。 这可以

使用太阳跟踪技术来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收集器的倾

角在 6 月中午应该保持几乎零度， 而在 12 月中午应

该保持较高的倾角。 如果倾角是固定的， 则应该等于

该位置所在的纬度 （见图 2. 6）。
3. 阳光中能量的分布

光由微小的能量包组成， 它们像单个子弹一样，
以极高的速度行进。 这些子弹称为光子。 太阳光束由

光子流组成。 这些光子以波的形式行进： 波长越短，
频率越高， 并且其具有的能量越多。 图 2. 7 显示了 AM0 和 AM1. 5 之间的差异， AM 值

的不同反映了空气对日照辐射的衰减。 图 2. 7 还显示了太阳光谱的谱分布。

图 2. 6　 6 月与 12 月太阳能收集器倾角

仔细观察图 2. 7 中的太阳光谱可以看出臭氧的重要性。 它吸收高频的紫外光子， 其

图 2. 7　 太阳辐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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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重大伤害。 大多数到达地球表面的辐射波长在 300 ～ 2500nm 之

间， 其中 50%在 400 ～ 700nm 之间。 大量的红外光子被二氧化碳 （CO2） 吸收。 空气中

的水蒸气吸收大约 30%的入射能量。 此外， 曲线显示大多数入射能量发生在光谱的蓝

色端， 这也是天空的颜色。

2. 3　 光伏转换

为了了解太阳电池如何将太阳光转换成电， 必须首先了解太阳电池的结构。 它实际

上是一个 p - n 结二极管， 具有吸收太阳光的功能， 并提供与外部电路的电气连接。
原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是原子核； 第二是电子云， 它是电子在原子周围形成

的随机路径。 原子核由具有正电荷的质子和不具有电荷的中性中子组成。

图 2. 8　 原子结构

电子具有负电荷。 一般原子中的电子的总电荷等于

质子的总电荷。 因此， 一般原子都是电中性的。 电子以

2N2的形式被填充在轨道中， 其中 N 为电子轨道数。 第二

和第三层都仅允许具有 8 个电子存在 （见图 2. 8）。

2. 3. 1　 原子数

元素的原子数可以为我们提供三个信息。 首先， 它

给出了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其次， 它给出了我

们原子中质子的数量； 最后是原子中电子的数量。 导电

性是电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不同的材料的导电性是不

同的。 根据其特性的不同， 各种材料可以被分为三大类：
1） 良导体： 允许电流自由通过。 这些元素通常在最

外层轨道有 1 ～ 2 个电子 （例如金或铜等金属元素）。
2） 绝缘体： 不允许电流通过它自由流动。 这些元素在最外层轨道有 6 ～ 7 个电子。
3） 半导体： 其导电性位于良导体和绝缘体之间。 这些元素在最外层轨道有 3 ～ 5 个

电子 （例如硅、 锗等）。
半导体具有光伏特性。 半导体元素通常属于周期表中的碳族元素。 这里列出了其元

素名称和符号：
元素 符号

碳 C

硅 Si

锗 Ge

锡 Sn

铅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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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硅
硅是具有晶体结构的灰色元素。 它是地球上第二丰富的元素， 排在氧之后。 硅在自

然界中总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通常在岩石和硅砂中与氧结合生成石英。
2. 锗
锗是周期表碳族中的另一半导体元素。 其颜色为灰白色， 表面闪烁白色光泽。
3. 掺杂

半导体可以通过添加杂质来改变它们的电性能和电导率。 向半导体中添加杂质的过

程称为掺杂。 使用的杂质称为掺杂物。 有 n 型和 p 型两种不同类型的掺杂物。
（1） n 型掺杂

一些最常见的 n 型掺杂物是位于周期表的氮族元素 （例如磷）。 n 型掺杂物将带负

电荷的电子添加到半导体中， 并向半导体提供电子。 氮族元素显示在以下列表中：
元素 符号

氮 N

磷 P

砷 As

锑 Sb

铋 Bi

图 2. 9　 硅中掺杂磷形成 n 型半导体

磷、 砷和锑可作为硅的掺杂剂， 使其成为 n 型

半导体。 其可产生一个自由电子并留下带正电的原

子核 （见图 2. 9）。
（2） p 型掺杂

p 型掺杂剂属于元素周期表中的硼族元素。 这

些掺杂剂引入了所谓的空穴， 可从半导体中获取电

子。 由于空穴的存在， 总的负电荷数量减少， 因此

空穴可以被认为是正电荷。 硼族元素列表如下

所示：
元素 符号

硼 B

铝 Al

镓 Ga

铟 In

铊 Ti

4. p 型硅

硼、 铝和镓是硅的受主掺杂剂， 属于 p 型掺杂剂。 受主原子易受电离， 产生自由空

穴并形成负离子核 （见图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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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硅中掺杂硼形成 p 型半导体

扩散 （电子和空穴）
扩散是粒子由于随机热运动而重新分布的过程。

粒子通常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扩散 （见图

2. 11）。
5. p - n 结二极管

p - n 结由紧密接触的 p 型和 n 型半导体材料组

成 （中间没有其他材料）。 这就是太阳电池的基本结

构。 这种结构也称为 p - n 结二极管， 或简称为二

极管。

2. 3. 2　 光伏电池的性质和特征： p - n 结

伴随着 p - n 结的形成， 导致电荷重新分布， 从而在 p - n 结两端产生电势差， 其过

程如下：

图 2. 11　 p 型和 n 型硅中的扩散

1） p 区中的正电荷吸引 n 区中的自由电子向 p 区漂移；
2） p 区中的自由空穴吸引到 n 区中的负电荷向 p 区漂移；
3） 留下具有净正电荷的 n 区和具有净负电荷的 p 区， 整个半导体呈电中性；
4） 在 p - n 结两端形成电势垒。

图 2. 12　 p - n 结两端的电荷分布

该电势垒将很快阻止电子和空穴的进一

步扩散。 该电势差称为能隙 Eg， 如图 2. 12 所

示。 能隙能量是为了从电子轨道释放形成自

由电子所需的能量。
太阳电池转换

太阳 电 池 本 质 是 由 硅 （ Si ）、 砷 化 镓

（GaAs） 或其他材料形成的 p - n 结。 当有能

量大于 Eg的太阳辐射入射到太阳电池表面时，
价带中的电子可获得足够的能量跃迁到导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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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电子 - 空穴对。 电子从 p - n 结的 n 侧沿外部电路并返回到 p - n 结的 p 侧， 在那里

它们与空穴复合并且形成闭合电流路径。 电流由电子流形成。
如果没有提供外部电路， 则 n 侧将形成电荷积聚直到形成新的电势平衡， 该电势称

为开路电压 Voc。 图 2. 13 所示为光伏电池的工作原理。

图 2. 13　 光伏电池的工作原理

（1） 电池材料

当制造光伏电池和模块时， 使用各种半导体材料。 这些包括单晶硅、 多晶硅、 非晶

硅， 以及大量先进技术材料，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硫化镉和砷化镓。 多晶硅是生产高

质量单晶硅片的原料。
（2） 太阳电池效率限制

常规太阳电池的最大转换效率被限制在 20% ～ 30% 。 这种限制主要是由于电池仅

对在太阳光谱中的一部分波长进行响应。
1） 每个光子只能被一个电子吸收。
2） 部分入射光在太阳电池的表面由于反射而被浪费。
3） 能量小于能隙能量的光子通过电池而不与任何电子作用， 从而被浪费。
4） 能量大于能隙能量的光子由于能量过大也会有损失。
5） 未被电子吸收的能量将被转化为热量， 这将导致电子反向流动， 从而增加了对

转换效率的不利影响。
太阳电池的效率受到电池材料能隙能量的影响。
1） 单晶： 25%效率；
2） 多晶： 20%效率；
3） 薄膜： 10%效率。
为了提高效率， 开发了多结太阳电池， 每个 p - n 结可使用太阳光谱中的不同部分。

多结太阳电池的示意图如图 2.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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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4　 多结太阳电池

2. 4　 光伏电池、 模块、 面板和阵列的性能评估

图 2. 15　 光伏阵列命名法

一块典型的光伏电池产生大约 0. 5V 的电

压。 光伏电池的电流依赖于太阳光的强度和电

池的面积。 为了获得更多可用的电压和电流，
光伏电池通常以串联连接的方式以增加电压，
以并联连接的方式以增加电流输出。 电池通常

与透明外壳 （通常为玻璃） 防水密封封装在

一起形成模块。 这些模块再以串并联组合的方

式连接在一起， 形成满足应用需求的面板。 阵

列是一组通过机械和电气连接的面板， 如图

2. 15 所示。

2. 4. 1　 伏安特性

光伏器件 （包括光伏电池、 模块、 面板和

阵列） 最重要的性能指标是其伏安 （ I - V）
特性。 对于给定的辐射量， 工作电压和电流随

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电流将从零 （对应于无限

大负载或开路） 变化到最大值 （对应于零负

载或短路， 称为 Isc）。 最大工作电压 Voc对应于

开路条件， 并且在短路条件下电压为零。 因

此， Isc和 Voc是用于针对给定的辐照度和操作温度表征光伏器件的两个限制参数。
为了评估通常在市场上可获得的太阳能模块的性能， 通常使用图 2. 16 所示的测试

方式。 它由可变电阻负载、 电流表和电压表组成。 图 2. 17 显示了一块移动光伏模块的

伏安特性曲线。 所有光伏器件的伏安特性曲线的形状都基本相同。 Isc和 Voc通过许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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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6　 用于测试光伏模块的设置

间点连接。

2. 4. 2　 功率 -电压特性

可以将 I - V 特性曲线上的每

个点计算功率 P = V × I。 显然，
在 Isc和 Voc点处功率为零， 并且其

最大值介于 V = 0 和 V = Voc之间。
光伏模块的典型 P - V 特性曲线如

图 2. 18 所示。

图 2. 17　 一块移动光伏模块的伏安特性

图 2. 18　 一块移动光伏模块的 P - V 特性

2. 4. 3　 光伏模块的最大功率点

如果叠加 I - V 特性曲线和 P - V 特性曲线， 可确定光伏模块的功率输出处于其最大

值的点， 如图 2. 19 所示的 P - V 曲线所示。 I - V 特性曲线上的功率最大点对应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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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压用 Imp和 Vmp标识。

图 2. 19　 一块移动光伏模块的最大功率点

1） Imp是功率输出处于其最大值时的电流。
2） Vmp是功率输出处于其最大值时的电压。

2. 4. 4　 电阻负载对工作点的影响

当电阻负载连接到光伏模块时， 工作点 （即电流和电压） 由光伏模块的 I - V 特性

曲线和负载曲线的 I - V 特性的交点决定 （见图 2. 20）。 该曲线的斜率为 1 / R， 并且工作

点将取决于 R 的值。 每个斜率表示一定的电阻。

图 2. 20　 电阻负载对电池工作点的影响

1. 辐照度对电池 I - V 特性的影响

一条太阳电池的 I - V 曲线仅对某一固定辐照度值有效。 每个级别的辐照度都对应

于一条曲线。 随着辐照度的增加， Isc线性增加， 而 Voc会有非常轻微地减小， 这两个值

的变化意味着新的曲线。 图 2. 21 显示了各种辐照度下 I - V 特性曲线的变化。 请注意，
对应于不同辐照度的最大功率点位于连接不同辐照度的最大功率点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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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　 辐照度对光伏电池 I - V 特性的影响

2. 辐照度对光伏电池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随着辐照度 （发光强度） 的增加， Isc 线性增加， 但开路电压呈指数增加 （见图

2. 22）。

图 2. 22　 辐照度对光伏电池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图 2. 23　 温度对光伏电池 I - V 特性的影响

3. 温度对光伏电池 I - V 特性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 光伏电池的开路电压 Voc

降低， 同时 Isc也略有增加 （见图 2. 23）。
4. 电池温度对电池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和

最大功率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 随着温度的升高， Isc会略微

增加， Voc会有大幅降低， 同时最大功率 Pmax也

会降低， 但是下降幅度低于 Voc。 温度的影响效



第 2 章　 光 伏 发 电 39　　　

应如图 2. 24 所示。

图 2. 24　 电池温度对电池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和最大功率的影响

5. 模块峰值额定条件

光伏电池模块的额定值通常是在以下标准条件下得到的：
1） 辐照度 = 1000W / m2；
2） 大气质量 = 1. 5；
3） 电池温度 = 25℃。
6. 电池温度对太阳电池效率的影响

太阳电池效率的计算方法为， 将被计算为电池的输出功率 Pout除以入射在电池上的

太阳能功率 P in， 其中
P in = S × Ac

式中， S 为辐照度； Ac为电池面积。
效率 η 给定为

η = Pout / P in

随着温度的升高， 输出功率降低。 因此， 太阳电池的效率也随之降低 （见图
2. 25）。 填充因子 （见图 2. 26 中的曲线） 计算公式如下：

填充因子 = FF =
ImpVmp

IscVoc
=

Vmax

IscVoc
（2. 1）

2. 4. 5　 光伏电池的等效电路

光伏电池可以由描述其行为的电路表示， 该电路被称为等效电路 （见图 2. 27）。 太

阳电池的等效电路包括电流源 IL， 该电流源是辐照度或发光强度的函数， 其值非常接近

于 Isc。
1） 二极管；
2） 分流电阻， Rsh；
3） 串联电阻， Rs；
4） 光照生成电流， IL；
5） 理想二极管电流， Id。
太阳电池的电流 - 电压特性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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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5　 电池温度对太阳电池效率的影响

图 2. 26　 填充因子曲线

I = IL - Io exp q（V + I Rs）
AkT（ ）- 1（ ）-

（V + I Rs） / Rsh （2. 2）
式中， Io 为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 Ko =
q / AkT， k 为玻尔兹曼常数， q 为电子的电荷，
T 为绝对温度， A 为理想因子， 等于 1。

理想太阳电池模型

理想的太阳电池的等效电路如图 2. 28 所

示。 串联电阻 Rs通常非常小， 并联电阻 Rsh通

常非常大， 这两者都可以忽略， 从而得到简

化的或理想的模型。 该简化模型可以由下式

表示：
I = IL - Io[exp（Ko Vc） - 1] （2. 3）

式中， I 为电池电流 （A）； IL为光照产生电流 （A）。

图 2. 27　 太阳电池的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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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8　 简化的等效电路

二极管电流 Id（A）可以由下式

给出：
Id = ID[exp（V / Vt - 1）]

（2. 4）
Vt = KT / q （2. 5）

式中， ID为二极管的饱和电流； q
为电子电荷， 等于 1. 6 × 10 - 19C； A
为曲线拟合常数； K 为玻尔兹曼常数， 等于 1. 38 × 10 - 23J / K； T 为绝对温度 （K）。

分流漏电流可由表达式给出。 最后一项通常可忽略， 因为 Ish与其他项相比非常小。
则可得

I = IL - ID[exp（V / Vt） - 1] （2. 6）
式 （2. 6） 仅适用于在特定辐照度和温度下运行的电池。
图 2. 26 给出了电池的 I - V 曲线。 IL和 Voc与辐照度呈对数关系。 使用喷气推进实验

室 （Jet Propulsion Lab， JPL） 模型 （见 2. 4. 7 节） 可获得在不同辐照度和不同温度下的

I - V 曲线。

2. 4. 6　 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是用于描述电池性能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 将式 （2. 6） 中的 I
设置为 0 可求解出 Voc。

Voc = AkT / q × Ln（ IL / ID + 1） （2. 7）

在无负载的情况下， 通过忽略较小的二极管电流和分流电流， 可得 Isc = IL。 此时的

电压即为最大电压 Voc， 而最大电流在短路情况下获得。

2. 4. 7　 喷气推进实验室模型

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模型可用于非参考辐照度和温度条件下。 因此， 该模型可

用于在不同的温度和辐照度下 I - V 特性的计算。 式 （2. 3） 可以重写为

I = Isc[1 - （c1exp （v / （c2 Voc）） - 1）] （2. 8）

C2 = Vmp / Voc - 1 / ln1 - Imp / Isc （2. 9）

C1 = （1 - Imp / Isc）·exp（ - Vmp / C2 Voc） （2. 10）

式中， Vmp为最大功率时的电压； Imp为最大功率时的电流。
该模型可将参考 I - V 曲线中的任何 （Vr， Ir） 参考点移动到新的 V - I 曲线中。 转

化过程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参考电流 Ir和参考电压 Vr保持在特定的参考温度 Tr和参考辐照度 Sr下。
温度的变化 （T 为电池温度） 由式 （2. 11） 给出：

ΔT = T - Tr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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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度和辐照度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可被描述为

ΔI = α（S / Sr）ΔT + （S / Sr - 1） Isc （2. 12）
类似地， 电压的变化可由下式给出：

ΔV = - βΔT - RsΔI （2. 13）
因此， 参考 I - V 曲线中任何点处的新电压和电流可由下式给出：

V = Vr + ΔV （2. 14）
I = Ir + ΔI （2. 15）

电池温度 T 遵循线性方程

T = TA + mS （2. 16）

图 2. 29　 太阳电池的 Rs和 Rsh阻值

式中， TA 为电池的环境温度； M =
0. 02Cm2 / W。

在不同辐照度下的电池功率 P
可以写为

P = I × V （2. 17）
使用该模型可以获得在任何辐

照度和温度下的功率。
Rs和 Rsh的计算
将太阳电池 I - V 曲线向两侧延

伸， 可计算得到 Rs和 Rsh的值， 如图

2. 29 所示。

例题 2. 1
光伏模块具有以下参数： Isc = 2. 5A， Voc = 21V， Vmp = 16. 5V， Imp = 2. 2A （在标准

条件下给出）。 模块的长度为 L = 90. 6cm， 模块的宽度为 W = 41. 2cm。
a） 计算填充因子 FF。

FF = Imp·Vmp / Isc·Voc = 16. 5 × 2. 2 / 21 × 2. 5 = 0. 69

b） 模块连接到可变电阻负载， 辐照度为 S = 900W / m2。 电阻两端的电压为V =
17. 5V， 流经电阻的电流为 I = 1. 4A。 计算模块效率 η， 其中 A 是模块的横截面积。

A = L ×W = 90. 6cm × 41. 2cm = 3732. 72cm2 = 0. 373272m2

H = Po / P in = I∗V / S × A = 17. 5 × 1. 4 / 0. 373272 × 900 = 8. 103%

c） 辐照度从 S = 900W / m2增加到 S = 1000W / m2。 为了从光伏模块提取最大功率，
需要增加或减少负载电阻阻值是多少？

• 最大功率时的负载电阻为 Rmp = Vmp / Imp = 16. 5V / 2. 2A = 7. 5Ω。

• S = 900W / m2时的负载电阻为 R = V / I = 17. 5V / 1. 4A = 12. 5Ω。
• 负载电阻应减小 Rmp - R = 12. 5Ω - 7. 5Ω = 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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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光伏器件的连接

2. 5. 1　 光伏器件的串联

光伏器件可以是光伏电池、 模块、 面板或阵列。 光伏器件串联连接的主要目的是增

加电压 （见图 2. 30）。

图 2. 30　 串联连接的两个类似的光伏器件

图 2. 31　 串联连接的两个类似的

光伏器件的 I - V 曲线

1. 两个类似的光伏器件串联连接
电压： 两个类似的串联连接的光伏器件

两端的电压 V 等于各个器件电压的总和。
V = V1 + V2 （2. 18）

V1 = VA

V2 = VB

电流： 通过两个类似的串联连接的光伏

器件的电流 I 等于通过任一个器件的电流

（见图 2. 31）。
I = I1 = I2 （2. 19）

2. 两个不同的光伏器件 1 和 2 串联连接
电压： V = V1 + V2 （2. 20）
电流： I = I2（当 I2 < I1时） （2. 21）
对上述两方程的图形化表示如图 2. 32 和图 2. 33 所示。

图 2. 32　 串联连接的两个不同的光伏器件

3. 任意数量串联连接的光伏器件
电压：

V = V1 + V2 + … + VN （2. 22）



44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图 2. 33　 串联连接的两个不同

光伏器件的 I - V 曲线

电流：
对于类似器件， 有

I = I1 = I2 = … = IN （2. 23）
对于不同器件， 有

I = IMIN （2. 24）
对上述两方程的图形化表示如图 2. 34

所示。

2. 5. 2　 光伏器件的并联

光伏器件并联连接的目的是增加电流。

图 2. 34　 串联连接的多个不同光伏器件的 I - V 曲线

1. 两个类似的光伏器件并联连接
电压： 两个类似的并联连接的光伏器件的电压等于每个器件的电压 （见图 2. 35）。

V = V1 = V2 （2. 25）
电流： 通过两个类似的并联连接的光伏器件的电流等于各个器件电流的总和 （见

图 2. 36）。
I = I1 + I2 （2. 26）

图 2. 35　 两个类似光伏器件的并联 图 2. 36　 并联连接的两个类似

光伏器件的 I - V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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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个不同的光伏器件并联连接
电压：

V = （V1 + V2） / 2 （2. 27）
电流：

I = I1 + I2 （2. 28）
对上述方程的图形化表示如图 2. 37 和图 2. 38 所示。

图 2. 37　 并联连接的两个不同的光伏器件 图 2. 38　 并联连接的两个不同

光伏器件的 I - V 曲线

图 2. 39　 并联连接的任意数量的光伏器件

3. 任意数量的并联连接的光伏器件
电压：
对于类似器件， 有

V = V1 = V2 = … = VN （2. 29）
对于不同器件， 有

V = （V1 + V2 + … + VN） / N （2. 30）
电流：

I = I1 + I2 + … + IN （2. 31）
对上述方程的图形化表示如图 2. 39

所示。

2. 5. 3　 阻流二极管

阻流二极管与光伏器件串联连接， 以防

止电流反向流入光伏器件 （见图 2. 40）。 当

负载包括电池或另一电源时， 这一配置是至

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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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0　 阻流二极管示意图

图 2. 41　 旁路二极管示意图

2. 5. 4　 旁路二极管

旁路二极管与光伏模块或面板连接放置 （见
图 2. 41）。 旁路 （或分流） 二极管允许电流在开

路条件或故障的情况下绕过该模块或面板。

2. 5. 5　 光伏电池面板朝向

为了最大化太阳能装置 （模块、 面板或阵

列） 的功率输出， 装置的表面应垂直于太阳入射

光束。 太阳跟踪技术可以用来做到这一点， 但会

增加成本。 如果设备朝向始终固定， 则倾斜角应

等于位置的纬度 （见图 2. 42）。 这样可对能量输出进行优化。

图 2. 42　 光伏器件表面的朝向

　 　 例题 2. 2
两个不同的光伏模块位于相同的辐照度和温度条件下。
• 第一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流为 I1 = 3A， 开路输出电压为 V1 = 24V。
• 第二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流为 I2 = 2A， 开路输出电压为 V2 = 16V。
a） 两个光伏模块串联连接， 如图 2. 35 所示。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开路电

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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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 I2 = 2A， 两个模块输出电流中的最小者

V = V1 + V2 = 24V + 16V = 40V， 两个模块输出电压之和

b） 两个模块并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40。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开路电压 V：
I = I1 + I2 = 3A + 2A = 5A， 两个模块输出电流之和

V = （V1 + V2） / 2 = （24V + 16V） / 2 = 20V， 两个模块短路电压的平均值

　 　 例题 2. 3
两个类似的光伏模块位于相同的辐照度和温度条件下。 第一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

流为 I1 = 3A， 模块两端的开路电压为 V1 = 18V。 第二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流为 I2 = 3A，
短路电压为 V2 = 18V。

a） 两个模块串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33。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开路电压 V：
I = I1 = I2 = 3A

V = V1 + V2 = 18V + 18V = 36V
b） 两个模块并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38。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开路电压 V：

I = I1 + I2 = 6A
V = V1 = V2 = 18V

2. 6　 光伏阵列的优化

2. 6. 1　 简介

图 2. 43　 光伏阵列的 I - V 曲线

使用光伏阵列的问题之一是太阳辐

射和温度的变化将非线性地影响阵列的

电流 - 电压输出特性。 如图 2. 43 所示，
电流 - 电压曲线将根据辐照度和温度而

移动和变形。 因此， 阵列的功率曲线也

将发生移位和变形， 如图 2. 44 和图

2. 45 所示。 为了使阵列始终能够输出最

大可能的功率， 应对工作电压或电流进

行优化， 使其始终工作在曲线的最大功

率点 （见图 2. 45）。
在过去 20 年中， 已经开发了各种

技术对光伏系统进行优化。 阻抗匹配、 电池储能和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可使阵列始终工

作在其最大功率点。 太阳能聚集、 太阳跟踪和电动阵列重置技术可增加光伏系统的电流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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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4　 温度变化对太阳阵列功率曲线的影响

图 2. 45　 I - V 曲线上的最大功率点

2. 6. 2　 阻抗匹配方法

电阻负载匹配只能在恒定的太阳辐照度水平下使用。 对于已知的辐照度水平，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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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阻值将使阵列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见图 2. 46）。 只要器件使用此电阻进行连接，
光伏阵列将始终输出最大功率。 如果辐照度水平改变， 则必须改变电阻大小以对最大功

率点进行匹配。

图 2. 46　 阻抗匹配

2. 6. 3　 电池储能方法

通过将电池与光伏阵列并联， 可对光伏阵列的输出功率进行优化。 在这种方法中，
电池将使光伏阵列始终在其最大功率点工作。 设计者必须事先知道太阳辐照度， 并使用

对应于阵列的最大功率点的总线电压。
最大功率点所在位置大约是阵列开路电压的 80% （见图 2. 47）。 这种估计方法有其

自己的缺点， 因为最大功率点的位置受到温度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 电池电压增加

且光伏阵列电压降低。 电池和光伏阵列之间的不匹配性增加。

图 2. 47　 与光伏阵列并联的电池

2. 6. 4　 太阳能聚光方法

使用太阳能聚光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直接来自太阳的辐射强度。 在低太阳辐照度水
平下， 平面太阳能收集器将无法提供大电流输出。 通过使用反射镜或透镜， 可将太阳辐
射在达到太阳能面板之前进行聚焦。 在众多的太阳能聚光器类型中， 比较常用的类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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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如图 2. 48 和图 2. 49 所示的抛物面槽型光伏聚光器、 如图 2. 50 所示的线性菲涅耳透
镜聚光器以及如图 2. 51 和图 2. 52 所示的点聚焦菲涅耳透镜聚光器。

图 2. 48　 抛物面槽型光伏聚光器示意图

图 2. 49　 抛物面槽型光伏聚光器实物图

图 2. 50　 线性菲涅耳透镜聚光器 图 2. 51　 点聚焦菲涅耳透镜聚光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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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2　 点聚焦菲涅耳透镜聚光器实物图

2. 6. 5　 太阳跟踪控制方法

如太阳在西部， 而光伏阵列的表面朝向东部时， 固定的平板光伏阵列远未得到优

化。 显然， 如果阵列的平面垂直于入射太阳光束， 则阵列吸收的能量是最高的。 通过使

用太阳跟踪器， 功率输出可以增加多达三分之一。 太阳跟踪器一般有三种类型： 被动

式、 微处理器控制式和光电控制式。
被动式太阳跟踪系统不需要任何电子控制器或电动机。 制造商 （如 Zomeworks 公

司） 生产的商业跟踪器一般基于流体动力学原理。 这些跟踪器由氟利昂之类的工作流

体以及一系列管道组成。 如果阵列未对准太阳， 则框架的一侧的加热程度将比另一侧

大； 在这种情况下， 温度高的一侧的氟利昂将被蒸发， 从而推动活塞使氟利昂流动到阵

列的另一侧， 通过重力使阵列发生转动。 总体而言， 这些跟踪器可提供适度的跟踪精

度。 在某些情况下， 此类跟踪器可能被固定在错误的位置或在风力作用下移动。 使用高

扭矩电动机的跟踪系统则没有这些问题。
微处理器控制的跟踪器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确定太阳的位置。 因此， 这种类型的

跟踪器不需要使用太阳光传感器。 步进电动机或光学编码器件可将阵列定位， 使其在一

天中的任何时间都朝向太阳。 控制器可基于纬度、 经度、 时间、 日、 月和年计算太阳的

位置。
相反的， 光电跟踪器通过传感器主动寻找太阳的位置。 它们比微处理器控制的跟踪

器更简单且成本更低。 此外， 它们不需要定期进行重新校准。 Lynch 和 Salameh 设计了

一个使用四个具有圆柱形投影的光电阻器的传感器。 其控制器使用差分放大器、 比较器

和输出组件实现对太阳的跟踪。
这个太阳跟踪系统由八个子系统组成， 如图 2. 53 所示。 主传感器呈四面金字塔形，

在每个面上均安装了一块太阳电池 （见图 2. 54）。 它可提供关于太阳相对位置的信息。
两个固定光束传感器设计用于阻挡尽可能多的漫射光 （见图 2. 55）。 它可探测太阳光束

的存在并提供关于其绝对位置的信息。 位置编码器可实现对跟踪器位置的监控。 通常，
跟踪器子电路从主传感器接收信息， 并且根据该数据控制由方位角和天顶电动机组成的



52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机械驱动系统的运动。

图 2. 53　 光电太阳跟踪器的框图

如果光束传感器没有探测到阳光， 则子电路将接管主传感器控制权并关闭跟踪器。
如果光束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探测到太阳超出主传感器的范围， 子电路也将接管主传感

器控制权， 然后确定方位角驱动电动机的运动方向。 在输出级， 两个共源极功率 MOS⁃
FET 半桥开关构成输出子电路。 最后， 方位角和天顶运动由直流齿轮箱伺服电动机

控制。
在金字塔式传感器中， 两对太阳电池以相对的形式串联连接。 每对中， 每个太阳电

池作为另一个的高阻抗负载， 以提高整体灵敏度。 当跟踪模式被激活时， 跟踪器进行相

应移动， 使所有四个主传感器单元上的发光强度相等。 通过在设计中添加光束传感器，
在散射太阳辐射条件下的光跟踪可以得到改善。 如图 2. 55 所示， 光敏晶体管位于各自

半球的中心。

图 2. 54　 金字塔式传感器 图 2. 55　 光束传感器

2. 6. 6　 电动光伏阵列重构方法

在由光伏供电的直流电动机系统中， 低太阳辐照度水平可能导致电动机的停机。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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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比例 （T = KΦIa）， 较低的光伏输出电流会将转矩降低到

低于保持电动机运行所需的失速转矩。 两级电动阵列重置控制器 （electric array reconfig⁃
uration controller， EARC） 的目的是基于日照水平在并联和串联光伏阵列配置之间切换

来保持电动机运行。
在清晨、 深夜以及阴天， 太阳能光伏阵列上的太阳辐照度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 可

用于起动电动机的最大电流大致等于光伏阵列的短路电流 Isc。 为了增加可用电流， 可

以重新配置两个光伏阵列单元 U1 和 U2， 使其并联接线 （见图 2. 56）。 在高太阳辐照度

期间， 系统可再次重新配置， 使 U1 和 U2 串联连接 （见图 2. 57）。

图 2. 56　 串联模式 图 2. 57　 并联模式

图 2. 58　 开关电路的电动光伏阵列重置

两级 EARC 系统的开关电路设计由三个 N
沟道MOSFET 组成。 在高辐照度下， MOSFET G1
（见图 2. 58） 将被激活， 使得光伏阵列单元串联

连接。 在该配置下， 供应给电动机的电流是 I，
电压是 V。 在低辐照度情况下， MOSFET G2 和

G3 被激活， 使得光伏阵列单元处于并联状态。
此时， 提供给电动机的电流为 2I （串联模式下

电流的两倍）， 电压为 V / 2 （串联模式下电压的

一半）。 由于永磁动电动机一般具有较宽的工作

电压， 所以这种电压降低 （即并联模式） 不会

导致电动机的停机。 通过添加一块参考太阳电池， 可以设置阈值辐照度水平以实现在并

行和串行模式之间的切换。
安装在与光伏阵列相同的平面和方向上的参考太阳电池将产生与辐照度水平成正比

的电流。 在图 2. 59 中， 该参考电流信号通过 47Ω 负载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 并与设定

的阈值电压进行比较。 需要两个比较器来打开 G1 （串联模式） 或 G2 和 G3 （并联模

式）。 当参考电压大于设定值时， 高压比较器将触发 G1， 从而将阵列 U1 和 U2 串联连

接。 相反， 当参考电压小于设定值时， 低压比较器触发 G2 和 G3， 从而将阵列 U1 和 U2
并联连接。

如图 2. 59 所示， 参考阈值电压是通过 UA 7812 （12V 稳压模块）、 220Ω 电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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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9　 控制器电路的电动光伏阵列重置

3. 6V 二极管获得的。 当调节器失去调节功能时 （即当光伏阵列输出电压过低时）， 二

极管将使参考节点电压保持在 3. 6V。 100kΩ 电位器用于调整参考电压。 为了简化触发

电路， 可使用光隔离器为 MOSFET 提供栅极电压。 由于 MOSFET G3 的源极和漏极电压

高达 24V， 因此需要电压倍增器来提供足够高的栅极电压以导通 G3。 注意 EARC 中的

所有稳压器是如何由光伏阵列供电的。 因此， 整个系统不需要例如电池之类的外部

电源。

2. 6. 7　 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

由于现代光伏阵列仍然具有相对较低的转换效率， 因此可以使用用于负载接口的高

效率功率调节器、 DC - DC 变换器等来降低整个光伏系统的成本。 在设计最大功率点跟

踪器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er， MPPT） 时， 通常使用模拟电路或微控制器对 DC -
DC 变换器进行控制 （见图 2. 60）。

为了从光伏阵列中获得最大功率， 可使用 MPPT 来控制阵列的功率点波动。 如前所

述， 辐照度和温度的变化会改变工作功率点， 使其无法达到最大值。 MPPT 可连续地跟

踪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 而不仅仅是优化特定辐照度或温度下的电流或电压。
目前大多数 MPPT 设计由两个基本组件组成： 开关变换器和控制电路。 开关变换器

实质是一个 DC - DC 变换器， 其功能是允许在某电压下的能量被吸取， 在电感器中作为

磁能存储， 然后在另一电压下释放。 通过在各种拓扑结构中配置 DC - DC 变换器， 可以

构建从高电压到低电压 （降压） 或从低电压到高电压 （升压） 的电压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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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0　 MPPT 电路

1. MPPT 控制算法
目前已有多种算法来实现 MPPT 的控制。 其中三种最常用的算法是扰动观察法、 增

量电导法和功率斜率法。
扰动观察法通过周期性对阵列两端电压进行扰动， 并将光伏输出功率与前一扰动周

期的光伏输出功率进行比较。 如果电压扰动导致光伏系统输出功率增加， 则随后的扰动

在相同方向上进行。 相反， 如果电压扰动导致光伏输出功率减小， 则在相反方向上进行

后一周期的扰动。 显然， 如果电压扰动不改变光伏输出功率， 在下一个周期中不改变。
对于增量电导法， 需要两个值以实现向最大功率点的移动： 源电导 （G = I / V） 和

增量电导 （ΔG = dI / dV）。 该算法的目的是搜索使源电导等于增量电导的电压工作点。
来自源的输出功率可以表示为

P = V × I （2. 32）
对两边求导并展开可得

dP / dV = d（V × I） / dV （2. 33）
= Ι × dV / dV + V × dI / dV （2. 34）
= I + V × dI / dV （2. 35）

∴ （1 / V） × dP / dV = I / V + dI / dV （2. 36）
源电导的定义为

G = I / V （2. 37）
源增量电导的定义为

ΔG = dI / dV （2. 38）
通常情况下， 来自于光伏阵列的输出电压是正的； 因此， 式 （2. 36） 中的值 1 / V

为正值。 式 （2. 36） 说明， 如果源电导大于增量电导， 则说明工作电压低于最大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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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1　 增量电导法

点的电压， 反之亦然。 这些概念 可 由 式

（2. 39）、 式 （ 2. 40 ） 和式 （ 2. 41 ） 表示，
并显示在图 2. 61 中。

如果 G > ΔG，则 dP / dV > 0 （2. 39）
如果 G = ΔG，则 dP / dV = 0 （2. 40）
如果 G < ΔG，则 dP / dV < 0 （2. 41）

功率斜率法直接使用功率斜率 dP / dV 来

找到最大功率点。 以固定的时间间隔连续探

测光伏阵列的输出电流和电压， 可以计算得

到功率斜率。 功率斜率的计算公式为

dP / dV = [P（当前） - P（前一时间点）] / [V（当前） - V（前一时间点）] （2. 42）
如果电压连续地增加或减小， 则功率斜率可以用于确定何时反转方向。 例如， 如果

光伏阵列的输出电压增加 （dV > 0）， 并且 dP 被计算为正值， 则功率斜率为正。 另一方

面， 如果 dP 被计算为负值， 则功率斜率是负的， 并且电压的方向将需要被反转， 以便

使阵列输出电压开始逐渐减小。 这种 “爬山” 算法被总结在图 2. 62 中， 可以通过控制

DC - DC 变换器的占空比而容易地加以实现。

图 2. 62　 功率斜率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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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升压 MPPT 控制器

PWM 控制器的框图如图 2. 63 所示。 通过将阵列电压和电流相乘可以获得瞬时功

率。 结果被馈送到一具有较大时间常数的 RC 电路和另一具有较短时间常数的 RC 电路。
由于 RC 电路引入时间 （相位） 延迟， 所以快速 RC 电路输出将是 “当前” 功率输出，
而慢速 RC 电路输出将是 “先前” 功率输出。 在图 2. 63 中， 点 I 表示 “当前” 功率，
而点 P 表示 “先前” 功率。 两个点的时间延迟将与两个信号的时间常数的差成比例。
如果延迟较小， 则跟踪最大输出功率的误差将非常低。

图 2. 63　 PWM 控制器

比较器的输出用于为触发器提供时钟。 触发器被设置为只能在其输出处对 RC 电路

进行充电或放电。 结果， 通过将一高频三角波与 RC 电路的电压进行比较， 其产生的占

空比将会增加或减少， 并且可仅被用于改变方向。 这一点确保了占空比的改变总是向最

大功率点方向移动。
当 PWM 控制器被激活时， 占空比将开始增加， 从而增加功率输出 （见图 2. 64）。

点 I 将按一定时间间隔沿功率曲线向上移动， 且移动速率大于 P 点。 当点 I 通过最大功

率点时， 其值将在未来某一时间点上小于点 P 处的功率。 此时， 比较器输出将切换到

高电平， 触发在上升沿时发生反转， 结果导致占空比改变的方向发生反转。 因此， 点 I
将沿着相反方向移动， 直到再次通过点 P。 该振荡运动将无限地运行， 并且最终在最大

功率点附近的小区域内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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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4　 占空比增加， 功率输出增加

2. 7　 光伏系统

太阳电池的早期应用场合是在太空。 从 1958 年开始， 美国和苏联几乎所有的长期

空间任务都由光伏提供电力。 光伏系统在地面的使用场合一直在稳步增长。 在短短的

40 年的光伏发展历程中， 成本已有大幅下降， 而效率几乎翻了 3 倍。

2. 7. 1　 光伏系统的分类

光伏系统与传统的化石燃料燃烧系统不同。 常规燃料系统所需输入燃料量取决于输

出， 而光伏系统的输入取决于辐照度。 光伏输出可能由于外部因素 （如移动的云） 而

发生变化。 光伏系统的容量分为非常小 （小于 5W）、 小 （5W ～ 1kW）、 千瓦 （1kW 到

几十 kW）、 中等 （几十 kW 到 100kW） 或大 （1MW 或更大）。 大型系统可连接到用于

商业或公用电力发电的电网。
有两种类型的光伏系统： ①并网系统和②独立系统。 独立系统有两种可能的版本，

具体取决于负载对电源的需求， 主要是照明、 通信、 娱乐和电阻负载的需求。
1） 带直流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 通常需要电池储能。
2） 带交流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 通常需要电池储能 （典型负载包括感应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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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储能是独立光伏系统设计成功的关键。 在白天， 光伏阵列对电池充电， 以便使

它们可以在夜间和阴天提供能量。
1. 并网光伏系统
交互式并网光伏系统， 有时也被称为公用交互式光伏系统， 用于住宅、 工业和中央

供电系统 （见图 2. 65）。 然而， 为了将光伏系统连接到公用电网， 其使用的逆变器必须

满足特定标准。

图 2. 65　 并网光伏系统

2. 带直流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
当电池电压达到其最大允许值时， 电压调节器将断开光伏器件。 如果电池电压达到

其最小允许值， 它还将断开负载， 以避免损坏电池。 DC - DC 变换器用于将光伏电压升

高或降低， 以满足负载电压的需求 （见图 2. 66）。 增加电池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即使

没有光伏电源的情况下也可以为负载供电。 对于使用时间不敏感的负载 （如灌溉水

泵）， 则可不使用电池储能。

图 2. 66　 带直流负载的光伏系统

3. 带交流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
这种类型的光伏系统配置有逆变器， 将光伏系统的直流输出变换为交流。 其用途之

一是在没有交流电力供应的偏远地区为住宅供电。 这种系统需要电池储能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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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7）。 另一方面， 驱动额定功率大于 15hp㊀的交流电动机水泵不需要电池存储。

图 2. 67　 带交流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

2. 7. 2　 光伏系统的组成

光伏系统通常包括光伏阵列， 电池组 （如果需要） 和相关的系统平衡 （balance -
of - system， BOS） 部件， 以安全地满足给定负载的功率需求。

1. 平衡系统组件
系统平衡设计涉及设计和选择附加组件， 包括：
1） 电压调节器或充电控制器： 这是使用电池储能系统时的重要设备。 调节器控制

电池的电流和电压输入， 防止电池受到损坏。
2） 功率调节器 （即逆变器或 DC - DC 变换器）： 这些组件提供光伏系统和 AC 负载

之间的接口。 它应与光伏阵列的电气输出相匹配， 并与所有负载兼容。 同时这些组件也

应该符合 IEEE 标准。
3） 报警和切断装置： 这些器件通常用于光伏系统中警告电池组上的低电压， 并断

开负载以防止损坏。 当使用电池时， 这些组件是绝对必要的， 可在电池组提供保护。
4） 二极管： 这些器件是用于阻断从电池组流向光伏阵列的电流以保护模块的电气

装置。 这种二极管称为阻流二极管。 与模块并联连接的旁路二极管也用于允许电流绕过

大型阵列中的受损坏的模块。
5） 压敏电阻 （用于浪涌保护）、 断路器和熔丝 （用于过电流保护） 应在整个系统

中得到使用。
6） 电表： 在公用交互式光伏住宅中最少可能需要两只电表。 一只用于测量进入住

宅的有用电量， 另一只用于测量回到公用配电网的电量。
低成本改进的计量策略可增加一个 （或两个） 额外的电表： 一个用于测量光伏系统

㊀　 1hp = 745. 7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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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C 能量输出 （另一个用于测量制冷和制热所消耗的电量）。
这种简单的计量方案将提供有关光伏系统性能 （和主要房屋负载） 的有用信息。

总的房屋负载可以通过将光伏输出与所使用的公用设施耗电量相加， 然后减去反馈给公

用电网的多余电量来计算。 光伏系统还配备有用于测量电流的电流表和用于测量电压的

电压表。
7） 安装结构： 安装阵列的框架可以由木材或钢制成。 框架的角度可以按照所在位

置的纬度固定， 或者利用单轴或双轴跟踪来对太阳进行跟踪。 太阳跟踪器的成本更高，
但是光伏系统的效率可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统计， 安装跟踪系统可使输出能量增加

20%以上。
机架和接地安装： 安装光伏阵列时必须考虑以下条件：
① 机架安装的阵列应该位于高处， 并以非零角度相对于安装表面 （屋顶或地面）

倾斜。 最佳倾斜角通常等于安装光伏系统所在位置的纬度。
② 对于机架安装的光伏系统， 应选择使用最佳朝向 （包括方位角和倾斜角）。
③ 机架安装件通常需要承受较高的结构载荷， 导致安装硬件的成本较高， 并且与

直立安装件相比吸引力较小。 然而， 对于相同的阵列面积， 机架安装的总能量输出通常

稍高， 因为这种安装方式可以选择优化取向， 且具有较低的平均运行温度。
④ 地面支架应有效地固定在地面上， 以抵抗由风荷载引起的抬升。 根据现场的情

况， 机架可以是木制或金属结构。
⑤ 为了减少腐蚀， 尽可能避免在框架、 安装和接地材料中使用不同的金属。 机架

安装 （见图 2. 68） 推荐在平屋顶和地面安装。

图 2. 68　 机架安装

2. 电网交互式逆变器的特点
因为光伏模块和阵列产生直流电， 而大多数住宅负载需要使用交流电， 所以光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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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需要用于将直流电能转换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这种电子装置被称为逆变器。 在电网交

互式光伏系统中， 逆变器还用作系统的控制器， 控制能量流入和流出电网。
正确设计的逆变器应确保系统的安全， 最大化交流电能的转换， 保证阵列运行在最

大功率点， 确保较高的转换效率， 并提供高电能质量。 以下是直流逆变器的特性：
1） 直流额定电压： 这是逆变器的设计输入电压。 通常， 逆变器效率在额定电压下

是最高的。 阵列最大功率时的电压应与逆变器输入直流额定电压兼容。
2） 直流电压阈值： 逆变器应该能够在一定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内运行， 以允许在

各种预期的气象条件下以及使用不同的阵列类型和配置进行操作。 电压的下限和上限被

称为电压阈值。
3） 直流额定功率： 逆变器的额定输入功率。 逆变器的直流额定功率应超过在全日

照条件 （1kW / m2） 和正常工作电池温度 （normal operating cell temperature， NOCT） 下

阵列的最大功率。 此外， 逆变器应能够通过偏离阵列最大功率跟踪 （maximum power
tracking， MPT） 限制输入功率， 或通过提高逆变器的额定功率来应对阵列上偶尔接收

的更高的辐照度 （1. 3 ～ 1. 4kW / m2）。
4） 直流功率阈值： 逆变器的最大直流输入功率 （且没有产生交流功率） 被称为直

流功率阈值， 这是运行中逆变器电路中的恒定功率损耗。 因此， 直流功率阈值应该保持

尽可能低， 一般在直流额定功率的 2%内。
5） 最大功率跟踪： 在一定的现场条件下， 从阵列获得最大能量输出需要逆变器在

最大功率点上保持跟踪。 最大功率点的电压随气象条件而变化， 在低日射和高电池温度

下电压较低， 在高日照和低电池温度时较高。 取决于当地气象， 最大功率点电压的变化

可以达到阵列 SOC 电压的 ± 5% ～ ± 12% 。 额定输入电压在 85% ～ 115%的 MPT 电压范

围浮动通常是较好的结果。 MPT 电压低于此范围可能导致可用功率的损失。
6） 纹波系数： 指从逆变器输出端对逆变器输入端 （直流侧） 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

以由电磁感应引起， 或者通过逆变器机箱、 接地连接或逆变器组件传导。 纹波系数定义

为逆变器输入端电流交流分量的峰 - 峰值除以额定直流输入 （见图 2. 69）。 功率调节器

通常认为 5%以内的纹波是可接受的。

图 2. 69　 纹波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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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波 % =
Ipp（AC）
Inom（DC） × 100% （2. 43）

以下是逆变器的交流特性：
7） 交流额定电压： 这是逆变器的设计输出电压。 对于电网交互式逆变器， 交流额

定电压是电网电压， 其在配电变压器处为 240V （相间） 或 120V （相对地）。
8） 交流额定功率： 这是逆变器的全额定输出功率， 等于直流额定功率与满功率下

逆变器效率的乘积。 交流额定功率取决于逆变器在额定直流输入电压和交流欠电压阈值

下的交流功率能力。
9） 电网电压阈值： 为保护公用配电系统， 连接的电器、 负载以及逆变器本身———

只有当逆变器输出点的有效电压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才能工作。 该可接受范围的下限和

上限值称为电网或交流 （输出） 电压阈值。 推荐分别为欠电压和过电压阈值的 86. 7%
和 105. 8% 。

10） 工作频率范围： 电网交互式逆变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与电网同步。 此外， 为了

保护公用配电系统、 连接的负载和电器， 逆变器应在很窄的有效频率范围内运行。 按照

美国标准， 逆变器工作的推荐范围为 59. 5 ～ 60. 5Hz （由 Sandia 国家实验室提供）。

图 2. 70　 失真波形中的谐波

11） 总谐波失真 （ total har⁃
monic distortion， THD）： 标准的

公用服务电压是 60Hz 的正弦波。
然而， 逆变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波

形可能偏离纯正弦 60Hz 信号。
任何失真的波形可以分析显示为

由60Hz （基波） 频率和高次谐波

频率 （60Hz 的倍数） 组成， 如

图 2. 70 所示。 各个谐波的幅度

的平方和除以基频的幅度的平方

根被称为波形 （电流或电压）
的 THD：

THD =
∑

∞

n = 2
A2

n

A1
（2. 44）

式中， An是第 n 次谐波的幅值。
注入公用电网的电流谐波也产生电压谐波， 其幅值取决于谐波频率处的公用系统阻

抗的大小。 因为公用系统阻抗通常非常低， 所以电压 THD 通常远低于电流 THD。
谐波失真可能对连接的负载和公用设备有害， 因为较高频率的分量会在变压器、 感

应电动机和其他负载中产生热量。 这种危害以及在谐波频率下由电抗元件 （电容器和

电感器） 组合引起的谐振的可能性导致必须对逆变器输出谐波失真进行限制。 对于高

质量的电网交互式逆变器， 电流 THD 应小于或等于 5% ， 电压 THD 应小于或等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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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流失真， 单频谐波分量应小于或等于 3% ； 对于电压失真， 应小于或等于 1% 。
12） 功率因数： 定义为供电功率除以输出电流和电压的乘积。 如果图 2. 70 中电压

和电流输出为同相， θ = 0， 则功率因数为 1， 所有的功率都可得到利用。 如果功率因数

小于 1， 则系统的伏安输出大于以瓦为单位测量的实际消耗功率。 较低的功率因数， 不

仅会导致传输损耗的增加， 而且会导致系统容量的增加， 需要采用更大容量的输配电装

备。 此外， 较低的功率因数可能影响电压调节。 电网交互式逆变器的推荐功率因数范围

为不低于 0. 95 （见图 2. 71）。

图 2. 71　 交流电路中电流和电压波形

① 交流电路： 电流波形并不总是与电压波形同相。
② 功率因数为 cosθ， 实际功率为 VIcosθ。
13） 电网隔离： 逆变器交流输出与电网连接点之间的隔离是必要的， 以防止来自

光伏阵列的直流电流到达配电变压器或其他负载。 为此， 推荐在输出级的逆变器中安装

隔离变压器。
14） 电磁干扰 （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逆变器中高频开关 （60Hz ～

100kHz） 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EMI 可能对通信设备， 包括电话、 无线电、 电视， 以及

由同一电网馈送的任何信号， 产生不利影响。
15） 交流备用电源： 交流备用电源是在逆变器没有输出时消耗的电网电量。 通常

建议逆变器具有自动的夜间开关， 使逆变器输出功率低于直流功率阈值时实现实际功耗

的最小化， 这通常发生在低日照和夜间条件下。
16） 音频噪声： 逆变器中的开关电路和电磁部件会产生噪声。 因此， 逆变器应位

于居住区中对噪声较不敏感的区域。 某些逆变器可能需要进行隔音处理， 但是应注意隔

音处理不影响通风散热。 在离逆变器机柜表面 2m 距离处的最大声级为 0. 75dBA。

2. 7. 3　 带电池储能的独立光伏系统设计

通过系统地考虑待供电负载， 所需电池的类型和尺寸， 光伏阵列尺寸， 附加的电气

和结构部件以及成本， 可以有效地实现独立光伏系统的设计。
1. 负载评估
负载评估 （即由光伏系统服务的设备的能量和功率要求） 是设计过程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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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统供电的设备应尽可能节能。 例如， 在照明应用中应当选择荧光灯或钠蒸气灯， 而

不选择效率较低的白炽灯。 尽量使用直流设备， 这样可以不必安装逆变器， 从而可以更

有效地利用能量。
负载评估的最终结果应为每月典型日期 24h 内的负载曲线。 在确定电池组和光伏阵

列的大小时将需要这些信息。 最终负载评估将完成如下内容：
1） 确定设备功率和能量要求 （W 和 Wh）；
2） 指定设备电气特性 （电压， 交流或直流）；
3） 评估并提高设备效率；
4） 确定负载曲线。
2. 电池储能容量
对电池储能容量的评估是独立于光伏阵列评估的。 设备负载在系统直流电压下可从

Wh 转换为 Ah， 用以确定电池组的规格。 电池系统的大小必须适用于最严苛的情况， 应

假定可以负担整个负载输出达到固定的天数。 存储使用天数是一个主观判断， 通过考虑

实际条件及其可能与该位置处的平均条件的不同， 可能与设计存储使用天数不同。 典型

的储存期为 3 ～ 10 天。
电池容量 （以 Ah 为单位） 是与温度相关的， 制造商的额定值应根据温度进行校

正， 以便更好地为负载服务。 一旦确定了所需的 Ah 数， 就可以选择电池， 并按照制造

商的信息和所需的放电深度来设计电池组。 所需的电池总数是串联电池数量 （建立电

压） 和并联电池数量 （建立容量） 的乘积。 总而言之， 电池储能容量按如下步骤确定：
1） 确定负载 Ah 的要求；
2） 按照温度对 Ah 进行校正；
3） 确定所需的电池数量。
3. 光伏阵列大小的确定
光伏阵列的大小可以通过考虑可用的太阳辐射、 阵列的倾斜角以及所选用的光伏模

块参数来确定。 可用的太阳辐照度在整年中是变化的， 并且是阵列的倾斜度的函数。 如

果负载是恒定的， 设计者必须考虑一年中具有最低辐照度的时间 （通常是 12 月或 1
月）。 知道可用的辐照度和所需的功率输出之后， 可以使用由制造商提供的模块参数来

确定阵列的大小。
虽然负载消耗的是能量 （Wh）， 但光伏模块产生的是电流。 电压由负载或电池组

决定。 因此， 在允许电压变化的系统中， 设计者应该在确定阵列尺寸时考虑电流 （而
不是电压）。 峰值功率和电流 （在峰值功率下） 均可从制造商处获得。

使用模块峰值电流和每日辐照度， 可以确定由光伏模块在最差月份每天输出的 Ah
数。 由于电池的效率低于 100% ， 所以先前确定的负载所需的 Ah 需要向上调整 （通常

假定为 80%的电池效率）。 在了解负载的要求和最差月份期间单个模块的供电能力之

后， 可以确定阵列的大小。 光伏阵列大小设定的步骤如下：
1） 确定可用的阳光 - 峰值太阳小时数；
2） 选择阵列、 倾斜角和候选模块；



66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3） 决定阵列大小尺寸 （计算每日 Ah 输出）；
4） 评估阵列 - 电池组合。
4. 决定具有电池储能的偏远地区独立光伏系统大小的步骤
步骤 1： 计算负载或负载能量需求

A1 查找将用于独立光伏系统的逆变器效率。
A2 确定电池总线电压。 选择要安装的负载电气组件。
A3 查找每个组件的额定功率。
A4 如果工作温度与设计温度不同， 查找每个组件的调整瓦数。
A5 确定每个组件每天运行的小时数。
A6 查找每个组件每天的能源需求。
A7 将所有组件每天的能量需求相加。
A8 最后， 找出所有组件每天的 Ah 需求。
对于住宅房屋， 每个部件每月的估计能量需求 （kWh） 见表 2. 1。 该表可用于计算

每月的电能需求量， 如果将其除以 30， 则可获得每天的电能需求量———A7 和 A8。
步骤 2： 计算电池储能容量

B1 期望或需要的供电天数。 该天数取决于光伏系统的位置； 在北方天数较长， 在

阳光充足的地方天数较少。 通常该天数是预期的没有太阳的连续天数。
B2 所使用电池的期望放电深度 （DOD） 限制。 该值取决于电池类型。 铅酸电池为

80% ， 镍镉电池为 100% 。
B3 所需的可用容量 （A8 × B1） （Ah）。
B4 决定将安装在光伏系统中的所选电池的 Ah 容量。
B5 有用的电池容量 （B4 × B2） （Ah）。
B6 所需电池总数 （B3 ÷ B5）。
步骤 3： 确定光伏阵列大小

C1 每天的总能量需求 （A7） （Wh）。
C2 铅酸电池的充放电效率 （0. 80 ～ 0. 85）。
C3 为满足负载能量需求， 每天需要的阵列能量输出 （C1 ÷ C2） （Wh）。
C4 选择的光伏模块开路电压 × 0. 8， 这大致是光伏模块的工作电压。
C5 所选择的光伏模块在辐照度为 1000W / m2下的输出功率。 该数值由所选光伏模块

的制造商给出。
C6 最佳倾斜角下的峰值太阳小时数， 该角度通常是纬度角。 峰值太阳小时数取决

于安装光伏模块所在的位置。 地球上的每个位置都会有一固定值， 具体取决于该地点的

晴朗程度。
C7 每个模块每天的功率输出 （C5 × C6） （Wh）。
C8 炎热气候和关键应用的工作温度降额系数 （DF = 0. 80）。 对于温带气候和非关

键应用为 DF = 0. 95。 C8 = DF × C7， 单位为 Wh。
C9 满足负载能量要求所需的模块数 （C3 ÷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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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住宅电力需求

产品
每月预计用电量 /

kWh
产品

每月预计用电量 /
kWh

炊具 空调系统

电水壶 7 中央空调 （2 匹） 1450

咖啡机 9 中央空调 （3 匹） 2100

深炸锅 7 中央空调 （4 匹） 2750

洗碗机 90 除湿器 144

煎锅 8 电热毯 12

微波炉 10 全屋通风扇 30

电炉 42 吊扇 12

烤箱 5 换气扇 4

电饭煲 12 水暖

吐司机 3 家用水泵 27

垃圾处理机 4 游泳池水泵 375

开罐器 每台 < 1 喷淋系统 28

搅拌机 每台 < 1 热水器 （平均） 212

食品存储 热水器 （2 人） 195

冰箱 （12ft3）㊀ 78 热水器 （4 人） 310

带冷冻室的冰箱 （12. 14ft3） 125 健康与美容

无霜冰箱 （14 ～ 17ft3） 170 吹风机 2

无霜冰箱 （17 ～ 20ft3） 205 卷发器 1

冰柜 （14. 5 ～ 17. 5ft3） 135 取暖灯 1

无霜冰柜 （14. 5 ～ 17. 5ft3） 138 剃须刀 1

洗衣服务 电动牙刷 1

烘干机 78 家庭娱乐

电熨斗 5 收音机 7

衣物烘干机 10 音响 9

照明 黑白电视 （显像管） 18

4 ～ 5 个房间 50 黑白电视 （固态电路） 8

6 ～ 8 个房间 60 彩色电视 （显像管） 44

室外照明 45 彩色电视 （固态电路） 27

居家必备品

钟表 1. 5

缝纫机 1

吸尘器 4

㊀　 1ft = 0. 3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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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4
某家庭有电器和日常能源消耗， 如下表所示。

电器 每日用电量 / kWh
咖啡机 0. 3
微波炉 0. 333
冰箱 4. 167

洗衣机 0. 33
吸尘器 0. 133
电视 1. 467

搅拌机 2
电饭煲 8
洗碗机 3
吐司机 0. 1
干衣机 2. 6
照明 1. 667
电扇 0. 4

吹风机 1. 0
电熨斗 5
合计 37

a） 计算该家庭的每日用电需求。
b） 如果电池总线电压为 12V， 则计算该家庭的 Ah 需求为（37000 / 12） Ah =3083. 3Ah。

　 　 例题 2. 5
独立房屋每天的平均电能需求为 E = 24kWh。
a） 计算 6 天的能量存储所需的电池数量。 可用电池的规格为： V = 12V， 容量 C =

450ah， 电池效率为 80% ， DOD = 100% 。
6 天的能量需求 EH为

EH = 6 × 24kWh = 144kWh
一块电池的容量

E = 450 × 12Wh = 5. 4kWh
所需电池总数为

144 / 5 = 26. 66
因此需要 27 块电池。
b） 如果房屋所在位置的峰值日照时数为 5， 则计算使用上述电池满足房屋能源需

求所需的 100Wp 光伏组件的数量。 忽略逆变器损耗。 考虑电池损耗， 由光伏系统产生

的电能为

E = 24 / 0. 8kWh = 30kWh
单个面板的日电能输出为

5 × 100kWh = 500kWh
面板数量为 30000 / 50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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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光伏技术的应用

来自太阳的辐射与特殊的半导体材料结合， 可以用于产生电能为电气设备供电， 而

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损害。 随着技术的进步， 电气元件的耗能越来越低。 同时， 通常被

称为太阳电池的光伏器件具有越来越好的填充因子和更高的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结合

更好的储能系统以及更低的制造成本， 使得太阳能发电的实用性逐渐增加。 图 2. 72 显

示了世界上使用太阳能发电的区域。

图 2. 72　 世界上使用太阳能发电的区域

2. 8. 1　 太阳能发电的演变历史

虽然光伏效应发现得较早， 但是太阳能革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才开

始。 人们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使用太阳的能量。 从邻居的屋顶上看到巨大的太阳电池板和

循环水管道的景象并不罕见。 但是， 这些装置仍然存在众多问题： 电池板会受到风力作

用而变形， 外壳经常漏水， 并且需要冷却泵。 几年后， 繁荣结束了， 这些面板开始从人

们的房子上消失。 你很少看到 80 年代还有人安装太阳能面板。 虽然这些太阳能面板大

部分用于产生热水， 但是当人们想到 “太阳电池板” 时， 头脑里浮现的仍然是这些面

板的印象。
下一个趋势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便宜且有效的太阳能计算器。 太阳能计算器使人们开

始接受小型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图 2. 73 所示的是今天仍然可用的老式太阳能计算器。
图 2. 74 显示了太阳能的更高级应用： 利用光伏系统用于向国际空间站 （ISS）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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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3　 老式太阳能计算器 图 2. 74　 国际空间站

图 2. 75　 带旋转叶片的玩具直升机

1. 不需要使用电池的产品
光伏技术的发展与大表面积低功耗器件

的发展是匹配的， 因此允许在器件表面安装

适合的太阳电池板。 虽然对于实际设备有无

限的应用， 但是早期的光伏技术常常在礼品

和小玩意上看到 （见图 2. 75）。 太阳能计算

器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一块小小的手表电

池可以为一个计算器供电多年， 所以光伏技

术实际没有太多的市场需求。 银行通常会批

量购买这些商品， 打上它们的标志， 并作为

纪念品送给客户。
一些其他应用包括玩具飞机、 风车和辐射计等。 随着阳光辐照度的增加， 辐射计的

旋转速度加快 （见图 2. 76）。 此外， 太阳能风铃 （不是普通风铃） 内部有一个小电动

机， 当没有风时， 可在门廊或花园播放舒缓的音乐 （见图 2. 77）。 这些产品均使用太阳

电池板并且不需要储能电池。 由于不需要电池， 因此这些产品的成本非常低。
2. 需要电池的产品
其他一些流行但价格便宜的太阳能产品包括收音机、 手电筒 （见图 2. 78） 和驱蚊

器等。 这些物品中都具有储能单元 （电池）， 使其在没有阳光时可以工作。 这些产品的

共同点是太阳电池板本质上是电池充电器， 对电池充电后供设备使用。 巧合的是， 太阳

电池充电器也在市面上有售。 图 2. 79 ～ 图 2. 81 中为一些产品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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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6　 辐射计 图 2. 77　 太阳能风铃

图 2. 78　 太阳能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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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9　 太阳能驱动飞机

图 2. 80　 太阳能路灯

图 2. 81　 太阳能花园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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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容量发电

图 2. 82　 便携式太阳电池板

轻质光伏面板可用于对无常规电力供应

的产品供电。 这些面板可用于为手机、 计算

机、 钻机和我们每天使用的大多数其他电气

设备供电 （见图 2. 82）。 太阳电池板可以按

照不同的尺寸进行购买， 并且一些公司的产

品允许并联连接， 使得多个电池板可以一起

使用以获得更大的功率输出。

2. 8. 2　 便携式面板和发电装置

光伏技术中更常见的产品是太阳能发电

机。 太阳能发电机主要由太阳电池板、 电池、
稳压器和插座组成， 其有从 5W 到 750W 甚至

高达 1500W 的各种容量。 Solar Dynamics 是制造这些产品的领先公司之一。 该公司也生

产其他配件。 太阳能发电机的输出可以是 3V、 6V、 9V 或 12V 直流或交流电。 Solar Dy⁃
namics 的名为 Harvester 的大型发电机目前正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使用， 用于清洁饮用

水的生产。 便携式发电机的示例如图 2. 83 所示。 太阳能驱动的水净化系统如图 2. 84
所示。

图 2. 83　 便携式太阳能发电机

（直流 + 600W 交流）

图 2. 84　 光伏水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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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3　 使用光伏发电的家庭和偏远村庄

如前所述， 当考虑向家庭提供太阳能时， 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流行的大而难看的太阳能面板。 今天， 这些面板已成为历史， 市面上可见的是较新的、 形

状合适的、 时尚的、 有吸引力的面板。 这些面板可以提供大量的电力， 有很长的寿命， 并

且可提供纳税上的优惠。 此外， 电力公司还依法必须购买未使用的太阳能电力。
图 2. 85 所示为马萨诸塞州的一座光伏电站。 使用光伏的家庭需要具有精确的功率调

控和优良的电池储能系统， 以及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 电池储能系统通常是由

一系列深循环铅酸电池组成。 所需的电池数量将根据每天消耗的平均电量和所使用的太阳

电池板的类型而变化。 此外， 图 2. 86 显示了一种由光伏供电的阁楼通风系统。

图 2. 85　 马萨诸塞州的光伏电站

太阳能屋顶板现在主要用于家用建筑， 这种面板降低了安装在房屋上的光伏系统的

成本 （见图 2. 87）。 光伏系统还可用于为偏远的村庄和岛屿供电。 图 2. 88 显示了使用

光伏发电的纳瓦霍部落保留区， 图 2. 89 显示了沙特阿拉伯的光伏发电村。 表 2. 2 给出

了独立光伏系统应用摘要。

图 2. 86　 太阳能阁楼通风系统

来源： 图片由 Solatube International 提供。 图 2. 87　 安装的太阳能屋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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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8　 使用光伏发电的纳瓦霍部落保留区

图 2. 89　 沙特阿拉伯的光伏发电村

表 2. 2　 独立光伏系统应用摘要

电池充电

照明

　 　 隧道照明

　 　 街道照明

通信

　 　 雷达

　 　 微波发射塔

　 　 便携式军用通信装置

导航

　 　 信标

　 　 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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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灯塔

水泵

　 　 灌溉

　 　 地下水井

阴极 （腐蚀） 保护

　 　 输电塔

　 　 桥梁

　 　 管道

　 　 水井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循环泵

医疗用品和食品的制冷

环境传感器

　 　 辐射采样器

　 　 噪声监测器

　 　 气象站

入侵检测器 / 抑制器

　 　 入口监测器

　 　 电篱笆

航空援助

　 　 雷达信标

　 　 风速计

空调

　 　 小型冷却器

　 　 通风机

水净化和脱盐

住宅用电

　 　 偏远地区小屋和度假屋

　 　 带电池存储大型系统

　 　 混合系统 （带风力或柴油发电）
偏远地区交通援助

　 　 公路标志

　 　 铁路交叉口

　 　 交通信号和计数器

　 　 道路结冰传感器

村庄和农村社区电力供应

消费品

　 　 计算器

　 　 手表和时钟

　 　 便携式收音机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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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0　 位于德国 Arsstein 的 12MW 光伏电站

2. 8. 4　 集中式光伏电站

光伏系统的另一个应用是大规

模光伏发电。 图 2. 90 所示为一大

型集中式光伏发电站。

2. 8. 5　 前景展望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太阳能公

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他们的产

品。 目前， 光伏系统不便宜， 其价

格可达 7 ～ 10 美元 / W。 根据该价

格进行估计， 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

以节省 300 ～ 600 美元。 此外， 电池的预期寿命为 15 ～ 20 年， 而其中的电子器件的寿命

应该更长。 一个高质量太阳电池板的寿命超过 25 年， 太阳能屋顶瓦片的寿命约为 15
年。 此外， 由于这些系统几乎无需维护， 并且没有移动部件， 因此其价值不会随时间

贬值。
对电力需求的增加将推动光伏系统的普及。 预计更多的产品将用于个人和工业用

途。 预期光伏将被用作是社会的主要电力来源是不切实际的， 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

切实际的。 然而， 它本身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补充电力来源， 并且具有充分的增长空

间。 光伏产品的生产正以非常快的速率增长。
从图 2. 91 可以看出， 光伏应用的未来非常光明。 这是由于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图 2. 91　 光伏的应用

来源： PV News [Pvn 2008]， Photon International [Pho 2008] 和作者本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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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创新和新产品的不断发明 （见图 2. 92 所示的柔性光伏面板， 以及纳米颗粒的

光伏面板的使用）， 使成本不断下降。

图 2. 92　 柔性光伏面板

2. 9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问题和需求

2. 9. 1　 简介

可再生能源 （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RES） 的应用对电力公司产生了巨大影响，
主要表现在：

1） 电力需求的减少， 相当于增加电力公司的供电能力。
2） 夏季峰值负载的减少。
3） 与使用此类可再生能源的客户的能源互联， 其中包括：
① 保护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防止孤岛效应以及对电力系统中短路电流的

影响。
② 净计量规则或回购政策。
③ 与合格光伏发电用户互联的成本。
④ 电源质量， THD < 5% ； 单个谐波 < 3% 。
⑤ 可接受的功率因数； PF < 0. 85 的客户应该支付罚款。
⑥ 标准 （例如， 噪声水平）。
⑦ 激励 （可再生能源信贷、 碳信用等）。
4） 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需要多样性， 它需要更大的负载平衡区域以及更好的区

域规划。
5） 从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区域向客户传输电力所需的架空线是阻碍其广泛使用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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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法问题： 在城镇安装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法律问题。
7） 员工： 必须具备设计、 建造、 运营和维护可再生能源的经验的熟练员工。 支持

大学和研究机构开设可再生能源课程。

2. 9. 2　 电力公司和可再生能源客户的交互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 它们在公用电网中的应用水平需要根据可用的储能系统

来确定。
公共事业监管政策法 （PURPA）
（1） PURPA 是什么

PURPA 要求电力公司从热电联产和小型电力生产设施购买电力并为其供电。 它使

某些满足要求的设施避免按照电力设施的标准受联邦和州的监管。 每个州的监管机构和

每个不受管制的电力生产单元都可根据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 （FERC） 规定的规则实施

该项目。
（2） 谁有资格
PURPA 和 FERC 采用的规则规定了可被考虑的电力设施的条件：
① 小型电力生产设施是指仅通过生物质、 废弃物、 可再生资源或其任意组合作为

主要能源 （大于 75% ） 的电能生产设施， 并具有与由同一个人拥有的相距不超过

1mile㊀的使用相同类型能源的电力设施的总容量不大于 80MW。
② 热电联产设施是指产生工业或商业的用于加热或制冷目的的电能和蒸汽或其他

有用能源形式的设施。
根据 PURPA， 电力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任何一家子公司不得持有合格设施 50% 以上

的股权。 该规则的例外是该公司是根据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 免除或宣布不是电力

公司的公司的子公司。
（3） 从有资质企业购买电力的价格是多少
电力公司必须以不低于其他来源电能的价格购买合格的可再生能源设施提供的电

能。 其价格由国家监管机构负责决定。
不低于其他来源电能的价格成本被定义为电力公司自产电力或从另一来源购买的成

本。 该成本包括燃料成本、 操作维护费用以及所需设施的资本成本。 但是， 只有当有资

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选择以该价格出售时， 费率规定才适用。 按照与 PURPA 规则

不同的价格与电力公司谈判并签订协议是可以的。
每个有资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必须承担任何并网的成本。 该成本将根据具有类

似负载特性的其他客户的基础上统一确定。 已经与公共电网并网的设施的并网成本仅限

于电网购买其所产生的电力的其他任何额外费用。 国家监管当局负责确定费用的支付金

额和方法， 其中可能包括在合理的时间内偿还电力公司的税收返还。
（4） 电力公司向有资质企业出售电力的费率是多少
要求电力公司向有资质企业出售电力的规定进一步要求电力公司所收取的费率公正

㊀　 1mile = 1609. 34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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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符合公共利益， 并且与向电力公司服务的其他客户的销售费率相比， 不对这些企

业产生价格歧视。
（5） 并网问题和要求
在过去， 对于解决将分散的电力生产系统集成到电网中的技术问题的研究较少。 许

多电力公司已经或正在开发对分散的电力生产设施进行互联的技术。 然而， 对不同分散

设施的要求是不同的， 有些要求可以解决， 但有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
对合理并网需求的开发， 可以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而不对需要并网的

客户产生过度的费用。 除非为将分散的电力生产设施与公用电网并网而提出的这种合理

的要求得到满足， 大规模的并网是无法实现的， 小型住宅或商业光伏系统也不会对国家

总体能源供应做出显著贡献。
虽然 PURPA 要求电力公司与任何有资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并网， 但是也要求

这些小企业支付并网成本。 在开发小型电力生产项目的早期必须考虑电力公司提出的并

网技术要求及其成本。 绝对必要的是， 对于正在考虑安装并网分散电力生产设施的业

主、 设计师和供应商， 必须意识到并网后的等效年成本可能超过电力生产所得的年收

入。 符合所有相关方的最佳利益的策略是， 在开发小型电力生产项目的早期就咨询准备

并网的电力公司。
并网式光伏系统的关键问题是向电力系统供电。 由于电力公司最终负责电力系统的

运行， 因此对独立电力生产设施的并网请求将引发若干技术和操作问题： 安全性、 电力

质量、 电力系统保护和计量等。 基本上， 分散的电力生产设施必须： ①对电网客户和操

作人员是安全的； ②不显著降低系统的电力质量； ③具有对异常情况做出反应的保护设

备； ④可测量输送的功率。
1） 安全性。 涉及安全的问题和关注点是：
① 如何确保电力公司配电线路不会被独立的电力生产商意外通电？
② 独立制造商提供的隔离设备的可靠性如何？
③ 应提供什么额外的设备？
在安全问题上， 电力公司必须持保守的态度。 它是最终负责输电和配电系统的公用

事业法人。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熔丝的熔断导致部分线路被隔离， 线路电容和负载组合

可能导致发电机持续运行， 导致对线路工作人员的安全产生威胁。 工作规程可能要求手

动断开这些发电机的连接并进行视觉验证， 然后工作人员才能在断电线路上开展工作。
2） 电能质量。 不受控制的独立电力生产商的并网可能会引起关于电能质量的

问题。
① 独立生产商提供的电力会降低公用电网的电能质量吗？ 具体来说， 电能质量的

变化会对其他电网用户造成问题吗？
② 如果由于独立生产商的运营而造成干扰问题， 那么谁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费用

由谁承担？
③ 这些独立的生产商提供的电力是否需要满足特定的波形和噪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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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力生产设施应设计为可维持电力系统的质量。 电能质量根据电压、 频率、 谐

波失真、 功率因数和波动水平等参数来评估。
电力公司在固定的电压和频率范围内提供电力， 以避免电器和其他设备不会被损

坏。 根据标准系统电压 （由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推荐： ANSI C84. 1）， 提供给住宅的典

型 120 ～ 240V 单相电压应该在 114 ～ 125V / 228 ～ 252V 范围内。 因此分布式发电设施的

输出电压也应在此范围内。
其他电能质量问题包括由于电压变化而造成的波动。 电压波动可导致白炽灯发生闪

烁， 或导致电视屏幕上出现收缩和扩张。 它是由于电力生产商的输出变化而引起的。 电

压波动令人反感， 其最大的影响将是对生产设施场所或由同一变压器服务的其他场所。
电力公司可能要求独立的电力生产商提供合适的设备以限制电压波动或使用专用变压器

来限制对其他客户的影响。
交流电设备和电力系统需要相对平滑、 未失真的电压波形。 谐波是频率为 60Hz 基

波频率的整倍数的电压或电流。 过高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会导致电动机、 变压器和电容器

过热， 以及通信干扰。 谐波分量必须受到抑制， 以避免对设备和其他客户造成干扰和

损坏。
用于光伏电源的逆变器或功率调节系统应尽量减少谐波的产生。 如果独立电力生产

商产生谐波， 电力公司必须要求生产商安装滤波器或其他设备以消除问题。 过滤器的价

格一般较为昂贵。
一些功率调节系统可能会消耗大量无功功率， 从而降低了配电系统馈线上的功率因

数。 功率因数定义为真实功率和视在功率之间的比率。 低功率因数增加了必须产生的功

率量并增加了配电系统中的损耗。
大多数客户根据其使用真正的电力支付费用， 而不计量其功率因数或无功功率。 然

而， 使用特殊计量为大型工业客户监控功率因数是行业标准做法。 功率因数低于 0. 85
的客户必须支付额外的罚金。 功率因数较低的独立电源系统可能需要专用计量或安装电

容器组以改善功率因数。 上面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都可能非常昂贵。
3） 电力系统保护。 引入独立电力生产商会引发关于设备和线路保护的问题。
① 电力企业如何确保电力系统设备能够免受独立生产商正常和异常运行的损害？
② 在独立发电机并联运行的情况下， 分段继电保护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当电网系统发生故障或其他异常情况时， 必须断开发电机。
法律要求电力系统中必须安装用于断开短路线路的保护设备。 然而， 短路可能会中

断配电系统中熔断器和其他分离设备的协调。 电力系统保护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的

服务中断， 同时将出现问题的区段隔离。 熔丝、 重合器和执行继电保护操作的断路器之

间必须进行协调， 以确保最靠近故障 （故障点和变电站之间） 的设备首先跳闸， 隔离

最少数量的客户。
独立电力生产设施可能需要安装可由电力公司控制的熔断器或其他设备， 来维持系

统的协调运行。 如果各个独立的发电商相互并网， 线路分区方案也必须重新评估。 小系

统一般不会对故障电流有显著贡献。 但是， 如果大型系统或同一地点的大量小型发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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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引发问题。
4） 计量。 计量的细则由独立发电商和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条款确定。 由于电

能质量和费率类型 （峰值和非峰值） 的潜在问题导致的精确计量对于小功率发电商可

能是昂贵的。 如果购买和销售的电力相等， 则可以使用功率表进行净能量计量。
由于大多数仪表被校准在一个方向上进行功率测量， 小功率发电商的最简单的计量

方案是使用两块电表， 一个测量所产生的电能， 另一个测量所消耗的电能。 当存在复杂

费率方案或功率因数问题时， 计量方案变得更加复杂而昂贵。
（6） 产能和其他问题
国家福利不能由于非可再生能源的短缺而中断。 光伏系统正是应该追求的技术。 然

而， 首先必须解决制度、 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以确保光伏系统的优势能够得到实

现。 目前已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 但仍存在部分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小型电力生

产设施的隔离操作造成的安全隐患是当前最关心的问题。
在由功率调节系统制造商提供的谐波、 功率因数校正和保护设备的技术领域中还需

要进一步实践。 与电力公司的合作， 如 FSEC 的 DOE 光伏东南住宅试验站合作进行的实

验， 应该为光伏系统的并网需求提供一些答案。
如果业主、 设计师和供应商与电力公司联合起来， 可解决光伏电力生产设施并网所

涉及的技术问题。 随着光伏系统与电网的互联， 并且接口和保护设备变得更为可靠， 光

伏应用才有可能成为可靠的替代能源。

习　 　 题

2. 1　 光伏模块具有以下参数： Isc = 4. 42A， Voc = 18. 1V， Vmp = 13. 6V， Imp = 3. 46A，
辐照度 S = 1000W / m2。 模块的长度为 L = 1. 2m， 宽度为 W = 0. 6m。

a） 计算填充因子 FF。
b） 模块连接到可变电阻负载， 辐照度为 S = 900W / m2。 电阻两端的电压为 V =

15. 2V， 电阻中流过的电流为 I = 2. 86A。 计算模块效率 η。
c） 辐照度从 S = 900W / m2 增加到 S = 1000W / m2。 为从光伏模块中提取最大功率，

负载电阻应该怎样变化？
2. 2　 光伏模块在辐照度 S = 400W / m2下记录得到以下参数：
Isc = 1. 1A， Voc = 18. 68V， Vmp = 14. 75V， Imp = 0. 91A
a） 计算填充因子。
b） 在模块上连接的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 以使其能够向电阻提供最大功率？
2. 3　 两个不同的光伏模块在同样的温度下经受相同的辐照度照射。
• 第一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流为 I1 = 4A， 开路输出电压为 V1 = 17. 55V。
• 第二个模块的短路输出电流为 I2 = 2. 3A， 开路输出电压为 V2 = 18. 35V。
a） 两个光伏模块并联连接， 如图 2. 35 所示。 计算组合的短路输出电流 I 和两个电

路的组合开路电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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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两个模块串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40。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开路电压 V。
2. 4　 两个类似的光伏模块在同样的温度下经受相同的辐照度照射。 第一模块的短

路输出电流为 I1 = 2. 3A， 模块端子两端的开路电压为 V1 = 18. 35V。 第二模块的短路输

出电流为 I2 = 2. 3A， 其端子两端的开路电压为 V2 = 18. 35V。
a） 两个模块串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33。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组合的开路电

压 V。
b） 两个模块并联连接， 类似于图 2. 38。 计算组合的短路电流 I 和组合的开路电

压 V。
2. 5　 一个房屋有下表列出的设备及其日常能耗。

设备 每月耗电量 / kWh
咖啡壶 10
微波炉 9
烤箱 42
冰箱 125

烘干机 78
电熨斗 5
照明 50

聚光灯 45
时钟 1. 5

吸尘器 4
热水器 195
吹风机 2
电视 7

收音机 54
计算机 2
电锅 8

搅拌器 12

设备 额定功率 / W 每日使用的小时数 / h
电钢琴 30 3
搅拌器 15 1
功放 30 3

合成器 5 5
贝斯 8. 4 3

a） 计算房屋的日能量需求。
b） 如果电池电压为 12V， 计算房屋的每日 Ah 需求。
c） 如果可用电池有 12V， 容量为 300Ah， 80%充放电效率和 80%放电深度， 计算 7

天存储所需的电池数量。
d） 可用的光伏模块具有 120Wp； 房屋所在的位置日照有 5 个峰值太阳小时。 计算

满足房屋能源需求所需的模块数量。
2. 6　 如果图 2. 3 中曲线 A1 下的积分面积为 4. 5kWh， 则计算此位置的峰值太阳小

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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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用作光伏系统一部分的逆变器的电压输出类似于图 2. 71 所示。 如果 3 次谐波

是基波的 40% ， 5 次谐波是基波的 50% ， 7 次谐波是基波的 20% ：
a） 计算总谐波失真。
b） 该逆变器是否符合 IEEE 标准？ 为什么？
2. 8　 光伏并网系统中使用的逆变器的输出电流波形包含以下谐波： 3 次谐波为基

波的 40% ， 5 次谐波为基波的 50% ， 7 次谐波为基波的 20% 。
a） 计算电流波形的 THD。
b） 该逆变器是否符合 IEEE 标准？ 为什么？
2. 9　 光伏模块的 I - V 特性如图 2. 93 所示。
a） 使用该图计算光伏串联电阻 Rs （Ω）。
b） 使用该图计算分流电阻 Rsh （Ω）。
2. 10　 如图 2. 93 所示， 如果在光伏模块上连接了 25Ω 的负载电阻， 则：
a） 计算光伏模块上的电压。
b） 计算负载电阻中流过的电流。
c） 计算模块的功率输出。

图 2. 93　 光伏模块的 I - V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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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风力发电系统

3. 1　 引言

风能转换系统 （wind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WECS） 的目的是将风的动能转换成

机械能。 对于风力发电机， 这种机械能还可被继续转换成电能； 在风车中， 该机械能可

被用于进行诸如送水、 研磨或驱动机械的工作。 第一台风力机械可能是波斯地区的垂直

轴风车， 其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 年 （见图 3. 1）。 这些风车的帆最初由芦苇捆绑制

成， 安装于延伸出的风力臂上。

图 3. 1　 波斯风车

在公元 10 世纪， 水平轴风车首次出现在地中海地区。 这些风车被永久固定在面向

盛行海风的方向。 几百年后的欧洲， 水平轴风车通过可手动旋转使整个风车面对迎风方

向。 这些风车主要用于研磨谷物和泵送水。
从最早的历史记录来看， 风力已被用于移动船舶、 研磨谷物和泵水。 有证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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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 5000 年， 风能就被用于尼罗河沿岸船只的推进。 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 中

国就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风车抽水。
19 世纪晚期， 美国西部地区安装了数百万台风车 （见图 3. 2）， 它们大多数用于为

农场和牧场抽水。 到 1900 年， 小型风电系统被开发用以产生直流电， 但这些装置中的

大多数最终都被废弃， 因为廉价的电网电力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扩展到农村地区。 到

1910 年， 风力发电机也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用于生产电力。

图 3. 2　 一种升降式美国风车

所有可再生能源 （潮汐能和地热能除外）， 甚至化石燃料中的能源， 最终都来自太

阳。 太阳， 每小时向地球辐射 1 亿亿 kWh 的能量。 换句话说， 地球从太阳接收 1018 W
的功率。 来自太阳的 1% ～ 2%的能量被转换成风能。 这比地球上所有植物转化成生物

质的能量大 50 ～ 100 倍。
只要太阳加热地球， 就会有风， 这主要是由于光照引起的温度差异驱动空气循环。

换句话说， 由于地球的加热速率不同， 使空气在各个区域的蒸发速率不同产生压差

（见图 3. 3）， 导致空气从高压区域流向低压区域， 最终导致风的产生。 图 3. 4 所示为

NOAA 拍摄的卫星图片， 显示地球不同地点的不同温度。
靠近陆地的水体， 在日间水面上的凉爽空气流向土地， 而在夜间空气流向是相反

的。 夜晚因为水保持太阳的热量更长， 所以在地面上的空气密度较小， 快速冷却的土地

上的冷空气流向水的方向。
风能是一种商业上可用的可再生能源， 最先进的风力发电厂每 kWh 电的产生成本

约为 0. 05 美元。 然而， 即使在此生产成本下， 风力发电也无法与煤或天然气发电竞争

大量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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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沿海气流

图 3. 4　 颜色强度显示地球冷暖差异

风能已被证明是一种可靠的能源； 它在美国不受储量的限制， 并且没有不可解决的

技术限制。 有许多描述当前和历史技术的方法， 不但讲述了现有趋势， 也阐明了将大量

电力市场的化石燃料发电所需的风力发电成本降低到充分竞争所需的研究和进展。
风是由于太阳对地球表面的不均匀加热而产生的。 一种表征风的方法是根据功率密

度使用 7 个等级： 等级 1 是最低的， 等级 7 是最高的 （见图 3. 5）。 风力功率密度与风

速的 3 次方成正比。 对于实用应用， 通常需要 4 级或更高的风力等级。
4 级风的平均功率密度在 320 ～ 400W / m2的范围内， 对应于大约 5. 8m / s 的风速 （即

在 10m 的高度处测量风速为 13mile / h）㊀。 研究人员估计， 美国有足够的风能潜力来替

代每年用于发电的 45quad㊁一次能源。 这是基于 4 级或更大的风力和合理使用的土地。
作为参考， 美国在 1993 年使用约 30quad 的一次能源发电。

丹麦是第一个在 1890 年即已开始使用风力发电机生产电力的国家 （见图 3. 6）。 第

一台现代美国风力发电机于 1941 年在佛蒙特州的拉特兰 （Rutland） 建成投入使用。 它

㊀　 1mile = 1609. 344m。
㊁　 1quad = 2400 百万公吨石油。



第 3 章　 风力发电系统 89　　　

图 3. 5　 美国风类定义和区域

图 3. 6　 荷兰风车

被称为 “爷爷的旋钮”。 风力发电机叶片
的直径为 55m， 在 13. 5m / s 的风速下额
定功率为 1. 25MW。 它在轴承发生故障前
一共运行了 18 个月。

用于发电的大型并网风力发电装置
在过去 15 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到
1996 年年底， 美国拥有约 1750MW 的风
能发电能力。 相比之下， 在欧洲、 印度
和其他地区的运营能力已超过 4500MW。
资本成本、 可靠性和能量转换效率的提
高已经可使这些可再生能源系统在许多
情况下可以与常规发电技术 （例如核电
和现代燃煤电厂） 进行竞争。

风力发电系统的安装成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超过 2500 美元 / kW， 已降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大规模装置 1000
美元 / kW 或更少。 在同一时期， 非计划和
预防性维护成本也从超过 0. 05 美元 / kWh
降至 0. 01 美元 / kWh 以下。



90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这些改进将风能系统的成本水平从超过 0. 15 美元 / kWh 降低到低于 0. 05 美元 /
kWh， 而且不包括现在可获得的 0. 02 美元 / kWh 的联邦税收抵免。 设计和制造的进步、
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开发计划的进一步的结果， 以及实现大批量生产的预期可将未来 10
年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到 0. 025 ～ 0. 035 美元 / kWh。

同时， 转子空气动力学和风力发电机运行模式的改进以及风力发电机尺寸的增加已
经提高了风能系统的转换效率。 在良好的风力条件下， 现代系统通常可达到 28% 或更
高的容量系数。

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和评估大型风车的设计和经济性， 了解风的详细知识是必要的。
一般来说， 最高的风速位置通常位于暴露的山顶、 海上或沿海地区。 由于地形的差异，
这些位置之间的风特性可能会大不相同。 风力发电站的建设， 需要各种参数的信息， 包
括每种站点的类型和特定站点的具体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平均风速、 平均风速的分布、 方向、 短期 （阵风） 风速变化、 日和年
或季节变化， 以及风速和方向随高度的变化。 虽然风速记录已经在一些地方保存了很长一
段时间， 记录风速和方向的气象站非常广泛地分布在像英国这样的地区， 但令人惊讶的
是， 我们对于风的详细行为的了解还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对于开阔水域上的风的行为。

3. 2　 风的特性

风速是影响风力发电机能够转换多少电能的最重要因素。 增加风速会增加单位时间

通过转子的空气质量， 因此增加风速也将影响风力发电系统的功率输出。 风的能量随平

均风速的 3 次方变化。

3. 2. 1　 平均风速

测量风力发电机现场预测风速的最佳方式是在与待使用的风力发电机转轴相同高度

处的桅杆顶部安装风速计。 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将风速计安装到不同高度时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 通过将风速计安装到杆塔顶部， 可最小化来自杆塔本身的气流扰动。 如果将风速

计安装在桅杆侧面， 则必须将它们朝向主要来风的方向， 以最小化来自杆塔的阻挡。

3. 2. 2　 风速 -持续时间曲线及其随高度的变化

图 3. 7 中的曲线显示了风速每年有多少小时超过一定值。
压力梯度和地球旋转的组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空自由空气流动的特性。 在

地球表面上方几百米处， 存在称为边界层或混合层的湍流层。 在该层内， 风速和方向由

于表面摩擦和温度梯度而随高度变化。 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地形的类型、 大气稳定性以及

风行进的距离。 后一个参数决定是否已经达到稳态条件。
即使是目前最高的风力发电机也是在边界层内运行， 因此了解风在风力发电机及其

支撑结构的垂直尺度上如何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风速一般随着离地球表面高度的增加而

增加， 并且根据经验， 已经发现在有限的高度范围内与高度呈一定的幂次方关系。 速度

与高度之间最简单的关系可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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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　 速度 -持续时间曲线

Vh

Vo
= h

ho
（ ）

α

（3. 1）

图 3. 8　 风速与高度和地形的关系

式中， Vh为高度 h 处的风速； Vo为参考高度

ho处的风速； 指数 α 取决于地面的表面粗糙

度。 对于开阔的陆地， α 经常被取为 0. 14；
而对于平静的大海， α 可以低至 0. 1。 根据

这些 α 值计算得到的风速与高度的关系曲线

如图 3. 8 所示。 地表的性质同时也影响边界

层中风的方向。
根据日常经验， 地表风速很少会保持恒

定。 由于空气的黏度较低， 其在低速下趋向

于向湍流转化， 导致短时阵风和暂时无风现

象。 这些与涡流的垂直运动相关， 在阵风的

情况下可从上方带来更多的移动空气。 当然， 这种垂直运动对于保持表面风克服摩擦力

而产生持续运动是必要的。
阵风的存在和行为对风力发电机设计者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在评估转子和支撑结

构受到的应力时必须将它们纳入考虑。 其次， 它们将影响用于确定风力发电机朝向、 俯

仰控制以及功率输出的逻辑控制。 在风力发电机集群或阵列的情况下， 空间相关性以及

阵风的时间变化是特别重要的。
　 　 例题 3. 1

风速在 10m 的高度上为 5m / s， 计算 40m 高度的风速。
a） 位置在陆地上， α = 0. 14， 有

Vh = Vo
h
ho

（ ）
α

= 5m / s 40m
10m（ ）

0. 14

= 6. 07m / s

b） 位置在水面上， α = 0. 1， 有

Vh = Vo
h
ho

（ ）
α

= 5m / s 40m
10m（ ）

0. 1

= 5. 74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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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风速随时间和方向的变化

在天气模式倾向于在一天或两天的时间尺度上通过的地区， 风的粗略结构主要由前

锋通道决定。 在这些一般模式中， 变化通常在数十分钟的时间尺度上发生， 这对风力发

电机性能的影响非常大。 风速在此时间范围内的改变会影响常规发电厂为了快速响应风

力输出变化而输出的功率。 风速在每日、 季节和年度时间尺度上也会发生规律性变化，
并可能对风力发电的经济性产生重大影响。

每天风速的模式， 以及从风可获得的能量， 不是完全随机的。 在陆地上， 大气热损

失在下午最大， 这在夏季特别明显。 这反映在天气上会产生更高的平均风速和更强的湍

流。 在海上， 水表面温度的日变化很小， 并且预期陆上和海上大气稳定性之间存在反比

关系。 然而， 风速的变化将受到陆地和海洋微风效应、 近海距离、 波浪高度、 季节变化

和风向的显著影响。
这些风速的日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白天存在明确的电力需求变化， 这将影响

风能的价值。 例如， 在英国下午的用电需求高峰意味着， 在当时由位于陆地上的风力发

电机产生额外电力可在统计上增加其对电力系统的价值。
风向可通过在 2min 内的平均方向来确定。 当风向传感器不工作时， 在指定的地点，

可以通过观察风锥或树枝、 树叶、 烟的移动方向来确定。
如果在 2min 评估期间风速低于 6kn㊀， 则可认为风向是可变的。 此外， 如果在平均

风速大于 6kn， 且 2min 内变化角度超过 60°， 则也可认为风向是可变的。
来自风速计的风速和风向的数据被收集在小型计算机上的电子芯片内， 数据记录器

可以长时间由电池供电。 工作人员可一个月左右收集芯片， 并用空白的芯片进行替换记

录下个月的数据。 通常测量风速 10min 平均值， 以便与大多数标准软件兼容。 如果使用

不同的时段进行平均， 风速的测量结果会有所不同。

3. 2. 4　 风玫瑰图

强风通常来自特定的方向。 为了显示关于风速分布和风向变化频率的信息， 我们可

以在风速和风向气象观测的基础上绘制所谓的风玫瑰图。 图 3. 9 中的图片显示了法国大

西洋海岸布雷斯特的风玫瑰图。
指南针已经被划分为 12 个扇区， 每个扇区 30°。 （风玫瑰图也可以绘制成 8 个或 16

个扇区， 但 12 个扇区往往是标准设置）。 12 个扇区最外面的楔形半径给出了 12 个风向

中的每一个的相对频率 （即从该方向吹来的风的时间的百分之几）。 第二个楔子给出相

同的信息， 但乘以每个方向上的平均风速。
以上结果归一化为总和为 100%的数值。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每个扇区对应的特定位

置的平均风速的贡献。 最里面的灰色楔形给出了与第一个相同的信息， 但是它乘以每个

位置的风速的 3 次方。 然后将结果归一化。 这告诉我们每个扇区对这个特定位置的风能

㊀　 1kn = 1n mile / h = 1. 852km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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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　 风玫瑰图

量贡献。
风玫瑰图给出了关于不同方向上的

相对风速的信息 （即频率、 平均风速和

平均风速的 3 次方）。 每个地理位置的

风玫瑰图是不同的： 它们实际上可被认

为是某种形式的气象指纹。
来自相邻区域的风玫瑰图通常是类

似的， 因此在实践中有时可以安全地从

周围环境观测数据中插值获得某一地点

的风玫瑰图。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风玫

瑰图给出的是风向的相对分布， 而不是

平均风速的实际值。

3. 2. 5　 风切变和阵风

在高于地面约 1km 的高度， 风几乎不受地球表面的影响。 然而， 在大气的较低层

中， 风速受到与地球表面的摩擦的影响 （见图 3. 10）。 在风力发电中， 通过山岳形态学

区分地形的粗糙度、 障碍物和地形轮廓的影响。 例如， 当我们调查所谓的加速效应时，

图 3. 10　 风切变对风速的影响 /相对于高度的对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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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山岳形态学的数据。 然而， 粗糙度不会整齐地落入任何粗糙度分类， 因此需要进

行平均。 我们必须非常关注当前风向的粗糙度。 在这些方向上， 通常通过地图来测量粗

糙度保持不变的区域长度。
阵风定义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速的快速增加， 通常为 20s。 设计风力发电机结构时

必须考虑可以承受峰值阵风的条件。 风速的突然变化可对大型风力发电机造成危害。 阵

风还要求风力发电机采用更复杂的控制系统。

3. 2. 6　 风速分布及其概率函数

风速是一个变量； 风速的概率分布可提供关于风力发电机所在地点的长期特性信息。
概率分布可用于计算可用的风能输出。 要想有效使用风力数据， 了解以下术语很重要：

1. 平均风速
平均风速 Vwm是所有观测风速的平均值：

Vwm =
∑

n

i = 1
Vwi

n （3. 2）

式中， Vwi为观察风速； n 为观测数。
2. 方差 Δ2

不同风速与平均风速之间的偏差的平均值称为方差。 方差的定义为

δ2 = 1
n - 1∑

n

i = 1
[Vwi - Vwm]

2 （3. 3）

3. 标准方差
标准方差 δ 定义为方差的 2 次方根：

δ = 方差

　 　 例题 3. 2
在某位置 5 次观测到的风速为 2m / s、 4ms、 7m / s、 8m / s 和 9m / s。 计算平均风速

Vwm、 方差 δ2和标准方差 δ 为

Vwm = [（2 + 4 + 7 + 8 + 9） / 5]m / s = 6m / s
δ2 = （1 / 4）[（2 - 6） 2 + （4 - 6） 2 + （7 - 6） 2 + （8 - 6） 2 + （9 - 6） 2]m2 / s2 = 8. 5m2 / s2

δ = 8. 5m2 / s2 = 2. 92m / s

4. 观测到风速 Vwi的概率 P（Vwi）
P（Vwi） = mi / n

式中， m 为观测到速度 Vwi的次数； n 为观测总数。
5. 累积分布函数
测量的风速 F（Vwj）小于或等于 Vwi的概率：

F（Vwj） = ∑
i

j = 1
P（V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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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3. 3
某处风速观测的总数为 n = 211， 并记录了观察到每个风速 Vwi的次数 mi。 计算

P（Vwi）和 F（Vwi）， 结果如下表所示。

i Vwi / （m / s）
观察到的次数

mi
P（Vwi） F（Vwi）

1 0 0 0 0
2 1 0 0 0
3 2 15 0. 071 0. 071
4 3 42 0. 199 0. 270
5 4 76 0. 360 0. 630
6 5 51 0. 242 0. 872
7 6 27 0. 128 1. 000

6. 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 f（Vw）是风速在一定范围内的概率。

f（Vw） = dF（Vw） / dVw

最常见的概率密度函数是：
Weibull 函数

f（Vw） = K
C

Vw

C（ ）
K-1

exp - Vw

C（ ）
K

[ ] （3. 4）

式中， C 为比例因子； K 为形状因子； 且

Vwm = CΓ 1 + 1
K（ ）

σ2 = C2 Γ 1 + 2
K（ ）- Γ2 1 + 1

K（ ）{ }
Weibull 函数是一个双参数分布函数， 这使它使用更加灵活。
Rayliegh 函数

f（Vw） = Vw

C2
〓
〓
〓

〓
〓
〓exp - V2

2C2（ ）[ ] （3. 5）

式中， C 为比例因子。
Rayliegh 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这使它更容易使用。
Beta 函数

f（Vw） = Vw

Vw，max
（ ）

a-1

1 -
Vw

Vw，max
（ ）

b-1 1
B（a，b）Vw，max

[ ]

B（a，b） = Γ（a）Γ（b）
Γ（a，b）

a =
Vwm

Vw，max

Vwm（Vw，max - Vwm）
δ2[ ]

b = a Vw，max - Vwm

Vwm
[ ] （3. 6）

式中， a 和 b 为 Beta 分布函数的参数； B（a，b）为 β 函数； Γ（a）， Γ（b）为 γ 函数； Vwm为
平均风速； Vw，max为最大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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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风力发电机的空气动力学理论

与使用风作为能量源的任何装置一样， 风力发电机必须遵循空气动力学理论。 空气

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 处理空气 （和其他气体） 的运动及其对介质中的物体的影

响。 作用在风力发电机上的主要空气动力是升力和阻力， 但是设计中还必须应对湍流的

问题。 升力是垂直于运动方向的空气动力。 阻力是施加在叶片或其他空气动力学主体上

的， 趋向于减小其运动动量的空气动力。 失速是由于攻角的变化引起的升力的损失。 湍

图 3. 11　 Savonius 型风力发电机

流是由运动介质 （在风力发电的情况

下是气流） 中的 涡流引起的随机

运动。
升力和阻力有时用于描述在风力

发电机的设计中使用的两个基本布

局。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其中旋转轴

线与空气来流平行， 也称为升力机

（见图 3. 2）。 虽然在该设计中还存在

阻力， 但是升力是驱动叶片的主导

力。 在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中， 其中旋

转轴线垂直于空气来流， 用于产生旋

转的主导力是阻力。 即使在这两种类

型的风力发电机中， 不同设计之间也

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风力发电机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运行。 如果物体 A
对物体 B 施加力， 则物体 B 在 A 上

施加相等大小的相反方向的力。 当应

用于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时， 这种原理

是特别明显和直观的。 在垂直轴风力

发电机中， 例如， 如图 3. 11 所示的

Savonius 型转子， 叶片如何被风吹动

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简单性与其低效率有关。 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的效率一般在 12% ～
15% 。 从数据上来看， 此种类型的风

力发电机效率是比较低的， 但它们确实具有弥补其低效率的其他优点。 例如， 垂直轴

风力发电机构造和维护非常简单， 具有高起动转矩， 并且是全向的。 为了使风力发电机

更有效， 必须简化对机器的分析， 优化叶片的形状及角度， 并计算其产生的升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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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
图 3. 12 显示的是一片基本叶片形状及其产生的力。 在这种情况下， 存在施加到叶

片的推力。 升力垂直于攻角产生， 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在叶片顶部上行进的空气比沿着

叶片底部的空气行进的距离更长。 Savonius 型风力发电机在以一定转速旋转时， 叶片顶

部的空气速度更快， 因此在其顶部存在较低的压力， 从而产生升力。 阻力是由于施加在

叶片上的摩擦力而产生的。

图 3. 12　 风力发电机叶片上的力和攻角

上文所讨论的空气流推动叶片旋转的效率最终可接近所谓的 “贝茨常数”。 该常数

可从风力发电机所在的风流区域中的动能 （kinetic energy， KE） 公式以及伯努利方程的

应用导出。 例如， 动能可表示为

动能 = （1 / 2） × （质量） × （速度2） （3. 7）
将质量改写为空气密度与面积的乘积， 式 （3. 7） 可改写为

动能 = （1 / 2） × 空气密度 × 面积 × （速度2） （3. 8）
此外， 由于功率 = KE ÷ 时间， 方程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功率 = （1 / 2） × 空气密度 × （距离 ÷ 时间） × 面积 × （速度2） （3. 9）
由于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 则方程变为

P = 0. 5ρAV3
w （3. 10）

功率 = P = （1 / 2） × 空气密度 × 面积 × （速度3）
式中， P 为风的功率； ρ 为空气密度， 等于 1. 2kg / m3； A 为风力发电机叶片覆盖面积

（m2）； Vw为风速 （m / s）。

3. 4　 风力功率曲线

风的可用功率随风速的 3 次方而变化。 如果风速增加 1 倍， 风力 （做功的能力） 将

增加 8 倍。 例如， 10mile / h 风速的功率是 20mile / h 风力的 1 / 8。
3 次方规律的效果之一是， 两个地点虽然具有相同的平均风速， 但是风速波动大的



98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区域所蕴含的风能会比风速波动小的区域蕴含的风能大得多。 这是较快的风速可在很短

的时间内提供较多的能量。 当然， 重要的是， 这种快风速必须保持一定的频率， 足以保

持为电池储能系统进行充电。
如果想以较低的功率水平稳定地提供电力， 则应使用在较慢风速下具有较高效率的

发电机。 风速数据通常可从当地气象站或机场以及美国商务部、 美国国家气候中心等部

门获取。 用户还可以使用风速计自己进行现场分析和观察。 发电机的安装应尽量靠近电

池组， 以减少线路损耗。 发电机的高度应比 500ft㊀内的障碍物高 20ft。 对塔架应该保证

具有良好的接地。
通常， 风力发电机的机械功率输出 Pm可以表示为

Pm = 1
2 × ρ × V3 × A × Cp （3. 11）

式中， Cp为空气动力学功率系数， 代表风力发电机的效率。
Cp的最大值为 16 / 27 = 0. 593。 该最大值 16 / 27 是由 Betz 首先指出， 并且通常被认

为是风力发电机效率的上限值。
Pmax = 0. 593 × Pa （3. 12）

式中， Pmax为通过风力发电机的风的最大可提取功率， 或者是发电机可用的最大机械功

率； Pa为风的可用功率。
式 （3. 12） 意味着没有风力发电机可以转换超过 59% 的风中可用的动能。 现代的

三叶片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大约能达到 45%的效率， 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了。
如图 3. 13 所示， 空气动力学功率系数 Cp的大小取决于风力发电机的类型。 功率系

数是叶片叶尖速度与风速比值的函数。 这也称为风的可用发电机功率。 发电机的瞬时功

率输出 Po可表示为

Po = 1
2 × ρ × V 3 × A × Cp × η （3. 13）

式中， η 为发电机的效率 （如果没有使用齿轮箱， 见图 3. 14a）， 或者为齿轮箱和发电

机的联合效率 （如果有一个齿轮箱， 见图 3. 14b）。 发电机输出功率的平均值可以写为

Pav = ∫
∞

0

Po f（v）dv （3. 14）

式中， f（v） 为概率密度函数。

例题 3. 4
一套风力发电系统具有以下参数：
• 转子叶片直径 D = 37. 5m
• 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系数 Cpo = 0. 38
• 切入风速 Vwi = 5. 4m / s

　 　 ㊀　 1ft = 0. 3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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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3　 功率系数随叶片叶尖速度与风速比值的变化

图 3. 14　 风力发电机的可用、 机械和输出功率：
a） 不带齿轮箱的风力发电机； b） 带齿轮箱的风力发电机

• 额定风速 Vwr = 9. 7m / s
• 切断风速 Vwo = 17. 9m / s
• 空气密度 ρ = 1. 225kg / m3

• 同步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 Po = 200kW
a） 计算额定风速下风中的可用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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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 0. 5ρAV3
wr = 0. 5ρπ（D / 2） 2V3

wr

Pa = （0. 5 × 1. 225 × 3. 14 × 18. 752 × 9. 73）kW = 617. 4kW
b） 如果风力发电机在额定风速下以最大功率系数运行， 计算在额定风速下从风中

提取的机械功率 Pm为

Pm = Pa × Cpo = 617. 4kW × 0. 38 = 234. 61kW
c） 计算风力发电机的效率 η 为

η = Po / Pm = 200 / 234. 61 × 100% = 85. 25%
d） 如果发电机的平均功率输出为 Pav = 120kW， 计算发电机容量系数 CF 为

CF = Pav / Po = 120kW / 200kW = 0. 6

通常， 只有在风中的可用功率超过克服整个系统中的风阻和摩擦损失所需的功率时

才开始发电。 发电机开始发电的风速称为切入风速 Vcut - in （见图 3. 15）。

图 3. 15　 风速功率输出特性

随着风力发电机转速的增加， 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也随之增加， 直到发电机产生其额

定输出功率。 发电机产生其额定输出对应的风速称为额定风速 Vrated。
当风力发电机以极快转速旋转时， 可能由于离心力受到破坏， 此时必须将风力发电

机强制停机。 此时对应的风速称为切断风速 Vcut - off。
为了使同步发电机在发电机达到额定输出功率之后输出额外的功率， 必须使用俯仰

角控制。 使用液压动力将叶片总体转向， 这被称为全俯仰控制， 或者仅使叶片的尖端旋

转， 这被称为部分俯仰控制。 通过旋转叶片， 控制桨距角， 从而可控制功率系数。 每个

桨距角由一条如图 3. 16 所示的曲线表示。 具有固定桨距角的风力发电机的功率系数仅

用一条曲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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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6　 模式 1 性能曲线

3. 5　 风力发电系统的基本组成

风力发电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1） 风力发电机；
2） 发电机；
3） 控制系统；
4） 齿轮箱；
5） 机舱；
6） 仪器；
7） 支撑塔架。
本节将对各个组件进行简要描述， 后面将对它们的详细信息进行介绍。 模式 1 的横

截面如图 3. 17 所示； 图 3. 18 详细显示了风力发电系统的各个组件。
1） 风力发电机： 与风扇相反， 风力发电机不是使用电产生风， 而是使用风来发

电。 风使叶片转动， 驱动发电机发电。 风力发电机包括多个叶片以及将叶片附接到其上

的轮毂。 轮毂可以是刚性的或弹性的， 这种设计可以减轻风轮中的应力。 风轮的叶片可

由玻璃纤维、 木材、 钢、 铝或钛制成。 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 叶片数量可从单个到多个

变化。 风力发电机的主要作用是捕获风能并将其转换为机械能以驱动发电机发电。 风力

发电机分为垂直轴和水平轴两种类型， 也可分为上风型和下风型两种类型。
2） 发电机： 通过轴或齿轮箱直接与风力发电机相连。 当风速大于切入风速时， 则

产生能量。 发电机经过优化， 可在额定风速下产生额定输出功率。 当风速上升到切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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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7　 模式 1 风力发电机的横截面

度时， 发电机通过制动停止运转， 以防止其受到过速损坏。 发电机包括旋转的转子和固

定的定子。 常见的发电机类型包括直流、 交流感应和交流同步发电机。
① 直流发电机： 这种发电机的优点是它不需要整流器， 缺点是重量非常大， 因此

需要更高强度的支撑塔架。 直流发电机的另一个缺点是每 6 个月需要更换一次电刷， 这

意味着额外的维护成本。
② 交流感应发电机： 这种发电机使用非常坚固的笼型转子； 必须使用桨距角控制

或制动以防止转子转矩高于最大扭矩， 以避免发电机受到破坏。 这种发电机相对于同步

发电机的主要优点是不需要同步； 缺点是它需要额外的无功功率来进行自励。
③ 交流同步发电机： 这种发电机的缺点是在过快风速的情况下必须牺牲功率以保

持与转子速度的同步， 这通常需要采用昂贵的俯仰角控制来完成。 这种发电机一个主要

的优点是可产生无功功率。 最近研发的无刷同步发电机可变速度运行， 并且不需要俯仰

角控制。
3） 控制系统： 风力发电系统设计用于无人操作的场合。 以下是几个控制选项：
① 偏航控制：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需要偏航控制。 偏航控制机构用于使风力发电机

摆动成与风一致的角度。 偏航控制机构包括电动机和齿轮箱， 以使风力发电机指向风的

方向。 小型风力发电机通常通过尾部组件来实现偏航控制。 大型风力发电机通常具有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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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8　 风力发电系统的组成部件

服机构， 将其定向到最大功率的方向。
② 桨距角控制： 这用于通过增加或减少风力发电机推力来保持一定的轴速度恒定。

为实现这一目的， 使用的技术包括完全桨距角控制和部分桨距角控制。 部分桨距角控制

用于联邦风力发电机系列的模式 2 （见图 3. 19）， 通过伺服器控制液压流量并使叶片发

生旋转。 在全桨距角控制中， 整个桨叶都发生旋转； 在部分桨距角控制中， 只有叶片的

尖端发生旋转。
③ 制动： 主要用于偏航和风力发电机控制。 在维护或者紧急情况下， 制动器可被

激活。
④ 计算机 / 微处理器控制： 可用于确定适当的轴速度以获得最佳输出功率。 风力发

电系统是无人操作运行的， 主要依靠微处理器控制系统的启动和停止。
现代风力发电机通常配备有专门部件以防止在过快的风速中受到损坏。 大型风力发

电机都具有复杂的装置以在过快风速下停止发电。 小型系统可改变叶片朝向， 使其对风

呈现较小的表面积， 从而降低旋转速度， 或者使用机械制动器。
4） 齿轮箱： 用于保持轴和发电机速度之间的固定或可变比率。 齿轮箱可将风力发

电机的旋转速度提高到发电机所需的合适速度 （可能高达 1800r / min）。 通过齿轮箱，
用户可以将来自风力发电机转子的缓慢旋转的高扭矩功率转换为高速、 低扭矩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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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　 模式 2 中风力发电机的部分桨距角控制

5） 机舱： 用于放置发电机和仪表的舱室。 通常由玻璃纤维制成并且位于塔架

顶部。
6） 仪器： 风速计 / 风向标用于测量微处理器所需的风速和风向， 它向微处理器发

送信号以允许风力发电机发生转动。 此外， 雷电保护和避雷器保护发电机免受雷击的影

响。 风力发电系统中还会安装其他各种仪表， 如功率表、 电能表、 电流表和电压表等。
7） 支撑塔架： 塔架将风力发电机置于近地面湍流空气层之上并捕获更快的风速。

通常， 风力发电机应该高于附近最近的障碍物 50ft。 塔架必须足够坚固以承受风力发电

系统受到的压力和风阻， 因此其设计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 塔架在设计时必须考虑维护

的需求。 塔架设计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消除旋转叶片的频率和塔的谐振频率之间

的谐振。 塔架一般由镀锌钢制成。 目前流行使用的塔架结构主要有三种。
① 管状钢结构： 大多数大型风力发电机都配有管状钢塔。
② 桁架结构： 桁架塔的优点是成本低； 缺点是外观视觉效果较差。
③ 连接杆结构： 许多小型风力发电机都用拉线支撑的窄杆塔建造。
在低塔和高塔之间选择： 一般来说， 在地形粗糙度较高的区域选择高塔是有优势

的； 相对来说， 矮塔可承受的负载更大。
通常， 制造商提供的风力发电机塔架高度等于风轮直径。

3. 5. 1　 风力发电机的类型

最近 200 年间， 风力发电机发展出了很多不同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风力发电机的主

要区别在于其旋转轴的不同， 工作在上风向还是下风向的不同， 尺寸和形状的不同，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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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叶片是具有固定桨距角还是可变桨距角方面的不同。
在许多类型的风力发电机中， 固定桨距角类型的风力发电机是最简单的， 其叶片具

有固定的桨距角并且通常是一体式构造。 另一种较不常见的地面可调风力发电机在其操

作原理上与固定桨距角类型相似， 但是能够在地面上通过松开叶片的夹紧机构来实现桨

距角的调整。 调整角度可以通过使用量角器来控制。 可控桨距风力发电机允许在风力发

电机旋转时实现桨距角的调整。 风力发电机可以在其最小和最大允许角度之间的任何位

置进行调节。 调速器通常可通过液压流体调节叶片来保持一定的速度。
小型风力发电机用于为无电网的地区提供电力， 其范围可从用于在帆船上为充电电

池提供电力的小型 250W 风力发电机， 到为奶牛场和偏远村庄供电的 50kW 风力发电

机。 风力发电机一半都具有尾扇， 使其可对准来风的方向。 大型风力发电机可用于向电

网提供电力， 其范围可从 250kW 到欧洲正在测试的 MW 级风力发电机。 大型风力发电

机一般位于高达 60m 的塔架上， 其叶片长度从 30 ～ 50m 不等。
用于为电网提供电力的风力发电机一般成阵列式安装， 以对风能进行充分利用。 风

电场可以包括几台或几百台风力发电机， 足以为整个城镇提供电力。 电力必须以正确的

频率和电压产生， 以便与电网兼容。 由于风速变化， 风力发电机的转速可能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电力的波动。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是采用恒速风力发电机， 其叶片可稍微

转向， 以使当风速增加时减慢叶片的旋转速度；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变速风力发电

机， 其叶片随着风速的变化而改变旋转速度， 并且通过复杂的功率控制避免输出电压的

波动。 迄今只有一家公司采用第三种方法， 就是使用低速发电机。 变速风力发电机相对

于恒速风力发电机的优点在于， 其可以在更宽的风速范围内运行。
根据用途种类的不同， 现代风力发电机具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其最常见的类型将在

以下几节中进行详细描述。
1.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螺旋桨式）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 HAWT） 使叶片的轴线相对于地面

水平。 在这种类型的风力发电机上， 两个、 三个或多个叶片沿着其所在的塔架上风旋

转。 对转子尖端的设计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叶片尖端的旋转速度比叶片根部快得多。 通

过持续的研究， 叶片尖端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 这主要是由于转子承受的大

部分扭矩来自于叶片的外部。 此外， 与转子叶片的其余部分相比， 围绕转子叶片的尖端

的气流是非常复杂的。
现代风力发电机工程师通常避免使用偶数的转子叶片来构建大型风力发电机。 最重

要的原因是风力发电机的稳定性。 具有奇数叶片的转子在计算其动态特性时可以被认为

是碟状； 具有偶数叶片的转子对于具有刚性结构的机器通常会引起稳定性问题， 其原因

是在最上面的叶片向后弯曲的瞬间， 会从风中获得最大功率， 而此时最下面的叶片所受

影响也最大， 导致最上和最下叶片间的不平衡。
双叶片式： 这种风力发电机设计的优点是可以节省一个转子叶片的成本及重量。 然

而， 此种类型风力发电机的市场反应并不好，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需要更快的转速以产

生相同的功率输出。 此外， 它们在旋转时振动较大， 会造成噪声和视觉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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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叶片式： 这种类型的风力发电机的确存在并且具有节省另一个转子叶片成本的优

点。 单叶片式风力发电机的应用并不广泛。 它们与之前提到的双叶片式风力发电机存在

相同的问题， 并且问题的严重性更大。 除了较快的转速以及噪声和视觉上的影响之外，
这种类型的风力发电机需要将配重放置在轮毂与转子叶片相对的一侧上， 以便平衡转

子。 因此， 与双叶片式设计相比， 单叶片式风力发电机并没有节省重量。
大多数现代风力发电机使用三叶片式设计， 其转子朝向通过在其偏航机构中使用电

动机而保持逆风的方向。 现在市场上制造的大多数风力发电机都采用这种设计。 广泛使

用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有以下不同的配置：
1） 三叶片式风力发电机如图 3. 20 所示。 目前大多数并网的商业风力发电机都是采

用具有三个叶片的螺旋桨型转子制造的。 风流过与风流方向成一定角度的叶片。 叶片类

似飞机的螺旋桨， 使用现代空气动力学理论设计， 与空气来流呈一定的夹角。 该角度被

称为攻角。
2） 美国式多叶片式风力发电机如图 3. 2 所示。 它通常是一种小型风力发电机。 由

于叶片数量较多， 扭矩较高， 这种类型的风力发电机通常更适合用于抽水。

图 3. 20　 三叶片式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示例

3） 荷兰式风力发电机如图 3. 21 所示。 它由两个交叉的臂组成。 同样的， 这种类型

的风力发电机更适合用于抽水， 而不是发电。
2. 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第二种常见的风力发电机类型是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 vertical axis wind turbine，
VAWT）， 其叶片的轴线垂直于气流来流。

1） 图 3. 22 所示为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 它是迄今为止以唯一投入商业生产的垂

直轴风力发电机， 得名于法国工程师乔治·大卫在 1931 年申请的设计专利， 它的特点

在于其 C 形转子叶片， 这使它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打蛋器。 它通常由两个或三个叶片组

成， 旋转时其空气动力学效应可产生一定的升力。 通常，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的叶尖

速度与风速比较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略高， 但是其功率系数小于相同尺寸的水平轴风力发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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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　 荷兰式风力发电机

① 优点： 齿轮箱位于地面上， 易于维护， 塔架不需要支撑系统， 并且不需要偏航

机构来转动叶片。
② 缺点： 效率低， 因为机器无法自起动， 所以可能需要拉线来保持风力发电机的

垂直， 并且更换主轴承相对困难。

图 3. 22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

2） 尽管存在机械和摩擦损失， 商业制造的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的经验测量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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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可达到约 35% 。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无法产生其他垂直轴机器的典型的低速扭矩，
这导致机器不能自起动。 因此，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开始旋转。 该

型风力发电机的设计中还存在其他空气动力学问题。 例如， 下风向叶片总是处于上风向

叶片和支撑轴的湍流尾流中， 这导致叶片上的作用力非常不对称和不稳定， 并且由于地

面湍流的接近， 叶片从顶部到底部具有不均匀的负载。
3）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还存在限制其使用的其他问题。 第一， 风的功率随着高

度从地面增加， 而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叶片非常靠近地面。 此外， 叶片一度由铝制成，
其强度随着应力的增强而减弱。 随着叶片强度的减弱， 它们无法捕获更高功率的快速风。
Darrieus 型风力发电机存在的部分缺点可以通过进一步研发性能更高的材料而得到解决。

4） Savonius 型风力发电机如图 3. 11 所示。
5） 其他类型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如图 3. 23 ～ 图 3. 28 所示。

图 3. 23　 UGE - 4000 型风力发电机 图 3. 24　 S - Sail 型风力发电机

图 3. 25　 Windspire 型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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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6　 横流式风力发电机 图 3. 27　 螺旋型风力发电机

图 3. 28　 WePower Falcon 系列风力发电机

3. 5. 2　 水平轴和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
对比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具有以下优点：
1） 可以轻松起动；
2） 效率高于垂直轴风力发电机；
3） 易于控制。
以下是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的一些缺点：
1） 需要强大的塔架来支撑发电机和

机舱；
2） 电视干扰；
3） 难以维护。
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具有以下优点：
1） 地面发电机齿轮箱易于维护；
2） 减少电视干扰；
3） 不需要塔架；
4） 不需要偏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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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一些缺点：
1） 效率较低；
2） 难以起动和控制；
3） 需要拉线；
4） 叶片承受不均匀的载荷， 造成很大的应力。

图 3. 29　 顺风型和逆风型风力发电机的示意图

根据风是首先遇到叶片还是首先遇

到塔架， 风力发电机相对于塔架的安装

可采取两种形式： 顺风型和逆风型。

3. 5. 3 　 逆风型和顺风型风力发
电机

　 　 逆风型风力发电机的叶片面向风，
这种设计的应用相对较广。 风首先撞击

叶片 （见图 3. 29）， 这样设计的基本优

点是避免了塔架对风的遮挡。 此外， 逆

风型风力发电机需要偏航机构以保持叶

片始终朝向来风的方向。
顺风型风力发电机中风首先遇到塔

架 （见图 3. 29）。 其理论上的优点在于，
如果合理设计转子和机舱， 使其具有机

舱被动地跟随风转动的功能， 则可以不需要偏航机构。 但这种设计对于大型风力发电机

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3. 5. 4　 大型与小型风力发电机的对比

以下是选择大型风力发电机的一些原因：
1） 通常能够以比小型风力发电机更低的成本提供电力；
2） 非常适合海上风力发电；
3） 采用较高塔架的大型风力发电机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风力资源。
市场上的一些大型风力发电机的简要描述：
1） NEG Micon 2MW： 叶片直径 72m， 塔架高 68m；
2） Bonus 2MW： 叶片直径 72m， 塔架高 60m；
3） Nordex 2. 5MW： 叶片直径 80m， 塔架高 80m， 具有桨距功率控制。
选择小型风力发电机的一些原因如下：
1） 本地电网可能太弱；
2） 电力输出波动较小；
3） 风险传递；
4） 美学和景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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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5　 风力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装置。 风力发电机的典型工作方式是必须与提

供机械能的原动机一起工作。 市面上存在可用作风力发电机的几种类型的发电机 （例
如， 直流、 感应、 同步和开关磁阻）。 大型制造商可以提供 50Hz 和 60Hz 风力发电机。

1. 直流发电机的原理

直流发电机由以下部分组成：
1） 定子： 包括磁极以及缠绕在其上的绕组。 定子是通常用于描述直流电机静止部

件的术语。 励磁绕组提供可使机械旋转部件 （电枢或转子） 产生旋转的磁场。
2） 电枢 （转子）： 由硅钢叠片组成， 是直流发电机的旋转部件。 电枢上有槽， 可

嵌入由铜线匝绕制而成的电枢绕组。 绕组是由许多线圈绕成， 每个线圈的端部连接到铜

质接线上。 电枢或转子是发电机的唯一旋转部件。 它由薄的、 高磁导率的各层绝缘的硅

钢板堆叠在一起， 并固定安装在转轴上。
3） 换向器： 安装在电枢轴上的圆柱形装置， 其由围绕轴布置的多个楔形铜节段构

成， 并且彼此绝缘。 电枢线圈与这些铜节段相连接。

图 3. 30　 直流发电机的转子

4） 电刷： 电刷沿着换向器的外围转

动， 并将电枢线圈间歇性地切换连接至电

源。 电刷在一定压力下保持与换向器的电

接触， 并将电流从电枢绕组传导到负载

（电刷材料通常是碳或石墨）。 也就是说，
电刷是电枢线圈和外部电路之间的电连接

部件。
图 3. 30 所示为直流发电机的转子。

图 3. 31 所示为直流发电机的截面示意图。

图 3. 31　 直流发电机的截面示意图

运行
励磁电流产生磁场， 风力发电机使直流发电机的转子 （电枢） 发生转动。 磁场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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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线切割电枢绕组线圈， 并按法拉第定律在电枢绕组中产生交流电动势和电流， 由换向

器整流为直流电压和电流， 再通过电刷流向负载。
励磁绕组缠绕在磁极上， 使其具有极性。 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的连接方式决定了直

流发电机的类型。 如果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连接， 则它是一台串励发电机； 如果励

磁绕组与电枢绕组并联， 则它是一台并励发电机。 风力发电系统中通常使用并励发电

机。 当使用直流发电机时， 起动磁场通常由剩磁建立。 有的励磁绕组被永磁体代替， 此

类发电机被称为直流永磁发电机， 主要用于小型风力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带动直流发电机的转子转动。 发电机转子接受的驱动转矩 Td等于发电

机的常数 Ka、 磁通 Φ 和电枢电流 Ia三者的乘积。 假设磁场为线性的 （即磁感应强度与

通过励磁绕组的电流成正比）， Id 可写为

Td = KaΦ Ia （3. 15）
电刷两端的开路电压 Ea可写为

Ea = KaΦ ωm （3. 16）
直流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Po可写为

Po = VtIL （3. 17）
式中， IL是线电流； Vt是端电压， 可写为

图 3. 32　 并励直流发电机的等效电路

Vt = Ea - IaRa （3. 18）
并励直流发电机的等效电路如图 3. 32 所示。
直流发电机可以在负载仅需要直流电的情况

下得到应用。 如果负载需要交流电， 则必须在发

电机和负载之间引入逆变器。 直流发电机仅适合

于驱动直流负载， 其复杂的结构可能导致成本过

高， 且重量较大， 并不适用于大型风力发电机应

用。 此外， 电刷需要经常性地更换， 这增加了其

维护成本。 此外， 换向器由铜制成， 成本较高。 因此很难保证直流发电机在风力发电中

的应用。
2. 交流发电机的原理

交流发电机定子产生的磁场总是旋转的 （见图 3. 33）。 旋转磁场的转速称为同步转

速 ωs （单位为 rad / s） 或 ns （单位为 r / min）。
ns = 120f / p （3. 19）

式中， f 为频率； p 为磁极数。 同时

ωs = （ns / 60） × 2π （3. 20）
交流发电机由一个固定的定子和旋转的转子组成， 定子和转子上分别绕有线圈。 设

转子的转速为 ωm （单位为 rad / s） 或 nm （单位为 r / min）。 如果 ωs = ωm或 ns = nm， 则该

电机称为同步电机； 如果它们不相等， 则称为异步电机。
由于在异步电机中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的差异， 故由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在转

子绕组中感应产生电动势和电流。 因此， 异步电机也被称为感应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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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3　 交流发电机中的旋转磁场

图 3. 34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截面图

同步发电机
同步发电机是一种通常用于

风力发电的交流发电机。 它的运

行转速正好对应于电网的频率。
此外， 发电机中的电压和电流的

频率与同步转速相等。 如果同步

发电机连接到供电网络， 其转速

必须是完全恒定的。 同步发电机

由固定的定子组成， 定子开槽嵌

入定子绕组。 转子的设计有两种

方式。
第一种方式中， 转子绕组中

通过直流电流产生磁场， 转子绕

组也称为励磁绕组。 绕组嵌入转子槽中， 具有这种设计的电机称为常规同步电机 （见
图 3. 34）。 第二种方式中， 转子没有绕组， 而使用永磁体作为代替， 这种类型的电机称

为永磁同步电机。
1） 常规同步发电机。 常规同步发电机 （ regular synchronous generator， RSG） 使用

馈送到转子绕组的直流电流来产生磁场。 定子有 a、 b、 c 三相绕组嵌入在其槽中， 也称

为电枢绕组。 当转子由风力驱动旋转时， 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交流电枢电压 Ea。
该电压与磁通量 Φ、 转子转动频率 f， 以及转子绕组的匝数 N 成正比。

Ea = kΦNf （3. 21）
同步发电机的等效电路如图 3.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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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5　 同步发电机的等效电路

端电压 Va计算为

Va = Ea - Ia /Θ（Ra + j Xs） （3. 22）
式中， Ra为单相直流电阻； Xs 为同步电抗； Θ 为

功率因数角， 取决于负载。
有功输出功率 Po可表示为

Po = 3 VaIacosΘ （3. 23）
所产生的无功功率 Qo可表示为

Qo = 3 VaIasinΘ （3. 24）
然而， 常规同步发电机需要直流励磁电流， 因此需要一个产生直流电流的励磁机。

此外， 与现有电力系统的同步也存在一定难度。 为了保证同步发电机的运行， 其转子速

度必须保持恒定， 因此必须使用变桨距技术来实现叶片旋转速度的控制。
2） 永磁同步发电机。 永磁同步发电机 （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generator，

PMSG） 用永磁体代替直流绕组。 该磁体是由稀土金属 （例如， 钕） 制成的强磁体。 永

磁体的优点是， 它产生的磁通量是恒定的。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优势在于， 这种类型的发

电机不需要直流电源， 因此无需励磁机。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缺点是稀土磁体非常昂贵， 从名称中的 “稀” 字可见一斑。 总

的来说， 同步发电机的缺点是其所产生的电压的频率与原动机的转速成正比。 如果用户

正在使用具有可精确控制转速的蒸汽轮机作为原动机， 这并不重要。 问题是风的速度存

在随机性， 目前还没有控制风力发电机的方法可以对风速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横截面如图 3. 36 所示。 它包括以下部件：

图 3. 36　 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横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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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子： 与常规同步发电机相同， 由电枢线圈缠绕组成。
② 转子： 由稀土磁体组成的无刷电机的旋转部件， 为发电机提供磁场。
③ 传感器： 用于换向的反馈装置。
通常， 同步发电机可以是非永磁 （常规） 或永磁类型的， 并且都产生无功功率。

永磁发电机是无刷发电机， 具有与直流发电机相似的特性， 这也是它们又被称为无刷直

流发电机的原因。

图 3. 37　 笼型感应电机的转子

3. 感应发电机

感应发电机是交流发电机的一种， 其中一

个部件 （通常是定子） 上的一次绕组连接到电

力系统， 另一个部件 （通常是转子） 上的二次

绕组产生感应电流。 转子可以是笼型 （见图

3. 37）， 或者转子的绕组与定子绕组类似。 这

些绕组的端部导线与集电环相连。 这种感应电

机的设计称为绕线转子电机。 世界上大多数风

力发电机使用感应发电机来产生交流电流。 这

种发电机在风力发电行业以外没有得到广泛使

用。 同步发电机和感应发电机的主要区别在于感应发电机不能产生无功功率。
运行原理和组成部分
在感应电机中， 在定子中流动的三相电流的叠加产生旋转磁场； 旋转磁场的磁力线

切割转子绕组， 在其中感应出电流和电压。 转子中的三相感应电流的叠加产生旋转磁

场。 两个磁场相互作用， 保持电机的运行 （见图 3. 38）。 如果感应电机的转子由风力发

电机以高于同步速度的速度旋转， 则电机变为发电机。 下面给出结构信息。

图 3. 38　 感应发电机的截面示意图

1） 定子： 感应发电机的固定部分， 由层叠硅钢片和电枢构成。
2） 绕组： 三相绕组可连接到电力系统。 感应发电机的定子与同步发电机的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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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图 3. 39　 感应发电机的等效电路

3） 转子： 感应发电机的旋转部

分， 结构有绕组型或笼型。 感应发电

机的等效电路如图 3. 39 所示； 定义

如下：
① R1和 R2分别是定子和转子的直

流电阻；
② X1 和 X2 分别是定子和转子的

漏抗；
③ Rc是定子的损耗电阻；
④ Xm是指定子的磁化电抗；
⑤ I1和 I2分别是定子和转子电流；
⑥ V1是定子的端电压；
⑦ s 是转差率。
转差率表示为同步转速与转子转速的差值相对于同步转速的百分比。

s = （ns - nm） / ns （3. 25）
输出功率 Po可表示为

Po = 3 V1 I1cosΘ （3. 26）
通过气隙从转子传递到定子的功率 （反之亦然） 称为气隙功率 Pg， 有

Pg = 3 I22R2 / s （3. 27）
开发的功率 Pd为

Pd = （1 - s）Pg （3. 28）
输出的转矩 Td可写为

Td = Pd ÷ ωm = Pg / ωs （3. 29）
感应电机的转矩特性如图 3. 40 所示。 对于感应发电机， 转子转速应大于同步转速，

当然此时转差率为负值。
转子应该比旋转磁场转动得更快， 在转子中感应产生强电流。 此外， 感应发电机的

转速将随着施加到其上的力而变化。 这被称为发电机转差率。 如果转矩变化， 发电机的

转速将会略微增加或减小， 从而对齿轮箱造成较少的磨损。 这是在风力发电系统上使用

感应发电机而不是同步发电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即使感应发电机适用于风力发电系统， 它也存在其自身固有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感

应发电机不需要同步和励磁， 价格较为便宜， 也不需要严格的变桨距控制。 但是， 感应

发电机需要无功功率才能运行， 其在满载运行的情况下效率较高， 但是在非满载运行的

情况下效率将急剧降低。 笼型转子通常非常可靠， 需要的维护工作量较小。
另一个电能质量问题来自与电网的连接。 当没有足够的风速使风力发电机转速超过

同步转速并产生电力时， 风力发电机将与电网断开连接。 如果风力足够将风力发电机转

速提高到能发电的地步， 则发电机将连接至电网。 电能质量的另一个指标， 也是电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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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0　 感应电机的转矩特性

司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功率因数。 风力发电机还可配备可切换电容器组， 与风力发电

机的输出并联连接。 这些电容由控制系统控制， 以补偿过低的功率因数。
绕线转子感应电机可用作感应发电机。 在这种情况下， 整流器通过集电环连接到转

子绕组， 对转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进行整流， 然后将整流后的输出连接到逆变器， 其将

直流转子电流和电压逆变为固定频率的交流电流和电压。 整流器和逆变器的作用类似阻

尼， 改变转子转速， 但与阻尼不同的是， 来自转子的能量并未被消耗， 这称为转差功率

再生。 这种类型的发电机也称为双输出 （双馈） 感应发电机 （double output induction
generator， DOIG）， 因为它有两个输出———一个来自定子侧， 另一个来自转子侧。

在这种结构中， 由于定子和转子电流不允许超过其额定值， 发电机不会出现过热。
双馈感应发电机的配置如图 3. 41 所示。

图 3. 41　 双馈感应发电机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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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 5
一台三相 10kVA 笼型感应发电机由固定的桨距角风力发电机驱动。 风力发电机在

12m / s 的风速下提供额定输出。 发电机连接到频率和电压保持不变的电力系统上， 线

电压为 208V。 发电机输出功率因数为 0. 8。
a） 计算有功功率输出 Po为

Θ = 36. 37°，cosΘ = 0. 8，sinΘ = 0. 6
Po = S × cosΘ = （10 × 0. 8）kW = 8kW

b） 计算发电机输出电流。 相电压 V = 120V， 有

I = P / 3VcosΘ = （8000 ÷ 3 × 120 × 0. 8）A = 27. 78A
c） 计算发电机所需的无功功率 Q 为

Q = S × sinΘ = （10 × 0. 6）kvar = 6kvar
d） 当风速降至 8m / s 时， 发电机效率保持不变， 但空气动力系数降到原来的

80% 。 计算发电机的功率输出为

Po1 = 8000 = 0. 5AρV3
w1CP1 × ζ

Po2 = X = 0. 5ARρV3
w2CP2 × ζ

Po1 / Po2 = V3
w1CP1 / V

3
w2CP2

Po2 = Po1 × V3
w2CP2 / V

3
w1CP1 = 8000 × 83 × 0. 8 × CP1 / 12

3 × Cp1 = 1896. 3W

3. 6　 风力发电系统发电方案

使用前几节讨论的发电机可以采用多种电气方案进行发电。 这些方案在转子转速和

输出频率方面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常用的发电方案有四种， 这些方案将在以下小节中

讨论。

3. 6. 1　 恒速恒频方案

恒速恒频 （constant speed constant frequency， CSCF） 方案采用具有全桨距角控制的

常规同步发电机， 其中整个叶片可以液压方式旋转以保持转子转速恒定 （见图 3. 42）。
这种方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原因在于液压控制反应太慢， 所以发电机经常会脱离同

步。 该方案的优点之一是同步发电机产生无功功率， 而常规同步发电机是商业上很成熟

的技术。

3. 6. 2　 近恒速恒频方案

近恒速恒频 （almost constant speed constant frequency， ACSCF） 方案采用具有较不

严格桨距角控制的笼型感应发电机， 以将转差率保持在 1% ～ 5%之内 （见图 3. 43）。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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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优点之一是笼型感应发电机价格低廉且非常稳定， 其缺点是需要无功功率自激，
可使用电容器作为无功功率源。

图 3. 42　 具有常规同步发电机的 CSCF 方案 图 3. 43　 具有笼型感应发电机的 ACSCF 方案

3. 6. 3　 变速恒频方案

保持风力发电系统的叶片转速恒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现代系统中的风力发电机可

在不同转速下运行， 无需昂贵且缓慢的桨距角控制。 变速恒频 （variable speed constant
frequency， VSCF） 方案可保证输出电压频率保持不变， 发电机仍然可直接连接到现有的

电力系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可采用多个方案。
AC - DC - AC 链路方案可以采用常规同步发电机、 永磁同步发电机或笼型感应发

电机 （见图 3. 44）。 风力发电机以不同的转速运行， 因此发电机的电压和频率输出是改

变的。 为了使其恒定， 可使用整流器对电压进行整流， 然后将直流电压逆变为固定的频

率和电压。 该方案得到广泛应用， 其优点在于这套方案是基于电子控制而不是液压控

制， 因此控制的即时性非常高。

图 3. 44　 使用永磁同步发电机 （PMSG） 的 AC - DC - AC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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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风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进行逆变， 转子转速不再是问题， 因此不再需要复杂

的控制系统。 输出电压逆变的另一个好处是， 当没有足够的风能来驱动负载时， 直流电

能可以存储在电池中。 电池直接连接到直流母线即可。 这套方案的缺点在于电力电子设

备的高成本和可靠性问题。 电力公司不太喜欢逆变器， 因为它们的输出存在谐波失真。
要将逆变器连接到电网， 必须有小于 5%的总谐波失真。

以上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方案。 其他类型的 VSCF 方案包括：
1） 双馈感应发电机系统 （见图 3. 40）；
2） 现场调制发电机系统；
3） 交流换向发电机系统。

3. 6. 4　 变速变频方案

当输出频率不需要恒定时， 可使用变速变频 （variable speed variable frequency， VS⁃
VF） 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发电机工作在独立模式， 并且为对频率不敏感的负载供电，
如供暖或热水。 该方案可以采用笼型感应发电机、 永磁同步发电机或常规同步发电机，
不需要桨距角或频率控制。 该方案类似于图 3. 43 中所示的方案。

3. 7　 风力发电系统的选址和定容

风能资源非常丰富， 风能也不会耗尽。 未来几十年内， 风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形式

最重要、 最广泛的应用之一。 虽然目前风力发电技术遇到一些重大挑战， 但都是可以解

决的。 成功的研究和开发将有可能使风电能满足美国约 10%的电能需求。
有许多因素可直接影响风力发电机的性能。 每个站点的风的独特性意味着需要测量

多年的局部风特性数据。 具体的风险问题包括：
1） 风能随风速的提高而急剧增加。 在 13mile / h 风中可利用的能量是 10mile / h 风中

可利用能量的 2 倍以上。
2） 风速通常随着地面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 现代大型风力发电机的高度超过

170ft， 而老式风车的高度只有 20 ～ 30ft。
3） 在特定地点可用的风能量每天、 每季和每年都有巨大的变化。
4） 在较小面积上可用的风能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除风能资源外， 风电生产者必须处理以下的相关问题： 现场交通、 环境和航空问

题、 地面条件、 现有传输线路的接入等。 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较高的成本是组织考虑风

力发电项目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在工业化国家， 公众对风电的接受程度往往是限制规划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也是个

政治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仍然有限， 但近期印度和中国的大规模应用， 以及私营部

门的参与， 都显示出较高的生产可靠性和公众接受度。
风力资源较丰富的区域一般都沿着海岸线和山脉， 但在大多数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

可用的风力资源。 作为电力来源， 风能比太阳能的可预测性要小， 但在一天内的可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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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通常较长。 风力资源受到地面和较高障碍物的影响。 因此， 风能比太阳能更具空间

选择性。 例如， 在丘陵地带， 两个地方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太阳能资源； 然而， 由于现

场条件和不同风向的影响， 风力资源在两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风能存在季节性变化， 冬季的资源最为丰富， 而夏季则最为贫乏， 这恰恰与太阳能

相反。 为了确保风力发电系统的长期高效运行， 降低维护成本， 提高与现有电网系统的

集成性， 全面了解每个站点对上述问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容量因素， 需要对特定场所进行风力发电机尺寸匹配。 要正确地设置风力发电

系统， 考虑有关目标站点位置的技术信息及法律和环境障碍，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选址进行风力发电机尺寸匹配

1. 技术信息

以下技术信息在考虑风力发电系统选址时非常重要。
（1） 年平均风速和风向

风速是影响风力发电机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最重要因素。 增加风速会增加单位

时间通过转子的空气流量， 因此增加风速也会对系统的功率输出产生影响。 风的能

量随风的平均速度的 3 次方而变化。 因此， 如果风速增加 1 倍， 风能将增加到 8
倍。 总之， 一个站点应该具有较快的平均风速。

选址场地的风向应保持相对一致。 否则， 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进行偏航控

制———其作用是将风力发电机放在迎风方向上。 风向多变可能会抵消较快平均风速

的优点。
（2） 障碍物： 与风力发电机的高度差和距离

障碍物越高， 对风的遮挡越大。 如果风力发电机到障碍物的距离小于障碍物高

度的 5 倍， 或者如果障碍物高度大于风力发电机轮毂高度的一半， 则结果将更加不

确定。 此时障碍物的影响将取决于障碍物的确切几何形状。
障碍物和风力发电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 离障碍物距离越

远， 则风力发电机受到的影响越少， 就像离烟囱越远， 烟雾就越稀薄。 如果风力发

电机到障碍物的距离小于障碍物高度的 5 倍， 则障碍物的影响将取决于障碍物的确

切几何形状。 因此， 合适的场地因尽量避免障碍物的存在。
（3） 表面粗糙度

地球表面的植被和建筑物是降低风速的主要因素。 这有时被描述为地形的粗糙

度。 当离开地球表面时， 粗糙度减小， 空气层流增加。 换句话说， 增加高度意味着

更快的风速。 当高于地面约 1km 时， 风几乎不受地球表面的影响。
然而， 在大气层的较低层， 风速受到地球表面摩擦的影响。 对于风力发电来

说， 这意味着地球表面的粗糙度越高， 风速越慢。 森林和大城市建筑物将导致风速

大大降低， 而平原、 水面或机场对风的减速影响较小。 建筑物、 森林和其他障碍物

不仅降低了风速， 而且可使风速产生局部波动。 水面对风速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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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有电网输电线路的接入

所选站点应靠近电网输电线路和消费者， 这将降低生产每千瓦时电力的成本。
而且， 如果与客户的距离较远， 将会增加线路损失。 风力发电选址时应考虑到这个

问题。
2. 潜在的法律和环境问题

你是否允许在该地点安装风力发电系统？ 公众关心的根源在于风力发电的环境

优势在全球或国家层面上， 而风力发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则会直接作用在当地或邻

近地区， 具体与风力发电机组的存在和运行有关。
（1） 环境问题

1） 风力发电的优势在全球或国家层面上。 一些优点如下：
① 无直接大气排放： 风力发电机组运行不会产生直接大气排放。 用于生产、

运输和停用风能期间的间接排放取决于所使用的一次能源的类型。
② 报废后无负债： 过时的风力发电机组报废后不会产生负债。 目前大多数风

力发电机的金属部件都可以回收利用。 在不久的将来， 其他部件 （如电子设备和叶

片） 的回收率可几乎达到 100% 。
③ 土地占用量少： 风电场占地面积的近 99% 可用于农业， 或仍然作为动植物

的自然栖息地。 此外， 部分设备可以安装在海上。 因此， 风力发电所占用的土地是

极少的。
2） 地方或社区层面的缺点。 一些缺点具有非常有限的意义：
① 噪声排放： 风力发电机的噪声由机械和空气动力学噪声组成， 两者都是风

速的函数。 分析表明， 对于转子直径达 20m 的风力发电机， 机械噪声占主导地位。
而对于较大的叶片， 空气动力学噪声是决定性的。 噪声造成的滋扰是在有居民居住

地区安装风力发电机的最主要阻碍。 当地可接受的噪声排放水平主要取决于当地的

法规。
② 对视觉景观的影响： 根据当地地形特点， 现代风力发电机的高度可达 40 ～

60m， 叶片长度可达 20 ～ 30m， 将对当地地形景观形成视觉冲击。 这种视觉冲击虽

然很难量化， 但在大多数国家可能受到规划限制。
移动阴影： 更客观的视觉冲击的情况是来自转子叶片的 “阴影” 影响。 在风力

发电机非常靠近工作场所或住宅的情况下， 这是个问题。 通过适当的规划可以很容

易地预测和避免这种影响。 距离现代 600kW、 直径为 40m 的风力发电机 300m 的房

屋每年将有 17 ～ 18h 位于运动阴影中。
3） 对鸟类的影响。 风力发电机对鸟类的影响可分为：
① 直接影响， 包括碰撞的风险和对鸟类繁殖的影响。
② 间接影响， 包括风力发电机扰动引起的影响 （噪声和视觉干扰）。 风力发电

机的干扰效应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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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鸟类繁殖的干扰；
b） 对鸟类觅食的干扰；
c） 对鸟类迁徙造成的影响。
德国、 荷兰、 丹麦和英国的研究表明， 风力发电机并不对鸟类 （或蝙蝠、 昆

虫） 构成任何实质威胁。 风力发电机造成的鸟类死亡率仅为总体死亡率的一小部

分。 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死于每台风力发电机撞击的鸟类数量最大值为 6 ～ 7 只。 在

丹麦约有 4000 台风力发电机组， 这意味着 25000 ～ 30000 只鸟每年都会因与风力

发电机的碰撞而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 丹麦每年有超过 100 万只鸟类在交通事故

中死亡， 而丹麦的季节性迁徙的鸟类总数为 4 亿 ～ 5 亿只。
据报道， 也存在特定物种受到风力发电机威胁的实例， 这主要发生在直布罗

陀海峡附近的西班牙风电场附近。 这里是主要的鸟类迁徙路线， 如果没有妥善处

理， 沿海地区的风电场可能会扰乱鸟类的繁殖和休息。 通常情况下， 对鹅类的影

响距离在 250 ～ 800m 之内。 在风电场的规划过程， 咨询具备有关鸟类和风力发电

机专业知识的人士，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4） 电磁系统干扰。 一些地区的风力发电机可以反射电磁波， 这意味着可能会

对通信链路造成干扰。 英国 BBC 公司的调查显示， 风力发电机组对电磁通信系统

的干扰不是一个重大问题。
（2） 人身安全

涉及人身安全的风力发电机组事故较为少见， 目前尚无记录显示由于叶片脱

落或风力发电机融冰造成的人身事故。 对风电场安全具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保险公

司表示， 相对于其他能源行业， 风力发电行业的安全性是较高的。 国际电工委员

会 （ IEC） 已发布关于风力发电机组的国际官方标准。

3. 8　 风力发电机选址匹配

给定一个选定的地点， 哪种类型的风力发电机将是最适合的？ 这一工作需要对各种

类型风力发电机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 最终的决策不但与风力发电机的质量相关，
而且与所选场地的风力条件， 以及负载系统所需要的电力相关。

选择风力发电机时， 其额定功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较标准。 这是因为制造商可

以自由选择风速评估其风力发电机的额定功率。 如果额定风速不一样， 那么两个产品的

比较是具有误导性的。 通常， 制造商会给出各种不同年平均风速下的能量输出信息。
对于特定地点， 选择合适风力发电机常用的参数为容量系数 CF。 进行决策的流程

如下：
1） 生成一年中每月具有代表性的 24h 风速数据： 根据已有的长期数据， 从每个月

中选取一天， 获取该天内每个小时的平均风速。 例如， 对于 6 月典型的一天， 从所有已

知数据中获取每天早上 8 点时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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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轮毂高度的风速数据： 将风力发电机轮毂高度纳入考虑， 获得轮毂高度处

对应的风速。
3） 生成平均风速： 所选地点处应该具有多年长期风速资料， 根据这些数据生成每

年每个月的典型日的每小时的平均风速。
4） 生成概率密度函数： 生成典型日不同时段平均风速的概率密度函数。
5） 计算每台纳入考虑的风力发电机的 CF： 根据纳入考虑的风力发电机的参数、 当

地平均风速以及概率密度函数， 计算当天每小时该风力发电机的 CF。 CF 被定义为风力

发电机的平均输出功率 Pw，avr除以风力发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 Pw， rated， 即

CF = Pw，avr ÷ Pw，rated （3. 30）

Pw，avr = ∫
∞

0

Pw·f（v）·dv （3. 31）

且有

Pw = 1
2 × ρ × V3 × A × Cp × η （3. 32）

6） 计算每台纳入考虑的风力发电机的平均 CF： 具有最高平均 CF 值的风力发电机

即为所选地点处的最佳选择。

3. 9　 风力发电系统的应用

未来几十年内， 风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最重要、 最广泛应用的类型之一。 成功的研

究和开发将使风能占美国使用电力的 10% 左右。 风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进

一步的进步将使风力发电在未来找到更为光明的应用。
风力发电机是在世界各地使用清洁、 再生能源运动的关键部分。 风力发电机的一大

优点在于它可以为远离公用电网的偏远地区提供电力。 其他优点包括降低公用电网电能

消耗、 作物灌溉、 抽取饮用水， 并为恶劣条件地区提供电力。
在没有电网输电线路或补充能源的情况下， 风力发电系统可以作为独立的唯一电力

供应来源。 它们也可以连接到电网， 以并网模式工作。 小型风力发电系统用于为住宅供

电， 中型风力发电系统为村庄或岛屿供电， 或者大型风力发电系统为公用电网提供数百

兆瓦电力。

3. 9. 1　 独立运行

多年来， 风力发电为远离电网的家庭和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电力供应。 研究人员估

计， 在任何平均风速大于 4m / s 的偏远地区， 风力发电的成本都低于柴油发电机。 柴油

发电机和光伏系统可以与风力发电系统配合使用， 以增加独立风力发电系统的可靠性。

3. 9. 2　 小规模应用

独立风力发电系统的最重要应用场合， 为向家庭、 农场以及电信中继站、 海事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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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地质考察站、 铁路信号站、 船舶、 北极圈科考站等偏远地区供电。 此外， 风力发电系

统还可用于为偏远社区提供干净饮用水。 图 3. 45 所示为由风力发电系统供电的偏远住宅。

图 3. 45　 偏远住宅旁的风力发电系统

有些村民要步行几英里才能得到水， 并将沉重的水罐带回村里。 利用风能， 可以从

水源处将水泵送到村庄 （见图 3. 46）。 小型风力发电系统对于此类无法存储或运输燃料

的应用场合是理想的选择。 风力发电系统可为偏远地区的气象站供电。 图 3. 47 显示了

为芬兰海岸警卫队气象站供电的风力发电机。

图 3. 46　 摩洛哥北部奥雅区尼亚加社区的供水系统

风力发电机可用于灌溉农田， 使农民能够在土地上种植更多的作物， 饲养牲畜

（见图 3. 48）。 小型风力发电系统具有较高的初始成本， 但具有比用于灌溉的柴油泵更

低的生命周期成本。 此外， 使用风能不会污染空气， 无需柴油泵需要的不间断添加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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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

图 3. 47　 芬兰海岸警卫队的偏远地区天气监测系统

图 3. 48　 放养牧场的风车

通信中继站往往位于偏远地区， 远离公用电网， 因此也经常需要风力发电系统提供

电力。 大多数通信中继站的高空可为风力发电机提供巨大的风力资源， 足够在大部分时

间内提供所需的电力。 位于爱达荷州邓肯山的微波中继器安装了为现场供电所需的

7. 5kW 风力发电机和小型太阳电池阵列。 经过 15 年的运营， 风力发电机仍然提供了该



第 3 章　 风力发电系统 127　　

站所需的几乎所有能源。
风力发电机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运行， 在其他能源都无法运行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使

用。 在靠近南极的地方， 夏天的温度范围为 - 40 ～ 40°F， 所以发电装置必须相当稳定才

能承受这些极端的温度变化。 风力发电机已经被证明可以承受这样的条件， 其表现较其

他的发电手段要好得多。 图 3. 49 显示的小型、 轻量级的风力发电机， 可保持为应急电

池充电或为船只提供电力， 其电力输出功率范围一般为 150 ～ 500W （见图 3. 50）。

图 3. 49　 安装在南极的风车

图 3. 50　 使用风力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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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形的限制， 很多地方只能通过飞机进出。 在崎岖的地形上为少数几个有人居

住的地点架设输电线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所以需要可独立运行的电力供应来源。 风力发

电系统正在替代用于向这些场地提供电力的柴油发电机。 风力发电系统需要很少的维

护， 不用加油， 是清洁的能源。 由于不需要持续的燃料供应， 风力发电系统将为偏远地

区的现场运营商节省大量资金。
小型风力发电系统的功率范围从几瓦到 20kW。 这些独立系统通常与储能系统配合

使用， 以便在没有风的时间段也能持续提供电力。 一些应用不需要储能 （例如， 用于

农业的抽水系统）。 小型的独立系统通常具有可直接驱动直流负载的直流发电机或驱动

交流负载的交流无刷同步发电机。

3. 9. 3　 中等规模应用

独立风力发电系统的另一个应用场合是中等规模的村庄、 离岸岛屿、 孤立社区和自

供电的企业， 输出功率一般为 10 ～ 100kW。
为减少昂贵且污染严重的柴油发电机的使用， 实现农村电气化， 很多国家在电网无

法覆盖的区域安装了大量风力发电机， 在位于北极圈内的阿拉斯加州 Kotzebue 地区北

部， 风力发电系统为 3500 名居民提供低成本电力， 同时降低了运输、 储存和燃烧柴油

的环境风险。 该系统于 1999 年 4 月安装。 在 2 月份报告期内， 该系统发出 56MWh 的电

力， 每台风力发电机的持续峰值功率为 66kWh （见图 3. 51）。

图 3. 51　 为位于阿拉斯加州 Kotzebue 的一个偏远村庄提供电力供应的 10 台风力发电机

将电力电缆穿过水下为需要电力的地方供电是非常昂贵和危险的。 在现场安装独立

发电系统将会更便宜、 更安全。 风力发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风力发电机通常位于

靠近海岸线的地方。 由于太阳以不同的方式加热陆地和海洋， 温度差异会使空气流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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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 这使得海岸线成为可以利用风力资源进行发电的可靠区域。
岛屿通常难以获得电力， 因为使用水下电缆进行输电是相当昂贵的， 如果离陆地很

远也不切实际。 拥有许多小岛屿的群岛地区最适合使用风力发电系统或风力和太阳能的

混合动力系统。 因此， 每个岛屿都有一个或多个风力发电机为其提供电力， 而不用把所

有的岛屿用输送电力的水下电缆连接在一起。
图 3. 52 所示为加勒比的一个岛屿的风 / 光混合动力系统。 风力发电机用作主电力供

应， 太阳电池板用作辅助电力供应。 柴油发电机在没有风或太阳的日子里作为备用。 村

民能够享受高质量的 24h 交流电力供应。 中国小清岛由 2001 年 2 月安装的风 / 柴混合动

力系统提供电力。 风力发电机型号为 Bergey （见图 3. 53）。

图 3. 52　 为加勒比海群岛提供动力的风 /光混合动力系统

位于俄罗斯 Devina 河口的 Krasnoe 岛， 是俄罗斯北部 21 个试点村庄电气化项目之

一。 约有 2000 万人生活在无电网电力供应的区域。 该系统于 1997 年 9 月安装， 由安装

在 24m 高塔架上的两台 7. 5kW 风力发电机、 一套 48V 直流电池组、 三台 4. 5kW 逆变器

和相关的开关装置组成 （见图 3. 54）。 该系统与现有的村庄柴油发电机配合， 在最小化

柴油消耗的情况下提供 24h 电力。 该地区冬季现场温度可达到 - 40°F。

3. 9. 4　 并网风力发电系统

在这种工作模式下， 风力发电系统与现有电网并网连接。 与独立系统类似， 并网的

可能是一个小型系统， 为民宅或小型企业供电， 也可以是中等规模系统， 为村庄或工业

区域供电， 或者是由多台风力发电机组组成的风电场， 产生兆瓦级功率输出的大规模

应用。
风力资源丰富或电力成本较高地区的家庭和企业可考虑购买风力发电机， 为其提供

清洁的电力， 而不用依赖于公用电网。 这样做的初期成本可能较高， 但可在 7 ～ 10 年内

收回成本。 风力发电机生产的额外电力可以出售给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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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3　 小清岛的 Bergey Excel 10kW 风力发电机

图 3. 54　 俄罗斯克拉斯诺岛的村庄电气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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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公司为该电力支付的金额因地区而异。 有些地方会用于抵消电网用电量。 这是

最好的情况， 因为用户卖出的电价与支付的价格相同。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风力发电

系统的所有者很可能不用支付任何电费， 因为从公用电网中获取的电力等于整个风力发

电机组产生的额外的电力。

3. 9. 5　 风电场

风电场是多台风力发电机组成的集群 （阵列）。 阵列中的风力发电机数量不定， 可

从小型集群中的 2 ～ 3 台， 到加利福尼亚大型风电场的数千台。 对传统发电方式 （即化

石燃料） 对环境的破坏、 高昂的天然气价格以及许多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迅速消耗的担

忧导致人们相信， 现在需要彻底反思未来的能源生产。 这些担忧引起了对所谓 “环保

友好型” 可再生能源兴趣的持续增加。 这些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包括太阳能、 风能、 潮

汐能、 地热能、 生物质能和水的势能。
风能是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利用的能源。 但是直到最近几十年， 才将大部分尚未开发

的风能视为未来能源的替代来源， 并在世界范围内研发风力发电机。 风力发电是大规模

商业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一种形式。 在适当的条件下， 风能可以生产比煤电站和核电站更

便宜的电力， 其成本与燃气发电站相当。
1999 年 6 月， 美国政府宣布将在未来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支持风力发电的发展。 以

下是这一举措的三个主要目标：
1） 到 2020 年， 使用风能提供至少 5%的电力， 创造 8 万个就业机会， 减少 3500 万

吨大气碳排放， 至 2005 年将形成 500MW 的装机容量， 到 2010 年将形成 10000MW 的装

机容量。
2） 到 2005 年， 拥有 20MW 风力发电量的州数量将达到 16 个， 到 2010 年将该数量

增加到 24 个。
3） 到 2010 年， 联邦政府电力消耗量的 5%由风力发电提供。 各州的电力供应商现

在可以提供或计划提供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绿色电力 （Wind Energy， 1999）。
美国中部地区有可能成为风力发电的主要生产地区。 每个州都拥有风能资源， 但北

达科他州拥有的风能资源最为丰富， 可以为美国本土 48 个州提供 36%的电力供应， 是

美国的风能 “油井”。 电能以 kWh 度量———该术语描述了考虑了风速及其随时间分布的

以 W/ m2 为单位的风功率密度。
选择新建风电场的地点有许多标准可供选择。 每条标准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用户的

关注点 （即环境保护主义者或地产开发商）。 然而， 如果标准本身是主观的， 则与每个

标准相关的限制更是如此。 电力公司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建议的风电场与现有高压电力线

的距离。
高压线路的建设非常昂贵。 一般来说， 风电场距离现有的高压电力线不能超过

10mile。 显然， 风电场也不能太靠近机场。 在开发风电场之前， 必须知道现场的实际风

速是多少。 通常最少需要考察最近 3 年的风力资料。 除了风速以外， 在选择风电场时也

有经济和环境因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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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已建设有多座大型风电场， 原因是当地存在丰富的风力资源， 且靠近

输电线路和大城市。 这些地区的风能高峰大约与电力需求高峰同时发生， 这增加了风能

的电力价值。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加利福尼亚州要求电力公司以优惠的价格购买风力发

电机组发出的电力。 在旧金山东部的 Altamont Pass 区域有一个大型风电场 （见图

3. 55）。

图 3. 55　 Altamont Pass 风电场

另一个经济问题是建造风电场的成本。 这个地点是否已经有公路连接或需要修路？
站点的坡度是多少？ 陡峭的场地需要额外的施工费用。 其他经济问题包括： 地产税有多

高？ 风电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利？ 风电场的环境影响也是一个问题。 有些人担心风力

发电机组所需的土地面积很大， 大型风电场可能需要数百英亩㊀的土地。 然而， 塔架、
道路和支撑结构只需要风电场的 5%的土地。 其余 95%的土地可用于其他目的， 如种植

作物或放牧。
得克萨斯州建造有全美最大的风电场 （见图 3. 56）。 它被称为 “得州 Horse Hollow

风电场”， 容量为 735MW。 风力发电机竖立在需要相隔一定距离的行列中， 使它们不会

落在彼此的阴影之中。 增加行列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可以安装在某一区域的风力发电机数

量； 另外， 减小距离将导致风力发电机之间的相互干扰。 涡流是风力发电机周围的区域

风流动受到的干扰。 这最终将导致风能利用率的降低， 从而导致发电量的降低。 经验法

则是， 相邻风力发电机应位于其下风向和横风向的 10 ～ 15 倍直径距离处。 丹麦是使用

风力发电系统最多的国家， 拥有 4000 多台风力发电机组。 图 3. 57 所显示的是一个海上

风电场。
尽管风力发电的效益较好， 对环境友好性较高， 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根据美国

能源部数据， 风力发电最常见的投诉是叶轮产生的噪声污染， 对地形景观的影响， 缺乏

审美魅力， 以及对鸟类的威胁。 在加利福尼亚州， 猛禽被观察到撞击风力发电机而被杀

　 　 ㊀　 1 英亩 = 0. 004047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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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目前的研究表明， 这可能是与当地的雾有关。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正在进行研究，
以解决禽鸟死亡问题， 以防鸟类数量下降， 违反 “洄游鸟条约法” 或 “濒危物种法”。

图 3. 56　 得克萨斯州 Horse Hollow 的 735MW 风电场

图 3. 57　 丹麦的海上风电场

对于风力发电机产生的噪声， 早期的型号确实是非常嘈杂。 较新型号的风力发电机则

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距离 100 码㊀几乎听不见噪声。 最终的环境问题是风电场的外观。
在大多数情况下， 风力发电机位于偏远地区， 噪声和美观不会影响很多人。 虽然有人认为

风力发电机在景观上大煞风景， 但也有其他人认为风力发电机叶片在风中的旋转非常

优雅。

　 　 ㊀　 1 码 =0. 914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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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风力发电在电网系统中的地位

近年来， 随着风力发电渗透率的增加， 一些国家的并网问题开始凸显， 这是一个可能

阻碍风力发电系统广泛部署的问题。 风力发电未来面临的两大挑战就是风能的间歇性和电

网的可靠性问题。
电力系统必须保持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平均负载在可预测的日常和季节性模式中

变化， 但是由于随机负载变化和不可预见的事件， 存在不可预测的负载需求。 为了补偿这

些变化， 需要额外的发电能力来提供调节或储备能源。 电力系统中的发电机具有不同的工

作特性： 一些提供稳定的基础电力供应， 其他 （如水电和燃气轮机） 则在应对波动和起

动方面反应更为迅速。 除了提供电力的价值外， 发电机产生的能量还有提供这些辅助服务

的经济价值。 由于其天然间歇性特征， 风力发电的引入会增加电网调度负担和对储能设备

的需求。
风电场对电网的影响取决于风力资源的间歇程度。 一般来说， 间歇性会影响电网的可

靠性， 是传输和分销网络运营商传统上不必考虑的一个新领域。 因此， 随着风力发电已经

成为电力供应的新生事物， 系统规划者和运营商将越来越关注风力发电量的变化可能会对

电网可靠性造成的不利影响， 及其导致的整个系统运行成本的提高。
传统的输配电管理受到电力市场重组、 供应链安全以及风力发电等新一代技术整合的

挑战。 然而市场重组的一些发展， 例如增加网络互联， 可以改善电网整合和可变发电源的

管理， 从而为市场设计提供降低电力成本的机会。
在一些国家， 输配电网络正在老化， 无法满足供需要求。 基础设施更换和升级是重新

设计运行参数的机会， 包括将风力发电整合为整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将需要系统运

营商进行积极的网络管理———彻底改变传统的中央控制方法。
海上风力发电开发技术的成熟度较低， 风险高于陆上风力发电开发。 虽然在风力发电

机、 支撑结构、 运行和维护以及离岸通信中继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海上风力

发电开发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以及进一步的海上传输线路建设。
在许多情况下， 预计将是高压直流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 输电技术可解

决海上输电问题。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成本较高， 但是具有集成度高和线路损耗较低的优

点。 海上风力发电预计将在近期发展至数兆瓦量级， 从而将更多的间歇性电力供应输入电

网， 解决风力发电并网问题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加。
可用的输电线路可能是风力发电的主要障碍之一。 风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往往处于远离

现有输电设施的地区， 例如欧洲的沿海地区和北美中西部地区。 由于规划、 土地使用权和

成本问题， 建设新的输电线路可能很困难。
由于将风力发电整合到公共电网系统中的不稳定性， 如何评价风力发电， 以及电网系

统可消纳风力发电的百分比尚存在争议。 需要考虑以下四个理论：
1） 燃油节省， 0%： 在某些情况下， 假设风力发电的可信容量为零。 也就是说， 风力

发电是不可靠的， 不可能为所有实用目的提供电力， 也不可能减少常规电力的使用量。 风

力发电的经济价值通过其所能够节约的燃料来衡量。 这种评价标准的优点是实现起来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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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但是其缺点是可能会导致部分评价过度保守。
2） 热储备： 该理论提出， 风力发电应该有一定比例用于电网的持续运行备用。 电力

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备用能源， 以确保系统性能良好， 并防止突然掉电、 意外的负载波动

和 / 或意外的输电线路中断。 运行备用又分为热储备和冷储备。 通常， 系统运行备用的一

半是热储备， 所以突然的掉电不会导致负载损失， 可以在 10min 内保持负载正常运行。 在

确定运行备用时， 必须考虑任何不可预测的负载或发电变化。
在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的风电场， 风力发电量的变化并不要求运行备用的变化。 间歇性

发电 （如风力发电） 开始降低系统经济性的确切阈值点尚不清楚， 但文献表明其准入容

量不应超过 5%。 风力发电的间歇性正在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公司越来越多的关注， 特

别是在需求低估时期， 因为风力发电的准入容量已经开始达到 5%的水平。 随着电力市场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预测和控制风力资源的能力将会增加风力发电对公用电网的价值。
3） 调峰机组容量： 该理论规定， 风力发电所占的百分比应该等于调峰机组的容量。

如果风力发电消失， 调峰机组将负责为负载供电。 电气可靠性是客户需求和各种发电机特

性的函数。 电网往往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高峰期， 通常在特定季节的一天中的几个小时。
高峰时段调峰机组的引入可大大增加电网的可靠性。 尽管这些调峰机组在晚上也可使用，
但其使用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微乎其微。 同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一个能够显著

提高年度能源输出的风电场不一定会对系统的可靠性产生重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系统峰值

期间的风力输出。
4） 容量可信度 （capacity credit， CC）： 定义为风力发电系统的存在而可以避免的常规装

机容量。 风能经常被批评为不可靠。 批评者声称， 风能永远不能代替现有的能源， 或者由于

风能的不可靠性， 不再需要建造新的发电站。 在技术上， 这个论点归结为以下问题： 风能的

容量可信度有多少？ 即使风能不是在 100%的时间内可用， 风能依然是可以依靠的。 实际上，
没有技术能 100%可靠。 负载因数概念的引入就是为了评价发电装置的日常生产力。

单座发电厂无法保持一年 365 天发电。 不管是由于常规维护还是意外， 所有工厂都

需要有一定的停产时间。 某能源技术的负载因数定义为是该技术产生的净发电量与假设

其以额定输出功率运行的总发电量的比值 （以百分比表示）。 风电场可以与传统发电厂

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统计处理。 对于任何类型的发电设备， 可以计算出它无法提供预期

发电量的概率。 因为风是可变的， 所以在任何特定时间不可用的概率较高。 风能具有比

许多其他技术更低的负载因数， 如表 3. 1 所示。

表 3. 1　 其他技术和负载因数

能源技术 负载因数

沼气 90%
农场废物 90%
能源作物 85%

垃圾填埋气 70% ～90%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 70% ～85%

废弃物燃烧 60% ～90%
煤 6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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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技术 负载因数

核能 65% ～85%

水力 30% ～50%

风力 25% ～40%

潮汐能 25%

风的负载因数根据现场和风力发电机的类型而有所不同， 冬季比夏季一般高 30%
左右。 装机容量为 5MW 的风电场平均可产生 13140MWh / 年的发电量， 即以最大产量持

续运行发电量的 30% 。
容量可信度是通过火电厂装机容量的下降来计算。 换句话说， 多少火电厂装机容量

可以被风力发电 “替代”， 而不会导致系统可靠性的下降。 对于风力发电准入容量较低

的电网， 风能的可信容量与装机容量乘以负载因数大致相同。 换句话说， 如果在该国安

装了 100MW 的风能， 那么可以替代 （或避免建设） 30MW 的热能或核能发电容量。 然

而， 随着风力发电准入容量的上升， 容量可信度开始下降。
对于某一有特定系统发电装机容量 （system installed generating capacity， SIGC） 和特

定风速数据的区域， 要找到其容量可信度， 可采取以下步骤：
1） 在没有风力发电系统的情况下， 计算不同负载情况下电力不足概率 （ loss of

load probability， LOLP）。 对于燃煤发电机为 5% ， 水力发电机为 1. 5% 。 考虑停电的因

素， 计算所有发电机产生的发电量。 电力不足概率定义为负载超过系统发电装机容量的

概率。 然后画出等效负载持续曲线 （equivalent load duration curve， ELDC）。 可靠性被定

义为系统发电装机容量大于负载的概率。 当然， 如果负载为零， 则系统发电装机容量大

于负载的概率为 100%或 1， 无风险。
2） 考虑到风力发电机组的容量， 重复步骤 1。
3） 要找到该地区某组发电机的容量可信度， 用户必须确定可接受的风险值并以该

值为基础划一条水平线。 该线将与两条曲线相交。 两个交点之间的差值即为容量可

信度。
CC = SIGC - 1 - SIGC - 2

用户愿意承担的风险越高， 风力发电的容量可信度越高 （见图 3. 58）。 尽管风是周

期性的， 但风能确实具有容量可信度， 因此是可以利用的。 随着风能准入容量的增加，
容量可信度下降。 直到准入容量达到 20% 之前， 这都不会是一个问题。 负载因数有时

也称为容量因数。 此外， 在一个常年有风的地区， 有时候小型风力发电系统的容量信用

度等于容量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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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8　 风力发电系统的容量可信度

3. 11　 风力发电系统的前景展望

风力发电的未来是光明的。 由于大量生产， 新产品不断发明， 其成本持续下降。 世

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机 （Enercon E - 126） 由德国生产， 容量为 6MW （见图 3. 59）。 风

能在全球的发电量正在迅速增长， 如图 3. 60 所示。

图 3. 59　 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建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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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0　 全球风力发电量

联邦风能计划 （1972—1984）
政府资助的研发

创建联邦风能计划， 通过以下方式将风力发电商业化：
1） 支持风力发电机组的研究和技术开发；
2） 设计、 建造和运行风力发电系统， 由美国能源部主管；
3） 开展研究以确定风力发电系统并网运营的可行性。
美国能源部在该项目的生命周期内开发并建设了一系列风力发电系统。
（1） MOD - O
这是该项目的第一座风力发电系统 （见图 3. 61）， 它是由西屋电气公司在 1975 年

建成的， 其规格参数为：
1） 可变俯仰角控制；
2） 水平轴式；
3）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 Plumbrook 市；
4） 叶片直径： D = 38m；
5） 额定输出功率： P = 100kW；
6） 叶片数： 2；
7） 截止风速： Vwo = 17. 9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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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1　 MOD - O 风力发电机

8） 起动风速： Vwi = 4. 3m / s；
9） 额定风速： Vwr = 10. 0m / s；

10） 风力发电机叶片的扫掠面积： A = 1072m2；
11） 风力发电机功率系数： Cpmax = 0. 375；
12） 轮毂高度： 30m；
13） 混合型： 刚性；
14） 两个叶片总重： 2090kg；
15） 叶片转向： 顺风；
16） 控制类型： 全跨度；
17） 发电机类型： 常规同步发电机；
18） 发电机电压： 480V。

（2） MOD - OA
它是由西屋电气公司于 1979 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Clanton 市建造的， 共包括了 4

台风力发电机 （见图 3. 62）， 规格参数如下：
1） 叶片直径： D = 37.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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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2　 MOD - OA 风力发电机

2） 额定输出功率： P = 200kW；
3） 截止风速： Vwo = 17. 9m / s；
4） 起动风速： Vwi = 5. 4m / s；
5） 额定风速： Vwr = 9. 7m / s；

6） 扫掠面积： A = 1140m2；
7） 功率系数： Cpmax = 0. 375；
8） 最大风速： 67m / s；
9） 轮毂高度： 30m；
10） 发电机类型： 常规同步发电机；
11） 发电机电压： 480V；
12） 塔架结构： 管状钢。

（3） MOD - 1
它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Boone 市建造， 具有可变的俯仰角控制

（见图 3. 63）； 含有一台水平轴风力发电机， 其具体参数如下：
1） 叶片直径： D = 60m；



第 3 章　 风力发电系统 141　　

图 3. 63　 美国宇航局 MOD -1 风力发电机

2） 额定输出功率： P = 2MW；
3） 截止风速： Vwo = 19m / s；
4） 起动风速： Vwi = 7m / s；
5） 额定风速： Vwr = 10. 0m / s；

6） 扫掠面积： 2920m2；
7） 功率系数： Cpmax = 0. 375；
8） 两个叶片的重量： 16400kg；
9） 顺风型；
10） 全跨度；
11） 发电机类型： 常规同步发电机；
12） 发电机电压： 4160V；
13） 轮毂： 刚性；
14） 产生电视干扰， 噪声。

（4） MOD - 2
它是由波音公司于 1981 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戈登加勒市建造 （见图 3. 64 和图

3. 65）。 以下为其规格参数：
1） 叶片直径： D = 91m；
2） 额定输出功率： P = 2. 5MW；
3） 截止风速： Vwo = 20. 1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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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4　 MOD - 2 风力发电机

图 3. 65　 拥有 3 台 MOD -2 风力发电机的农场

　 　 4） 切入风速： Vwi = 6. 3m / s；
5） 额定风速： Vwr = 10. 0m / s；

6） 扫掠面积： 6560m2；
7） 功率系数： Cpmax = 0.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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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6　 MOD - 5B 风力发电机

8） 两个叶片的重量： 33200kg；
9） 钢质叶片；
10） 逆风型；
11） 发电机电压： 4160V；
12） 轮毂高度： 58. 8m；
13） 部分可变桨距；
14） 发电机类型： 常规同步发电机。
（5） MOD - 5A
它是由通用电气公司于 1984 年在夏威夷设计， 但是从未建成。
1） 叶片直径： D = 122m；
2） 额定输出功率： P = 7. 3MW；
3） 额定风速： Vwr = 13m / s；
4） 木质风轮；
5） 三叶片；
6） 两个转速： 13r / min 和 17r / min；
7） 预计成本： 3. 75 美分 / kWh （目前为 16 美分 / kWh）。
（6） MOD - 5B
它是由波音公司设计 （见图 3. 66）， 具有如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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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片直径： D = 128m；
2） 额定输出功率： P = 7. 2MW；
3） 木质与钢制混合叶片；
4） 发电机类型： 变速发电机。

3. 12　 风光混合发电系统

近年来， 对可再生能源的兴趣日益增加。 替代能源是无污染的， 其可用性和连续性

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这都使得这些能源对于许多应用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3. 12. 1　 概述

目前， 风光混合系统 （hybrid wind and PV system， HWPS） 被用于各种应用， 如抽

水、 照明、 偏远地区电气化以及通信等。 对于诸如无线电通信、 卫星接收站或远离常规

电力系统站点的远程系统， HWPS 被认为是优先使用的。 随着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

需求的增加， 两个最广泛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来源即为太阳能和风能。
当单独使用作为分布式能源时， 风能和光伏都显示出一些显著的缺点。 一个流行的

解决方案是创建能同时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系统， 通常被称为 HWPS。 本章将讨论隔离的

HWPS 中的难点， 并探讨 HWPS 如何应对这些缺陷。 本章还将根据最近的研究， 为

HWPS 在各种情况下的应用提供范例 （见图 3. 67）。

图 3. 67　 在 UMass - Lowell 安装的风光混合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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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最早以来， 光伏系统一直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柱。 光伏系统是模块化的， 允

许所有者根据需要或资金逐渐增加模块。 虽然辐照度水平会随着地点、 季节和一天中所

在的时间而变化， 但是太阳能几乎是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被利用的少数能量来源

之一。
然而，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人员面临的明显挑战是， 每天夜晚降临之前， 地球

上特定位置都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接收阳光。 在许多地方， 冬天的开始或仅仅是多云也

会限制了阳光的可用性。 由于负载需求不会同步下降， 因此必须将能量储存系统 （通
常为电池） 一并纳入设计中， 以捕获在高峰期间产生的多余能量， 以便在无电力供应

期间使用。 大容量储能系统的需求会大大增加系统的成本。 通常， 对备用发电机或外部

电网的依赖也是必要的， 以确保持续的可用性， 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与阳光一样， 风是一种免费和无污染的能源， 尽管对于一些较大的风力发电机组，

必须考虑噪声污染。 风力发电机也可以是模块化的。 风能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 尽管其

可用性基于地形和其他环境特征而会发生显著变化。
独立风力发电系统具有类似于单机光伏发电系统的挑战。 风速往往会随时间产生相

当大的波动。 由于在发电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性， 所以适用于分布式发电的独立风力发电

系统无法在全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可用的能源， 也无法满足恒定负载需求。 与光

伏发电一样， 为了确保不间断的电源供应， 需要大量的电池存储和对附加备用电源的依

赖， 从而增加了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
将光伏和风力发电整合到一个混合发电系统中比两套独立的系统具有相当大的优

势。 最重要的是， 风能和太阳能的混合使用可以减少单个来源的个体变化， 无论是在可

预测的天气模式还是在较不可预测的波动方面。 这增加了总体能源输出和可靠性， 并降

低了能源储存需求及其相关成本。

3. 12. 2　 HWPS 的优点

辐照度和风速每天都是不同的， 并且存在可预测的平均最高和最低点。 图 3. 68 说

明了马萨诸塞州梅里马克河谷典型日的风能和太阳能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 太阳能发电

在中午到下午 3 点之间趋于达到峰值， 而风力发电在下午 3∶ 00 ～ 6∶ 00 趋于达到峰值。
太阳能峰值适用于中午的负载， 如空调和商业用途等， 而风能峰值可以适应下午的商业

用途和傍晚的住宅需求。 凌晨到早上 6 点之间， 只有 10%的风能和少量的太阳能产生，
这与负载需求曲线基本吻合。

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出， 区域 1 表示风力和光伏发电系统处于低功率输出状态。 显

然此时需要电池储能提供额外的功率输出。 区域 2 表示可以产生大量的能量， 多余的能

量应储存在电池储能系统中。 区域 3 表示能量产生和负载能量需求之间的紧密平衡。
从年度变化来看， 风能的产能高峰位于秋冬季， 与冬季高峰负载相吻合， 太阳能在

春夏季达到峰值， 与夏季峰值负载相一致。 这种季节性变化表明， 风力发电适用于冬季

高峰期的采暖和照明应用， 而夏季空调和灌溉需求则最适合光伏发电。 这样一来， 风能

和太阳能一起形成互补的系统， 延长了整个高峰期的输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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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8　 马萨诸塞州梅里马克河谷典型日的风力和光伏发电量

这两种形式的发电依赖于两种不同的自然现象， 通过减少随机天气发生的负面影响

也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该特性是 HWPS 的有益特征， 尤其是在风能和太阳能

存在显著的不可预测性的区域 （例如马萨诸塞州的梅里马克河谷地区）， 这种系统的优

点是非常有帮助的。
风能可以在天空多云或阴暗时继续产生能量， 而太阳在低风力活动时通常光照强度

较大。 这种互补的组合减小了对电池储能的要求， 这意味着在没有太阳能或风能的情况

下， 紧急停机时间将会减少。 它还通过保护电池避免经受深度放电而延长电池的使用

寿命。
与较大的单一系统相比， HWPS 的总发电量可能略低。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HWPS 可大大降低成本。 能源成本 （美元 / kWh） 因现场情况而异， 其具体值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些与场地有关的因素， 包括平均风速、 辐照度以及政府或其他方面的援助

计划等。
就单一系统来说， 与传统的不可再生能源发电相比， 太阳能 （约 0. 065 美元 / kWh）

和风力发电 （约 0. 05 美元 / kWh） 的平均成本仍然较高。 由于光伏组件和小型风力发电

机的大量生产， 研发进展和持续的政府财政支持， 这些成本仍在不断下降。 在这种趋势

下， 应该继续鼓励互动式小规模住宅 HWPS 的广泛应用。
与任何分布式发电系统一样， 电池在 HWPS 中的作用主要是允许在高峰期产生的

过剩能量存储， 以便在少量或不生产能量的时间内使用。 然而， 如果系统并网， 那么过

剩的能源可能会被卖回电力公司， 从而提供额外的经济激励。 此外， 存储还可以通过在

住宅需求达到高峰时降低其使用需求， 来帮助降低电力公司高峰时段的需求。 因此， 电

池储能系统可降低需求峰值时昂贵的发电机组调度。
HWPS 适用于各种场合。 最明显的潜在应用场合是具有快风速 （如岛屿或沿海地

区） 和高辐照度水平 （例如沙漠或热带地区） 的环境。 HWPS 非常适合小岛屿上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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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为其提供急需的电力供应服务， 而不用昂贵地与远距离电网建立联系， 同时还可利

用该村丰富的可再生自然资源。
然而， 遥远的农村地区不是 HWPS 可以有效使用的唯一地方。 目前各公司正在开发

越来越多的 HWPS 作为城市环境下的补充动力源。 在城市地区， 由于土地费用昂贵， 人

们往往反对兴建新的发电厂， 所以由小型住宅可再生能源混合系统组成的分布式发电系

统可以集成到现有的基础设施中， 以在不产生过大生态和社会影响的情况下满足不断增

加的负载需求。 这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可以减少系统损耗， 并用作需求侧管理， 以更紧密

地匹配负载与供电。
此类系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目前安装在 UMass - Lowell 校园的 HWPS （见图

3. 67）。 该系统由三台额定功率分别为 1. 5kW、 500W 和 300W 的风力发电机， 连接到

24V 蓄电池组的 2500W 太阳电池阵列以及逆变器和断路器等组成。 一般来说， 较小的

风力发电机适合城市环境， 因为它们具有较低的起动速度， 这实际上使得它们与大型风

力发电机相比能够在总体慢风速的区域中产生更大的能量。
较小的尺寸也意味着较低的噪声污染水平， 这通常会被交通和其他典型的城市噪声

淹没， 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涉及的结构安装费用可能高于农村地区，
相邻的建筑物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太阳能和风力资源的风险。 当然由于建筑物的升高， 风

速会高于当地的风速。
最后， HWPS 技术通过私人家庭和企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城郊地区。 美国家庭每

年平均电费接近 1400 美元， 这些分布式发电系统的使用可有效减少家庭电费支出。
小规模 HWPS 在一个监管较宽松的环境中被归类为 “未来趋势”， 并被视为在各种

各样的环境中分布式发电方式中的最适于实用的方法。 这种共识对分布式能源发电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电力系统输配电设备的损

耗， 并支持需求侧管理 （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 的效用。 同时， HWPS 的应用

也可降低某一地区对输电线路的依赖程度，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投资风光混合分布式发电系统的其他激励包括客户在停电或其他紧急情况下独立满

足其能源需求的能力， 减少污染相关的长期健康收益， 以及减少对国内外不可再生资源

的依赖。 根据 Synergy 电力公司的统计， 减少对外国能源的依赖也可能意味着军费开支

下降， 以及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减小。
总之， 使用 HWPS 是推进分布式能源发电的有益途径。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相互补

充， 可扩大整体峰值发电周期， 节省电池寿命， 降低系统的整体成本。 HWPS 适用于从

农村到城市丛林的各种环境， 正迅速成为分布式发电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选择。

习　 　 题

3. 1　 10m 高处的风速为 8m / s。 计算 40m 高处的风速， 条件如下：
a） 位置在陆上， α = 0. 14；
b） 位置在海上， α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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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某地观察到 7 个风速： 2m / s、 3m / s、 5m / s、 7m / s、 9m / s、 11m / s 和 12m / s。
计算 Vwm、 δ2和 δ。

3. 3　 某地风速观测数为 n = 250， 对应于每个风速 Vwi， 观测到的次数为 mi次。 计

算 P （Vwi） 和 F （Vwi）。 将计算结果填入下表中。

编号 风速 Vwi / （m / s） 观测次数 mi P （Vwi） F （Vwi）

1 2 10

2 4 20

3 5 35

4 7 60

5 9 50

6 10 40

7 12 35

3. 4　 某风力发电系统具有以下参数：
叶片直径： D = 60m
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系数： Cpmax = 0. 375
额定风速： Vwr = 10m / s
切入风速： Vwi = 7m / s
截止风速： Vwo = 19m / s
空气密度： ρ = 1. 225kg / m3

同步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 Po = 200kW
a） 以额定风速计算风中的可用功率。
b） 如果风力发电机在额定风速下以最大功率系数运行， 则计算从风中以额定风速

Pm 提取的机械功率。
c） 计算组合齿轮发电机的效率 Z。
d） 如果发电机的平均输出功率为 Pav = 400kW， 则计算发电机容量系数 CF。
3. 5　 风力发电系统具有以下参数：
风力发电机叶片扫掠面积： A = 6560m2

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系数： Cpmax = 0. 382
额定风速： Vwr = 10m / s
截止风速： Vwo = 20. 1m / s
切入风速： Vwi = 6. 3m / s
空气密度： ρ = 1. 225kg / m3

同步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 Po = 1500kW
a） 以额定风速计算风中的可用功率。
b） 如果风力发电机以最大功率系数在额定风速下工作， 计算从额定风速的风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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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机械功率 Pm。
c） 计算组合齿轮发电机的效率 η。
d） 如果发电机的平均输出功率 Pav = 500kW， 计算发电机的 CF。
3. 6　 一台 5kW 直流发电机由固定俯仰角的风力发电机驱动。
发电机额定输出下的额定风速为 12m / s。
发电机连接到一个大型 120V 电池组。 发电机由额定风速驱动， 提供额定输出。
a） 计算发电机输出电流 I。
b） 如风速降至 8m / s， 发电机效率保持不变， 但空气动力系数降到了原来的 80% 。

计算发电机的功率输出。 电池电压保持稳定在 120V。
3. 7　 无风和有风条件下电力系统的等效负载持续时间曲线 （ELDC） 如图 3. 69 所

示， 计算负载概率损失 LOLP = 0. 2 条件下风力发电系统的容量信用度。

图 3. 69　 风力发电系统的等效负载持续时间曲线

3. 8　 对于某个风电场， 平均风速为 6m / s， 方差 δ2 = 8. 5m2 s2。 风速的分布遵循

Weibull 概率密度函数。
a） 计算比例因子 C。
b） 计算形状因子 K。
3. 9　 对于某一地点， 标准高度 10m 处的平均风速为 7. 063m / s， 安装具有常规同步

发电机的风力发电系统。 风能转换参数为：
切入风速： 4. 5m / s
额定风速： 10. 8m / s
卷曲风速： 22m / s
轮毂高度： 23m
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 100kW
计算风力发电系统的容量系数。
3. 10　 风电场的装机容量为 5MW， 负载率为 30% 。
计算一年中所产生的能量， 以 MWh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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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储 能 系 统

4. 1　 电池技术

从理论上来说， 电池可以是存储能量以供将来使用的任何装置。 一块被推上山顶的

石块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电池， 因为用于把它推上山顶的能量 （来自于肌肉或内燃机的

化学能） 被转换并作为势能存储在山顶。 然后， 当石头滚落山底时， 那部分能量以动

能和热能的形式被释放。

4. 1. 1　 简介

然而， “电池” 这个词普遍局限于指通过使用原电池将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电化学

装置。 原电池是由两个电极 （阳极和阴极） 和电解质溶液组成的相当简单的装置。 电

池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原电池。
电池发明于 18 世纪后期。 这一事业得到了 Luigi Galvani 从 1780 ～ 1786 年所做的工

作的支持。 在他的实验中， Galvani 观察到， 当铁和黄铜连接体被放置到青蛙的腿上时，
会导致青蛙腿的颤抖。 然而， Galvani 认为该现象的原因来自于腿部的肌肉组织。 尽管

如此， Galvani 已经为 “伏打” 电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
大多数历史学家将电池的发明追溯到约 1800 年， 当时意大利教授 Alessandro Volta

（见图 4. 1） 在帕维亚大学进行了实验， 通过不同金属之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电流。 原

始的 “伏打电堆” 使用锌盘和银盘， 以及浸泡了盐水的由多孔非导电材料组成的隔离

层。 Volta 将其形容为一种经久不衰， 拥有永续能量的装置。 当它们堆叠起来时， 在每

一个锌盘和银盘对上都可以测量到电压 （见图 4. 2）。 该发明将化学能转化为了电能。
伏打电堆堆叠得越多， 可以制造的电压就越高。 同时 Volta 的工作也得到了回报， 拿破

仑授予他伯爵爵位， 并作为荣誉将电压测量单位 “伏特”， 以他的名字命名。 至今伏打

电堆依然是大多数现代电池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 60 年中， 不同金属和电解质组合的实验继续进行着。 各种各样大而笨

重的伏打电堆是 19 世纪早期唯一使用的电力来源， 它们都属于原始的一次电池。
Johann Ritter 在 1802 年首次阐明了可充电电池的基本构成， 但可充电电池仍然只是

实验室中的探索对象。 直到 19 世纪后期， 蒸汽驱动发电机的发展才使其充电得到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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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的可能。

图 4. 1　 Alessandro Volta 伯爵 （1745—1827）

图 4. 2　 伏打电堆

1813 年， Humphrey Davy 爵士建造了一个大型电池， 包含 2000 对锌银板， 占地面

积 889ft2 ㊀。 他使用该电池和其他早期电池来更深入地了解电的基本概念。 Davy 的实验

帮助解释了诸如氧和氢的基本物质如何通过电吸引结合形成天然化合物如水。

　 　 ㊀　 1ft = 0. 3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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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年里， 科学家发明了生产电力的其他手段， 所有这些手段都涉及液体电

极的使用。 由 Bunsen （1842） 和 Grove （1839） 开发的电池产品是最成功的系统之一，
被使用了许多年。

在 19 世纪上半叶， 人们继续试验各种电化学材料 （正、 负电极材料以及电解质的

组合）。 最后， 在大约 1860 年， 人们开发了现代的一次和二次电池的前身。
1866 年， 法国工程师 Georges Leclanche 申请了一种原电池专利， 并且立即获得了成

功。 在两年的时间里， 20000 个这种电池单元被运用在电报系统中。 因为坚固耐用， 易

于制造， 并有良好的保质期， 所以这种电池开始流行起来。 在此之前， 电池的主要成分

总是包含液体。 Leclanche 用糊状物质取代了液体， 使其便携且不会泄漏。 他的原始电

池单元组装在一个多孔的容器中。
Leclanche 电池的正极由二氧化锰粉末和少量的碳混合而成， 负极为锌棒。 阴极被

包裹在容器中， 并插入碳棒作为电流收集器。 然后将阳极、 锌棒以及容器浸泡在氯化铵

溶液中。 该溶液作为电解液， 易于渗入多孔容器并与阴极材料接触。 Leclanche 的 “湿”
电池， 因为其备受青睐，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广泛使用的电池———碳锌电池的先驱者。 随

着技术的发展， 原始的设计被加以改进， 电解质由液体被改进为湿糊状。
Leclanche 发明 的 电 池 虽 然 很 重 且 容 易 断 裂， 但 多 年 来 得 到 了 稳 步 改 进。

J. A. Thereabout 于 1881 年率先提出将负电极和多孔容器封装到锌杯中， 并注册了专利。
然而， 来自 Mainz 的 Carl Gassner 被认为是率先发明了商业上成功的碳锌 “干” 电池。
紧接着也出现了许多变种电池。 到 1889 年， 市面上至少流通着 6 种著名的干电池。 后

来电池制造业可以生产出更加轻巧便捷的电池， 并且钨灯丝的运用也推动了用于手电筒

的电池的发展。 碳锌干电池仍然是一次电池市场的支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作为给手电筒和战场无线电供电的手段， 电池的生产大大

增加。 电池生产中的其他里程碑包括被广泛使用的无线电广播， 这使得电池供电的无线

电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但是， 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电池性能得到了大大提高。 这

是通过更好的材料选择和生产方法来实现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Samuel Ruben 发明了汞原电池。 起先， 汞电池价格昂贵，

并且由于它们尺寸小， 许多场合下不能得到运用。 随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晶体管的

发明， 汞电池得以运用于助听器和晶体管无线电接收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碱锰电池得到了进一步改进。 与此同时， 人们开发了具有内置闪

光灯单元的小型相机， 需要在小空间中封装一个高功率电源。 碱性电池在这个以及其他

产品中表现突出， 因此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至今它们仍然是便携式电池销售收入的最大

来源之一。
二次 （或可充电） 电池可追溯到 1860 年， 当时法国物理学家 Raymond Gaston Planté

发明了铅酸电池。 他的电池使用了由橡胶板分隔的两个薄铅板， 并将它们卷起浸入稀硫

酸溶液中。 一开始这种电池的容量极其有限， 因为正极板上可用于反应的活性材料很

少。 到了大约 1881 年， Faure 等人开发了使用氧化铅膏作为正极板活性材料的电池。 这

种电池较之 Planté 的电池有更快的反应速率以及更高的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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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浸没式铅酸蓄电池的基本原理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但是在制造材料、 制

造方法和形成工艺方面已经得到持续的改进。 铅酸电池是目前最流行的电池， 可以在从

汽车到轮椅的各种产品中找到它的踪迹。
1890 年左右， 为了给他新发明的留声机提供电源， 托马斯·爱迪生开始着手于电

池的进一步完善。 他花了将近 20 年来完善碱性蓄电池， 到了 1909 年， 他卖的电池甚至

被用来为潜艇和电动汽车供电。 镍铁电池非常独特， 因其具有较长的寿命， 因此可以用

于重工业应用。 这种电池没有使用酸， 取而代之的是碱性溶胶。 使用这种方法， 爱迪生

完善了在许多运用场合下的各种电池。 在 1912 年， 他的电池甚至被用于为第一辆自行

式 T 型车提供动力。
1899 年， Waldemar Jungner 发明了镍镉可充电电池。 这种电池价格昂贵且适用范围

有限。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新的电极被开发出来， 并且在 40 年代， 由于使用了密封包

装， 可以重组其重新充电期间产生的内部气体， 镍镉电池趋于完善。 自此以后， 每过

10 年镍镉电池都可以获得稳定的改进。
由于浸没式铅酸电池的许多问题涉及电解质泄漏， 人们进行了许多尝试以解决这个

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德国研究人员开发了凝胶电解质铅酸电池， 这是一个重大的

改进。 Gates Energy Products 公司使用不同的方法开发了密封铅酸电池， 代表了当时最先

进的技术。
镍金属氢化物 （NiMH） 可充电电池的开发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但在氢化物合金

性能满足要求之前并未获得广泛应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镍氢电池的性能稳

步提高， 可能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电池 （包括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 的最新发展都集中于锂上。 锂是所有金属中最

轻的， 具有最大的电化学势， 能提供最多的能量。 锂一次电池流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在大多数摄像设备中它们已经替代了碱性电池， 并且比任何其他类型电池更

适合军工和科研产品。
尝试制造锂可充电电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当时安全问题阻止了锂

电池技术的商业运用。 最终， 使用锂的可充电电池的方案被放弃， 研究方向转向使用发

现于在二氧化钴锂等化学品中发现的锂离子。 从那时起， 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诸如手机

和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最受欢迎的选择。
现在电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它们是全球数百万消费品、 商业用

品、 医疗器械、 军事和工业电器的能量来源， 而且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4. 1. 2　 电池结构与工作原理

电池反应发生在电池单元中， 在这个基本构造中化学能被转化为电能。 电池单元包

含两种活性材料， 或者说电极， 以及在它们之间提供导电环境的电解质溶液。 电池分为

两种类型： 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 在一次电池中， 化学反应会腐蚀两个电极中的一个

（通常为负电极）， 因此人们必须更换电池或者电极； 然而， 在第二种类型的电池中，
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并且对电池再充电可以使电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电池可以仅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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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电筒的电池相同的一个电池组成， 或者由诸如为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
供电的二次电池的公共容器中的若干个电池组成。

1. 活性材料

活性材料被定义为一组电化学材料的耦合。 这意味着， 活性材料之一的阳极是缺电

子的， 而另一种活性材料阴极是富电子的。 活性材料可以是如在铅酸电池中的固体， 如

在钠硫电池中的液体， 或者如在锌空气电池中的气体。 当负载连接在电池两端时， 电池

的电压产生了从正到负的外部电流， 与其对应的是从负极到正极的内部电流。
我们可以测量的电压是阴极和阳极之间的电势差。 然而， 为了制造理想的电池， 必

须选择合适的活性材料， 使得阳极处有最大的氧化电位， 阴极处有最大的还原电位， 即

将最好的还原材料 （锂） 与最好的氧化材料 （氟） 相结合。
（1） 电解液

电解液为电子提供了在电极之间迁移的路径， 在某些电池中电解液同样参与了化学

反应。 通常， 电解质是液体， 然而， 它也可以是果冻状或糊状。 从化学的角度来说， 电

池是根据某些化学反应在电池或容器中运行的电极和电解质。 一个电池由一个或多个电

化学电池组成。 虽然电池 （battery） 和电池单元 （cell） 通常可互换使用， 但是电池单

元是电池的构件。 电池由一个或多个电路连接的电池单元组成。
（2） 电池单元

电池单元通常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如图 4. 3 所示：
1） 当电池放电时从外部电路接收电子的正极；
2） 当电池放电时向外部电路提供电子的负极；
3） 为电荷提供在正极和负极之间流动的路径的电解质；
4） 将正极和负极电气隔离的隔离层。

图 4. 3　 电池单元的工作原理

在一些电池设计中， 电极之间的物理距离提供电气隔离， 因此不需要隔离层。 除了

这里列出的关键元件之外， 用于商业的电池通常还需要多种包装和电流收集装置。
电池怎样工作。 当电池或电池单元插入电路时， 环路闭合， 电荷可以在电路里流



158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动。 在电路的外部， 电荷流是产生电流的电子。 在电池内部， 电荷以离子流形式从一个

电极传输到另一个电极。 如前所述， 正极在放电时从外部电路接收电子。 然后这些电子

在 “还原” 反应中与正极的活性材料反应， 接着电荷通过电解质流到负极。 在负极处，
负极的活性材料与流过电解质的电荷之间的 “氧化” 反应可以给外部电路提供富余的

电子。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系统是封闭的。 每个在负极的氧化反应中产生的电子， 对应于

在正极处的还原反应中消耗的电子。 随着反应的进行， 活性材料逐渐耗尽， 反应速率减

慢， 直到电池不再能够供应电子。 这个时候电池放电完毕。
2. 电池特性

讨论电池的特性时需要用到几个术语。 这在决定在特定应用下使用何种电池时是很

重要的。 以下是这些特性的简述。
1） 电压 V： 电压是任意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也称为电动势。 电池中阳极和阴极之

间的电势差称为电池电压。 不同的电池产生的电压不同， 越高越好。
2） 容量 C： 表征一个电池可以提供安培的多少 （Ah）。 电池容量取决于：
① 与电解质接触的极板的面积和物理尺寸。
② 极板中材料的多少。
③ 极板数量和分离器的类型。
④ 电解质数量和比重； 比重是材料密度与水密度之比值， 可用比重计测量。
⑤ 电池的使用寿命； 较旧的电池容量较小。
⑥ 电池条件： 硫酸化以及沉淀会降低电池电压。
⑦ 温度： 温度越高， 容量越高。
⑧ 放电率： 放电率越高， 容量越低。
3） 充电状态 SC： 标志电池内能量的多少 （% ）。 电池电压是衡量充电状态的最佳

测量手段， 电压越高， 充电状态越高。
4） 充 / 放电电流速率 C / T： 标志电池充放电的快慢。 同样， 充电的速率越快， 充电

结束时电池电压越高。 充电或放电的速率被定义为电池的容量与其充 / 放电所花费的时

间的比值。 放电越快， 放电结束时的电压越低。
5） 截止电压 Vco： 电池放电至低于此电压时， 电池会损坏。 对于铅酸电池， 其截止

电压为 10. 5V。
6） 放电深度 DOD： 电池损坏之前在放电过程中消耗的能量的百分比 （% ）。 铅酸

电池放电深度为 80% ； 镍铬电池放电深度为 100% 。
7） 电阻和阻抗： 电池材料阻碍电流流动的性质称为电池电阻。 电池具有直流电阻

和阻抗， 其阻值通常约为 0. 12Ω。 它具有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
8） 效率： 效率是指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 铅酸电池的效率为 80% ～ 85% 。
9） 自放电 SD： 电池被搁置不使用时也会自主放电。 一些电池具有比其他电池更高

的自放电率， 比如镍氢电池就具有非常高的自放电率。
10） 比能量： 指电池在特定放电速率下每千克质量可存储的总能量 （Wh 或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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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能量是确定由电池供电的电动汽车行驶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
11） 比功率： 指单位重量功率密度 （W / kg）。
12） 能量密度： 指电池相对于其体积所具有的能量。 能量密度是电池在指定的放

电速率下单位体积可存储的能量总量 （Wh / L）。 能量密度高的电池体积较小。
13） 功率密度： 电池的体积功率密度 （W / L）。
14） 峰值比功率： 能以功率峰值持续放电 30s， 且释放能量低于 80%电池容量。 这

对于电动汽车的加速非常重要。 峰值比功率指单位重量电池在指定的放电深度下能提供

的最大输出功率 （W / kg）。 当电池充满电时， 比功率最高； 当电池放电时， 比功率下

降， 加速度也下降。 通常在 80%的放电深度测量电池的比功率。
15） 循环寿命： 电池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可以放电和充电的总次数。 当电池无法充

电至其容量 80%时， 其循环寿命结束。

4. 1. 3　 应用

电池具有各种尺寸和形状以适应多样化的应用场合。 然而， 用于确定电池类型所适

合的应用需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主要问题是电池服务于高速场合还是低速场合。 一些

电池更适合于长时间的低速负载， 而不是短时间的高速负载。 低负载的例子包括用于电

子电路和时钟或手表的存储器备份。 高速负载包括大多数无绳电器和发动机起动器。
第二个问题涉及可充电电池。 问题就是相对于放电时间， 其充电所需要的时间。 一

些电池用于 “浮动” 应用中，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充电状态， 放电次数非常少。 大多数

备份电源都属于此类。 在 “循环” 应用中， 电池的使用是定期的， 并且使用之间充电

时间较少。 大多数为便携式设备供电的电池属于这一类。
关于电池应用的最后一个主要问题是其使用的环境， 具体来说即电池的工作温度。

电池合适的工作温度范围与人类相似。 如果温度太高， 电池内的化学反应加速， 电池寿

命可能缩短。 如果电池过冷， 化学反应减慢， 电池输出降低。

4. 1. 4　 用于储能的电池类型

随着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电池。 下面将介绍用于储能的电池类型。
1. 铅酸电池

铅酸电池是最古老和技术最成熟的电池之一。 铅酸电池至今仍受欢迎， 是因为它们

可以在很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产生大电流或小电流， 同时具有很长的保存期限和寿命周

期， 并且它们相对便宜。 铅酸电池通常是可充电电池。 它是电能质量、 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 和一些热备用的廉价热门的电源选择。 然而， 由于

循环寿命短， 其用于能量管理的应用非常有限。 铅酸电池可以提供的能量 （kWh） 不

是固定的， 取决于其放电速率。
铅酸电池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作汽车电池。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可充电电池已经

被采用， 并且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电池类型———铅酸电池的使用率是其竞争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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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典型的铅酸电池

20 倍以上。 事实上， 电池制造是世界上使

用铅最多的地方。
铅酸电池具有各种形状和尺寸， 从家

用电池到 用 于 潜 艇 的 大 型 电 池 （ 见 图

4. 4）。 它们的最明显的缺点是重量较重且

在放电期间电压下降。 然而， 铅酸电池已

经用于几个商业化的大型能量管理应用中。
最大的一个是在 1988 年建成的加利福

尼亚州奇诺市的 40MWh 系统 （见图 4. 5）。
已有数个制造商开发了容量大于 1MWh 的

铅酸电池储能系统。 这种电池在环境温度

下运行， 使用液体电解质。 这种电池的改

进型是深循环铅酸电池， 现广泛应用于高尔夫球车、 叉车和其他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

中。 第一辆电动汽车就使用了这种技术。

图 4. 5　 加利福尼亚州奇诺市的 40MWh 铅酸电池储能系统

铅酸电池廉价， 易于获得， 且通过回收系统可实现较高程度的回收。 但是铅酸电池

的重量非常重， 单位重量可使用的能量 （比能量） 有限。 低比能量和低能量密度使得

电池组非常笨重， 不能为同样等级的汽油动力车辆提供相应路程的动力。 铅酸电池不应

放电至其额定容量的 80%或其放电深度以下， 否则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现在的研

究仍在尝试改善这些电池的性能。
无水铅酸 （凝胶铅酸） 电池， 使用电解质糊代替液体电解质。 这种电池不必竖直

放置， 电解液没有泄漏的危险。 无水铅酸电池通常不具有与深循环铅酸电池那样长的寿

命， 并且更加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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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铅酸 （sealed lead - acid， SLA） 电池有许多好处。 SLA 电池不像镍电池会受到

所谓的 “记忆效应” 的影响， 并且 SLA 电池在可充电电池中有最佳的电荷保持特性。
基于开路电压 （open circuit voltage， OCV） 很容易确定 SLA 电池的剩余容量， 虽然只有

大约 20%的准确率。
SLA 电池也有一些缺点。 除了尺寸和重量的缺点， SLA 电池不能快速充电， 并且在

低温下性能不佳。 如果储存在高温下， SLA 电池的电荷会迅速流失。 但 “纯铅” 电池

是一个例外， 它能够快速充电并在较低温度下表现良好。 纯铅电池在长期储存 （一两

年） 后也具有更好的电荷保持和恢复特性。
SLA 电池最好选择恒定电压充电。 铅酸电池可以以 7h C / 4 充电速率至 14h C / 10 充

电速率充电。 在此充电速率， 20℃下， 每个电池单元 2. 45V 电压是最佳的。 C / 300 充电

速率是在 20℃， 每个电池单元 2. 35V 条件下， 最好的涓流充电电流。 铅酸电池的电压

在放电期间下降； 这个过程受放电率的影响， 放电率越高， 在一定放电深度处的电压越

低 （见图 4. 6）。 铅酸电池电压也受温度的影响； 放电期间的温度越高， 在一定放电速

率下的电压就越高 （见图 4. 7）

图 4. 6　 不同放电速率下每个电池单元的电压与放电深度的关系

图 4. 7　 不同温度下每个电池单元的电压与放电深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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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不同放电速率下电池的温升

温度对铅酸电池的性能有直接影

响。 其中的硫酸浓度随温度改变而增

加和降低。 电池制造商推荐的最有效

的温度是 78°F。 因为在较冷的气候下

温度因素很重要， 所以强烈推荐使用

绝缘电池盒或热管理系统。 在放电期

间电池电压随着较高的放电速率而升

高， 如图 4. 8 所示。 电池电压是电池

充电状态的良好指示器， 尽管这也受

充电速率的影响。 充电速率越快， 在

同一 充 电 状 态 下 电 压 越 高 （ 见 图

4. 9）。

图 4. 9　 不同充电速率下电池充电电压与充电状态的关系

铅酸电池是最便宜的电池。 它的名字， 就像所有电池一样， 来自它们的结构。 正极

（阳极） 由二氧化铅 （PbO2） 构成。 负极由铅 （Pb） 构成。 电解质是硫酸 （H2SO4） 的

稀溶液。 在充电和放电期间在阳极和阴极上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放电

阴极： Pb + SO（2 - ）
4 ⇒PbSO4 + 2e -

阳极： PbO2 + 2e - + SO（2 - ）
4 + 4H + ⇒PbSO4 + 2H2O

充电

阴极： PbSO4 + 2e - ⇒Pb + SO（2 - ）
4

阳极： PbSO4 + 2H2O - 2e - ⇒PbO2 + SO（2 - ）
4 + 4H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充电、 放电反应是相反的。
铅酸电池由 6 个串联的电池单元组成。 每个电池单元具有 2V 的电压， 从而电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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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电压为 12V。 然而， 实际上， 电压范围是从完全放电时的约 10. 5V 到完全充电时的

15V。 铅酸电池的其他性能及其应用包括：
1） 电池单元电压： 2. 0V （额定）。
2） 容量： 500 ～ 100mAh 以上。
3） 单位重量能量密度： 30Wh / kg。
4） 单位体积能量： Wh / cm3。
5） 循环寿命： 200 ～ 500 个循环。
6） 自放电率： 5% / 月。
7） 温度范围： - 20 ～ + 60℃。
8） 最优充电方法： 恒压充电， 充电速率 C / 10 ～ C / 4。
9） 应用： 通信设备、 办公设备、 安全系统、 大小电动工具、 玩具、 UPS 系统、 照

明备用 （使用太阳电池）、 CATV、 CVCF、 应急灯、 发动机起动 （便携发电机）、 PBX、
基站、 音频设备、 VCR。

2. 镍镉电池

镍镉 （NiCd） 电池是一种技术成熟的化学电池。 虽然近年来更新的化学物质已经

成为焦点， 但是今天镍镉化合物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可行。 世界上超过 50% 的便携式可

充电电池应用的是镍镉化合物。 镍镉电池中的基本原电池包含镉阳极、 氢氧化镍阴极和

碱性电解质。 由镍镉电池单元制成的电池可以在相对恒定的电压下提供大电流， 并且比

较耐用。
镍镉电池相对于目前使用的其他化学电池具有几个优点： 镍镉电池可以进行快速充

电， 有一些只需 15min， 并且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充电； 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 镍镉电

池可以重复充电使用数千个周期； 它们可以承受重负载； 与一些较新的化学配方相比，
镍镉电池经济性也较高。

也许最重要的是， 镍镉电池可用的电池单元与结构种类繁多； 没有其他化合物可与

其相媲美。 大多数用于便携式应用的镍镉电池是螺旋圆柱形电池或纽扣电池。 更大的板

型镍镉湿电池被应用于飞机上和长期固定应用中。
有多种电极被用于镍镉电池中。 烧结型、 塑料粘合型和泡沫型是主要类型。 通过在

电池中组合不同类型的电极， 制造商能够构建具有超过其他类型的独特优点的电极。 例

如： 镍镉电池具有在高温、 高放电、 快速充电、 长期浮充或涓流充电条件下性能卓越的

优点， 可以提供额外的容量且价格便宜 （见图 4. 10）。
镍镉电池的声誉多年来一直受到所谓的 “记忆效应” 的影响； 该术语暗示了镍镉

电池会 “记住” 先前放电需要多少能量。 简单地说， 记忆效应是指在较少的周期之后

镍镉电池性能的损失。 这通常由电池的电极上的结晶形成引起的。 当晶体生长时， 电极

的表面积减小， 这导致电压的降低和性能的损失。
导致记忆效应的最大原因是过度或者不必要的充电。 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定期使用或

者完全放电至 1. 0V / 电池单元。 循环和备用电池每月应完全放电一次， 以保持最佳性

能。 如果由于维护不当记忆效应变得非常严重， 那么有许多优秀的电池分析仪 / 再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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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　 各种类型的镍镉电池

可以修复电池。 如果拖延得太久， 那么再好的设备也不能修复损坏的电池了。
在正常条件下， 镍镉电池适于恒流充电。 在充电至其完全额定容量之前可能需要几

个循环。 标准镍镉电池需要 14h 充电， 输入电流为电池容量的 1 / 10 或者说 C / 10 充电速

率。 特殊的镍镉电池充电时间将在 1h 或更少的范围内。 镍镉电池最好当电池达到峰值

电压后停止充电， 并且当电池进入过充电时才开始降低电压。 镍镉电池应在温度范围为

5 ～ 45℃条件下充电。
不幸的是， 镍镉技术相对昂贵。 镉是一种昂贵的金属并且有毒。 最近对废镉 （来

自电池制造或废弃电池的处理过程） 处置的规定已导致制造和使用这些电池的成本

上升。
可用于电动汽车和能量储存的第二种类型的电池是镍镉电池。 这些电池的阴极由镉

（Cd） 组成。 阳极由氢氧化镍 （NiOOH） 制成。 电解质由氢氧化钾 （KOH） 组成。 镍

镉电池的化学反应如下：
放电

　 阳极： 2NiOOH + 2H + + 2e - ⇒2Ni （OH） 2

　 阴极： Cd + 2OH（2 - ）⇒2e - + Cd （OH） 2

充电

　 阳极： 2Ni（OH） 2 - 2e - ⇒2NiOOH + 2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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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极： Cd（OH） 2 + 2e - ⇒Cd + 2OH（2 - ）

镍镉电池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有记忆效应。 镍镉电池的一些其他特性如下：
1） 电池单元电压： 1. 25V （额定）。
2） 容量： 最大至 20000mAh。
3） 单位质量能量密度： 40 ～ 60Wh / kg。
4） 单位体积能量密度： Wh / cm3。
5） 放电特性： 100%放电深度。
6） 自放电率： 20% / 月。
增能镍镉电池的自放电特性如图 4. 11 所示。 可用额定容量百分比会下降。 自放电

会随温度升高而升高。 电池即使长时间不使用也不会损坏。

图 4. 11　 镍镉电池的自放电率

7） 温度范围： - 40 ～ 60℃。
8） 首选充电方式： 恒流充电。
9） 尺寸： 各种圆柱形和按钮形。
电池的充电是放热过程， 而放电是吸热的， 会发生树突生长， 这意味着电极上会有

晶须生长。 为了防止其发生， 需要以 C / 0. 02 高充电率对电池充电。
10） 寿命： 10 年 （2000 周期）。
11） 成本： 昂贵。
12） 电阻： 极低的内阻。
13） 截止电压： 每个电池单元约 1V。
14） 应用： 相机、 数据终端， 传真和 POS 存储器、 遥控器、 笔记本电脑、 便携式

电话、 收发器、 便携式打印机、 便携式电视、 CD 和磁带播放器、 安全灯、 电动工具、
真空吸尘器、 剃须刀、 内存备份电源、 安全系统、 应急系统、 办公设备、 玩具、 摄

像机。
镍镉电池与铅酸电池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它们具有更长的寿命、 更好的低温性

能、 更低的内部阻抗和更高的能量密度。 然而， 有两个原因使镍镉电池不太吸引人， 即

①高成本和②镉相关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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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钠硫电池
钠硫 （NaS） 电池由液体 （熔融） 硫作为正电极处的活性材料， 液体 （熔融） 钠

作为负电极处的活性材料， 固体 β 氧化铝陶瓷作为电解质。 电解质仅允许正钠离子通

过并与硫结合形成多硫化钠。
钠硫电池有很多好处： 高能量存储容量 （至少 45Wh / kg）， 不像镍镉电池那样会自

放电， 并且相当便宜。 相对的， 该技术也有几个缺点： 钠硫电池的工作温度必须保证钠

和硫为液态———290 ～ 390℃。 此外， 如果用于电动汽车中， 其承载的高活性熔融钠存在

严重的安全问题。 钠暴露在水中时会爆炸和燃烧， 并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火灾。 此外，
此类电池充电约 500 次就需要更换。

电池单元电压为 2. 076V， 和钠硫电池的反应是非常简单的：
2Na = 2Na + + 2e -

4S + 2e - = S（2 - ）
4

2Na + 4S = Na2S4

在放电期间， 由于正 Na + 离子流过电解质并且电子在电池的外部电路中流动， 所以产

生约 2V 的电压。 该过程是可逆的， 充电导致多硫化钠释放带正电的钠离子通过电解质返

回， 作为元素钠重新结合。 为了维持反应过程发生， 电池必须保持约 300℃的温度。

图 4. 12　 日本研究理事会的

钠硫电池模型

钠硫电池效率高 （约 89% ）， 脉冲功率能力

是其连续额定值的 6 倍 （30s 内）。 这使得钠硫电

池能够经济地用于同时要求电源质量和调峰的应

用中。 钠硫电池技术 （见图 4. 12） 已经在日本超

过 30 个地点进行了演示， 总功率超过 20MW， 储

存的能 量 能 满 足 每 天 8h 的 调 峰 需 求 （ 见 图

4. 13）。 最大的钠硫电池装置是东京电力公司的

6MW， 8h 电池组。 在美国市场的联合电源质量和

调峰应用正在评估中。 商业产品模块 （50kW，
360kWh 钠硫电池模组） 的目标是在 2003 年初

投产。
福特汽车公司在其 Ecostar 电动汽车中使用了

钠硫电池， 这是一种小型货车， 目前在欧洲销售。
钠硫电池仅适用于电动汽车制造产业。 这种电池

是一种高温电池， 电解液在 300℃的温度下工作。
该电池的钠组分在与水接触时会爆炸， 这将引起

一些安全性问题。 电池的材料必须能够承受它们

产生的内部高温， 以及冷冻和解冻过程。 钠硫电池具有非常高的比能量： 110Wh / kg。
4. 钒氧化还原电池

钒氧化还原电池 （vanadium redox battery， VRB） 通过使用负极中的 V2 + / V3 + 和在正

极部分中的 V4 + / V5 + 来储存能量 （见图 4. 14）。 这些离子储存在温和的硫酸溶液 （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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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3　 调峰

质） 中。 在充电 / 放电循 环 期 间，
H + 离子通过氢离子可渗透聚合物膜

在两个电解质槽之间交换。 电池单

元电压为 1. 4 ～ 1. 6V。 该电池的净

效率可高达 85% 。 像其他液流电池

一样， VRB 的功率和额定功率彼此

独立。
不要认为 VRB 是为你的手表、

手机或闪光灯 （手电筒） 供电的电

池。 它不打算替代支持您汽车中的电气系统的 12V 铅酸电池。 VRB 将用于电信行业中

的紧急备用电力， 作为 UPS 系统中的备用单元， 电站中的负载平衡设备， 太阳能或风

能的远程电力系统中的能量储存设备， 或给电动汽车供电。 VRB 是一种还原 - 氧化

（氧化还原） 液流电池， 利用其中的电解质溶液储存能量， 利用电池堆进行能量转换。

图 4. 14　 钒氧化还原电池系统

VRB 由三个基本部件组成： 带有泵的负电解质槽， 带有泵的正电解质槽， 以及供

钒电解质流过 （或者泵送） 的一系列膜或电化学电池 （ “电池堆”）。 电池堆中的每个

电池都是导电的浸碳聚合物片， 石墨毡被热粘合到该聚合物片上。 电极是惰性的， 不同

于常规的铅酸电池， 电极不参与电化学反应。 钒 （一种丰富且稳定的金属） 在稀释的

硫酸电解质溶液中以两种离子形式稳定存在。 该过程产生的五氧化二钒可以有效地储存

能量。
两种电解质溶液循环着从储存罐开始， 通过电池堆并最终返回到储存罐中。 能量在

当充了电的电解质流过电池堆时被释放， 这导致在跨越分离膜时电子在不同形式的钒离

子之间转移， 最后电解液流入外部。 充电电流会逆转电池堆中的化学过程并且对电解质

溶液再充电， 其中储存的能量可以在任何时候释放出来。 对电池充电的能量可以来自多

种能源， 例如风能、 太阳能、 水力、 多余的电能或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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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UNSW） 发明并开始部署

VRB。 澳大利亚顶峰 （Pinnacle） 公司在 1998 年购买了其专利， 并将其授权给住友电气

工业 （SEI） 公司和万特克 （Vanteck） 公司。 VRB 储存容量高达 500kW， 工作时间 10h
（5MWh）， 并已在日本由 SEI 公司开始安装使用。 VRB 也已应用于电源质量管理产品

（3MW， 1. 5s， SEI）。 日本以外的第一个大型商用 VRB （250kW， 2h） 由 Vanteck 公司

在南非的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安装。
5. 多硫化钠 /溴电池
多硫化钠 / 溴电池 （polysulfide bromide battery， PSB） 是一种再生燃料电池技术， 在

两种盐溶液电解质 （即溴化钠和多硫化钠） 之间提供可逆的电化学反应 （见图 4. 15）。
像其他液流电池一样， 其功率和能量额定值彼此独立。

多硫化钠 / 溴电池的电解质在电池单元中接近， 在那里它们被仅允许正钠离子穿过

的聚合物膜分开， 在膜上产生约 1. 5V 的电压。 电池单元串联和并联以获得期望的电压

和电流等级。 该电池的净效率约为 75% ， 并且可以在室温下工作。 它已经在实验室进

行了验证， 并在英国以数千瓦的规模进行了演示。

图 4. 15　 多硫化钠 /溴电池系统

　 　 来源： 得到 Springer 的允许. James A. Kent Handbook of Industrial Chemistry and Biotechnol⁃
ogy 12th ed. 201210. 1007 / 978 - 1 - 4614 - 4259 - 2_38。

化学反应
多硫化钠 / 溴电池使用两种盐溶液 （电解质） 之间的可逆电化学反应来储存或释放

电能。 当多硫化钠 / 溴电池放电时， 系统中的电解质是溴化钠和多硫化钠的浓缩溶液。
而当多硫化钠 / 溴电池充电时， 溴离子被氧化成溴并且作为三溴化合物离子络合， 以多

硫阴离子存在的硫被转化为硫化物。 反应的大致方程如下：
3NaBr→NaBr3 + 2Na + + 2e -

Na2S4 + 2Na + + 2e - →2Na2S2

Regenesys 技术公司正在英国的小巴尔福德发电厂建造一座 120MWh、 15MW 的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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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VA） 也正在规划建设一座 12MW、 120MWh 的发

电厂。
6. 锌溴电池
锌溴电池 （zinc - bromine battery， ZBB） 由负锌电极和正溴电极组成。 电极被微孔

隔板分离。 然后将溶液 （主要是锌和溴化物盐的水溶液） 从阳极电解液储液器和阴极

电解液储液器泵入电池。 化学反应发生在储液器中 （见图 4. 16）。

图 4. 16　 锌溴电池

电池在室温下工作， 充电时， 负极会被金属锌覆盖。 锌溴电池与铅电池和酸性电池

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解质不参与反应， 因此电极材料不劣化。 当电池完成完全放电时， 负

极上的所有锌都将溶解在电解液中。 因此， 该电池的性能不像大多数可再充电电池一样

会随着时间降低。 由于它不会失去其原有性能， 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
这些应用包括电动汽车、 割草机、 踏板车、 电动轮椅和电信用品。 相对于现有的铅

酸电池， 锌溴电池包含 2 ～ 3 倍的能量密度， 可达 75 ～ 85Wh / kg。 每个电池单元的电位

差约为 1. 8V。 当电池完全放电时， 它允许被长期放置。 今天， 锌溴电池能够存储 2 ～
10h 能量。

这种先进的电池技术仍然处于商业化的早期阶段。 原型系统的容量范围为 50 ～
400kWh。 系统成本预计低于 400 美元 / kWh。 锌溴电池的效率为 70% ， 能提供 6 倍于铅

酸电池的储能容量。 如果组件发生故障， 可以对电池进行翻新， 不必像其他电池一样被

丢弃。
在澳大利亚， ZBB 能源公司和澳大利亚内陆能源和水 （AIEW） 公司已经获得了

265000 美元的资助， 用于现场测试一个 500kWh 锌溴电池， 以证明它在可再生能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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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用途。 AIEW 公司希望这种电池可以使可再生能源应用摆脱对备用柴油发电机的依

赖。 锌溴电池将从光伏电池和风能中获取能量。 电池也具有调峰能力。
ZBB 能源公司为可再生能源设计的锌溴电池由三个电池组组成。 每个电池组具有

60 个串联的电池， 可提供 108V 电压。 在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应用中， 电池在功率调节设

备控制下运行。 如果需要输出交流电， 则需要一个逆变器。 锌溴电池的放电容量为

50kWh。 电池可以以高达 225A 的不同速率充电。 这意味着当电池处于完全放电状态时，
它可以在 3h 内完全充电。 锌溴电池可以以 300A 的速率连续地放电。 电池配备了全自动

控制和安全系统。
锌溴电池的经济影响相当大。 如果应用于电力公司， 估计在电能供应方面可以节省

570 亿美元。 使用锌溴电池进行调峰相当于每年节省数百万桶石油。 在较高的生产水平

下， 锌溴电池的成本的竞争力与铅酸电池相当， 并且具有较长的循环寿命， 同时是完全

可回收的。
中国的能源需求经济增长迅速， ZBB 能源公司与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 中国的能源

使用量在过去 20 年中平均增长了 8% 。 能源需求的大幅增长导致了中国 13% 的耕地受

到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 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根据合资协

议， ZBB 能源公司正在中国销售用于储能的锌溴电池。
当锌溴电池充电时， 锌离子进入负极， 溴离子进入正极； 当其放电时， 锌离子流向

正极， 溴离子流向负极。 图 4. 17 显示了锌溴电池的充放电过程。

图 4. 17　 锌溴电池的充放电过程

两个电极单元被微孔膜或离子交换膜分开， 以防止溴进入正极， 在那里它将与锌反

应并放电。 除了膜之外， 还在正电解质中加入试剂以防止溴到达负极。 络合剂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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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溴的压力。 这些试剂使得溴从红色油状液体析出。 锌溴电池可以针对功率或能量传

递进行优化。 电池可以以毫秒为单位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充电再到放电。 它也可以在几分

钟内从完全关机进入满状态运行。 其他应用包括 UPS 和提升供电质量。
锌溴电池在电能质量方面的运用使其成为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很好搭配， 因为可再生

能源系统有一些能量输出的波动。 锌获得两个电子使其带负电荷。 当它放电时， 该过程

反转。 充电时负极反应导致在电极上镀锌， 其化学方程式如下：
Zn（S）↔Zn2 +

（aq） + 2e -

以下是充电时正极的化学方程式：
Br2（aq） + 2e - ↔2Br -

（aq）

锌溴电池具有许多用途， 因为其具有许多不同的构造且其性能在多个循环后不下

降。 随着锌溴电池的开发， 成本下降到低于铅酸电池的水平， 其使用会更加突出， 并且

其在负载均衡中的使用将增加。 我们正在努力避免大量使用石油， 因此， 替代能源应用

将变得更加突出， 并且正因为如此， 诸如锌溴电池能量存储的应用将大幅增长。
还有其他类型的电池， 但是它们用于能量存储时成本昂贵， 只被用于电动汽车和其

他应用中。 例如镍金属氢化物电池、 锂离子电池、 锌空气电池、 镍锌电池、 镍氢电池和

锂聚合物电池等。 有关所讨论的电池的更多信息， 如表 4. 1 所示。
表 4. 1　 可再生能源系统中的电池

类型 标称电压 / V 能量密度 / （Wh / L） 循环寿命 价格 / （美元 / kW）

铅酸电池 2. 0 70 250 ～ 500 5 ～ 8

镍镉电池 1. 2 60 ～ 100 300 ～ 700 N / A

钠硫电池 2. 0 367 2000 N / A

锌溴电池 1. 8 N / A N / A N / A

钒氧化还原电池 1. 4 ～ 1. 6 N / A > 10000 N / A

多硫化钠 / 溴电池 1. 7 N / A N / A 400

4. 2　 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 William Robert Grove 爵士 （见图 4. 18）， 一

个出生于威尔士、 毕业于牛津大学、 从事专利法并研究化学或在当时可称为 “自然科

学” 的大律师意识到， 如果使用电解， 可以将水分解成氢和氧， 则相反的情况也能发

生。 Grove 想到， 用正确的方法将氢和氧结合， 也会产生电。 为了测试他的推理， 他建

造了一个将氢和氧结合以产生电的装置———世界上第一个气体电池。 他的发明是成功

的， 并且 Grove 的工作提高了对能量守恒和可逆性的理解。

4. 2. 1　 简介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变革我们在世界各地生产电力的方式的相对较新的技术。 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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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8　 William Robert Grove 的照片

型的能量产生是更有效的， 低成本的， 并且是当

今常规方法 （即煤、 汽油、 核能、 柴油等） 的更

清洁的替代物。 燃料电池这个名称是由 Charles
Langer 和 Ludwig Mond 在 1889 年创造的， 他们展

示了一种能够在 0. 73V 的电压下产生 6A 电流的燃

料电池。 这种电池使用薄穿孔铂电极。 Mond 和

Langer 还致力于研究将煤气直接转化为电力的燃

料电池。 然而， 在这个时候， 内燃机开始发挥其

优势， 燃料电池的发展退到了次要位置。
尽管有内燃机， 一些关于燃料电池的研究仍

在继续。 1893 年， 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 解释

了燃料电池的基本相互作用。 他描述了 Grove 的

“气体电池” 是如何工作的。 Ostwald 识别了燃料

电池的每个部分及其在反应中的功能。
现代燃料电池的使用归因于 Francis Thomas

Bacon 的工作。 Bacon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了

他的研究， 最终在 1932 年能够建造了具有镍电极和碱性电解质的可运行的燃料电池。
在 1939 年， Bacon 展示了镍 - 纱布电极的高压燃料电池。 然而， 由于许多技术障碍， 直

到 1959 年， Bacon 才展示了一个更大的系统， 一个 5kW 的燃料电池系统。 Bacon 的研究

是 NASA 太空计划中使用的燃料电池的起源。 普惠公司将 Bacon 的工作授权用于建造阿

波罗任务的燃料电池。
NASA 和太空计划为燃料电池提供了所需的初步研究和开发技术。 自从它们被太空

计划采用以来， 燃料电池技术已被工业和政府广泛认可为未来的清洁能源。 考虑到这一

点， 工业界对燃料电池的兴趣量呈指数增长， 在世界上最大的 10 家公司中有 8 家在某

些方面对燃料电池进行评估。 今天， 数十亿美元已用于燃料电池产品的研究和商业化。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它们将开始为消费者所用。

4. 2. 2　 燃料电池组成部分和运行

燃料电池利用化学反应将燃料转换成电。 通过不使用任何像内燃机或燃气轮机那样

的燃烧过程， 燃料电池不受常规热力效率限制的约束， 也不会产生燃料和空气的压缩和

燃烧所固有的污染。
燃料电池由几个基本部分构成。 电解质为迁移的离子提供介质， 电极 （阳极和阴

极） 为移动的电子提供电路径。 在电极上或附近， 催化剂通过降低化学活化能来加速

反应。 燃料， 通常为氢气或富含氢的燃料被供给到阳极。 几乎总是氧气的氧化剂在阴极

被供给到电池。
每种类型的燃料电池具有其固有的一组反应。 在碱性燃料电池中， 迁移电荷是羟基

离子。 熔融碳酸盐使用三氧化碳离子。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具有迁移穿过固体陶瓷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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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氧离子。 在磷酸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 迁移离子是质子。 在反应期间， 电子在

阳极处释放并在阴极处收集， 驱动期望的电流。 燃料电池也产生热量。 使用常规的热电

联产技术可以再生热并使其有用。 热量使水或另一工作流体沸腾， 从而使涡轮机转动以

产生额外的电力。

图 4. 19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目前市场上存在许多类

型具有较宽范围的操作温度、
压力和不同拓扑结构的燃料

电池。 然而， 每种电池的通

用操作模式都类似。 图 4. 19
是质子交换膜 （ polymer elec⁃
trolyte membrane， PEM） 燃料

电池的图示。 氢气 （燃料）
被注入装置的阳极中， 同时

来自空气的氧气 被 注 入 阴

极中。
氢气与催化剂、 阳极电极反应， 并且其价电子被剥离。 这些电子不能通过电解质，

并且通过外部电路传送到负载 （例如灯、 电动机、 车辆）， 并最终终止在单元的阴极电

极处。 一旦电子到达阴极， 它们再次与催化剂相互作用， 并与来自空气的氧气和通过电

解质带正电的氢离子结合产生 H2O （水）。 以下反应式将更清楚地说明发生了什么：
在阳极处， 氢气被分裂：

H2⇔2H + + 2e -

在阴极处， 电子重新结合并形成水：

2H + + 1
2 O2 + 2e - = H2O

4. 2. 3　 燃料电池的类型

现在至少有 6 种常见类型的燃料电池； 它们在下面将分别被描述。 每个都有自己的

优点和缺点。 目前更多类型的燃料电池正在被开发中。
1. 碱性燃料电池
碱性燃料电池 （alkaline fuel cell， AFC） 是由 Bacon 开发的并且在太空计划中被改

进和使用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燃料电池需要包括氢气和氧气的纯气体输入。 在空间中，
这些纯元素已经被用于推进， 因此在燃料电池中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 燃料中的任何杂

质， 例如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物， 将反应形成固体碳酸盐。 这种固体碳酸盐会干扰电池中

的化学反应并降低效率和发电量。 碱性燃料电池的另一个好处是可生产纯水， 它在载人

航天器上可被用作饮用水。
碱性燃料电池的电解质是溶解在水中的氢氧化钾 （KOH）。 电极是铂， 一种也可作

为反应催化剂的昂贵材料。 多孔催化剂由 Bacon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发出来， 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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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气体一起使用以防止电解质浸入电极。 图 4. 20 显示了碱性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注意在阳极产生的纯水。

图 4. 20　 碱性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碱性燃料电池的功率输出范围

通常从几百瓦到几千瓦。 在 1959
年， 作为第一个使用碱性技术的燃

料电池的实际演示， 农场工具制造

商 Allis - Chalmers 制造了一台由

1008 个碱性燃料电池堆提供动力

的农用拖拉机， 其功率约为 15kW，
足以拉动 3000lb㊀的重量。

虽然碱性燃料电池是所有燃料

电池中反应最温和的， 但是当它用

作水加热装置时， 可以产生最大的

能量值 （效率为 80% ）。 碱性燃料

电池使用氢氧化钾电解质， 因为它

是所有碱性氢氧化物中导电性最高

的。 然而， 这需要极纯的氢气和氧气的输入以避免电极中毒。 由于 80℃的电池工作温

度， 电池不能在内部重整任何燃料， 因此除非纯氢气已存储在容器中， 不然将需要额外

的设备来操作提供氢气。
氢气在阳极处与电解质反应， 产生水和两个电子， 两者在阴极处与氧气相遇构成组

合电路 （见图 4. 20）。 电解质恒定地流过电池， 通过多孔 （和催化的） 石墨电极的对流

提供冷却， 在该电极中截获羟基离子和少量的水。 在实际的电池中， 三分之一的水产生

在阴极侧的漏极， 而三分之二产生于阳极侧。
再次， 由于电解质的液体性质， 半透性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碳材料被用作电极， 与其

他类型的燃料电池相比， 由于较低的工作温度， 其可被大量催化。 在 70 ℃下的典型电

池电压为 0. 878V， 电流为 100mA / cm2。 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在阳极

H2 + 2OH - →2H2O + 2e -

在阴极

O2 + 2H2O + 4e - →4OH -

复合后

2H2 + O2→2H2O + 电能 + 热能

2.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molten - carbonate fuel cell， MCFC） 的工作温度比早期碱性

燃料电池高得多。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使用便宜的镍催化剂作为电极。

㊀　 1lb = 0. 4535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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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科学家 Broers 和 Ketelaar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最先开始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研究。
他们是最先使用熔融碳酸盐作为电解质的研究者。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陆军与德州

仪器公司合作开发了同重整装置一起以汽油为燃料的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装置。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使用碳基富氢燃料， 通过 CO3 反应产生

二氧化碳。 因此， 除了提供给阴极的氧气， 还必须提供二氧化碳。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的工作原理如图 4. 21 所示。

图 4. 21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堆在约

650℃的高温下工作。 其所需高温

使得依靠废热产生电力的方案具有

更高的效率。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技术通常最适合非移动的、 使用频

率相对固定的应用———通常是大规

模的发电。 在 600℃ 下运行的熔融

碳酸盐燃料电池可以使用 CO 作为

阴极侧的燃料输入， 但是在阳极侧

需要输入氢气才能工作。
阴极处产生碳酸根离子， 并通

过薄膜与氢气反应产生两个电子。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温度足够

高， 足以通过蒸汽的热电联产而产生额外的功率， 同时其温度又足够低， 从而无需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中所需的昂贵的催化剂。 当工作于加压条

件时，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在 0. 16A / cm2和 0. 75V 标准条件下的性能会增强。
电解质一般使用在多孔 γ 氧化铝锂基体中包含 68%碳酸锂和 32%碳酸钾的混合物，

电极一般使用镍化合物。 通过使用热电循环， 效率可提高到 50% ， 其中蒸汽由装置的

运行温度产生。 此外， 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一样，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由于其发热性

而适合用于兆瓦规模的发电厂。
在阳极

H2 + CO =
3 →H2O + CO2 + 2e -

在阴极

1
2 O2 + CO2 + 2e - →CO =

3

复合后

H2 + 1
2 O2 + CO2 （阴极） →H2O + CO2 （阳极）

3. 磷酸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 （phosphoric acid fuel cell， PAFC） 类似于 William Grove 开发的基于硫

酸的电池。 在 1962 年的文章中， Elmore 和 Tanner 提出使用磷酸作为电解质的 “中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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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2　 磷酸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料电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美

国陆军探索了使用由普通燃料

（即柴油和汽油） 作为燃料的磷酸

燃料电池的使用。 这种燃料电池

可以耐受有限浓度的一氧化碳，
但不能耐受会损坏电极的硫。 磷

酸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如图 4. 22
所示。

该燃料电池在 150 ～ 200℃ 之

间的中等温度下运行。 由于高浓

度磷酸的存在， 电池内部所有成

分必须是耐腐蚀的， 并且电极由

铂金制成。 磷酸燃料电池常被用

于公共交通汽车和建筑内部发电。 磷酸燃料电池是最古老的燃料电池类型之一， 其历史

可追溯到提出燃料电池概念的初期。
目前有许多研究使用不同种类的酸， 例如硫酸， 来提高磷酸燃料电池的性能。 但是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将温度升高到 150℃以上， 提高氧气被还原速率， 从而使磷酸性能达

到最好。 这个温度允许电池在反应物中耐受 1% ～ 2% 的一氧化碳和几百万分之一

（ppm） 的硫。 这一优点可使整个系统对输入氢气纯度要求降低。 反应产生的热量虽然

不足以用于产生蒸汽， 但是能够使水加热从而提高总体效率。 电解质被涂覆有聚四氟乙

烯的多孔石墨碳包围， 以允许气体进入反应点且不允许液体电解质流出。
该系统的效率比其他系统的效率要低， 大约可达到 40% 。 但由于研究历史较长，

已有技术可对其进行很好的控制。 磷酸燃料电池是目前已投入商业生产的唯一的燃料电

池， 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75MW， 最大单个模块为 11MW。 磷酸燃料电

池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在阳极

H2→2H + + 2e -

在阴极

1
2 O2 + H2→H2O

复合后

1
2 O2 + 2H2→H2O + 2H + + 2e -

4.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在非常高的运行温度下，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具有

能够在不依赖重整器的情况下使用富氢燃料运行的明显优点。 高温使得热电联产成为可

能， 从而可以获得最佳效率。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使用陶瓷介质， 最常见的是氧化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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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钙的混合物。 图 4. 23 显示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图 4. 23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历史上， 由于难以找到足够多

孔以允许氧离子在电极之间迁移的

耐温导电陶瓷， 使得对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的研究受到了阻碍。 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约为

1000℃， 效率可高达约 60% 。
最近，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由

于其高效率、 紧凑和低维护的设计

而变得更加吸引人。 目前， 有 40
多家公司正在寻求对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的研究来补充或替代目前发

电厂的传统发电方式。 其规模可以

小到仅满足小型建筑物的用电需

求， 也可以大到满足电网规模的用

电需求。 美国能源部 （DOE） 和西门子西屋公司正在规划建造一座 1MW 的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电站。
在所有燃料电池中，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是最高的 （ > 800℃）， 由于

其离子导电电解质的低导电性， 其反应性并不是最高的。 一氧化碳 （CO） 和碳氢化合

图 4. 24　 西屋公司带有微型燃气轮机的

220kW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物， 例如甲烷 （CH4）， 是可用于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的最优燃料。 涉及 CO（CO + H2O→
H2 + CO2 ） 的水煤气变换和 CH4 （ CH4 +
H2O→3H2 + CO） 的水蒸气重整在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的高温环境下发生， 产生容易在阳

极氧化的 H2， 从而避免对内部重整器的需要

（见图 4. 24）。
除了熔融碳酸盐之外， 在所有燃料电池

中使用的电解质必须具有允许氢气传输和阻

碍电流的性质， 这将使得在阳极处从氢气中

被剥离的电子遵循最小电阻原则并流向外部

电路。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 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效率

提高到了 50% 。 然而， 由于对导电性和高温的需求， 这种类型的燃料电池主要用于使

用蒸汽热电联产来产生额外功率的大型发电厂。 当氢气、 氧气和电子在阴极复合时， 产

生蒸汽。
由于温度较高，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不需要昂贵的催化剂或额外的加湿和燃料处理

设备， 从而节约了这些组件的成本。 这种类型的燃料电池的主要缺点是由于高温而导致

的绝热成本。 电池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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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极

H2 + O = →H2O + 2e -

在阴极

1
2 O2 + 2e - →O

复合后

H2 + 1
2 O2→H2O

5.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作为最有前途的燃料电池技术， 质子交换膜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燃

料电池使用可渗透聚合物作为电解质运行。 这种材料是聚四氟乙烯的衍生物， 且是固体

的， 从而可以达到简化电池结构的目的。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如图 4. 25 所

示。 此类型燃料电池有一段曲折的历史。

图 4. 25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起源于通

用电气公司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美

国海军开展的工作， 电池被设计成

使用由水和氢化锂反应产生的氢气

作为供给燃料。 对于用户来说， 这

是一个易于携带的方案， 但是受到

必须使用高成本的铂电极的阻碍。
NASA 的研究计划使用质子交换膜

技术为其双子星飞船项目提供动

力， 但直到双子星 5 号才被安装使

用。 之前的飞船使用的都是普通电

池。 当 NASA 工程师在阿波罗项目

中选择碱性燃料电池时， 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方案便被搁置了。

图 4. 26　 Ballard 公司是质子交换膜技术的行业

领导者， 于 2001 年推出了 NexaTM功率模块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

实验室的研究减少了运行所需的铂使用

量， 从而打开了更经济地使用燃料电池

的大门。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及其衍生

物被认为非常有希望用于中小规模的电

力生产。 汽车制造商正在研究使用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来为未来的电动汽车提

供电力 （见图 4. 26）。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在约 80℃ 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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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运行， 与碱性燃料电池类似， 但是对输入燃料没有太严格要求。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拥有 60%左右的效率， 仅次于碱性燃料电池。 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 全氟化硫

酸薄膜夹在两个铂催化的多孔电极之间， 并通过螺栓压紧。 电解质对 CO 污染非常敏

感， 因此入口气流必须经过净化。 空气可以代替氧气作为还原剂， 但是当阴极中的 CO
含量上升超过 0. 17%时， 系统的效率会急剧下降。 较低的温度和固体类型的薄膜使得

基于质子交换膜技术的移动发电成为可能， 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燃料电池可用于替代的

车载能源。 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阳极： H2→2H +2e -

阴极： 1
2 O2（g） + 2H + 2e - →H2O

电池： H2 + 1
2 O2→H2O

6.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 （protonic ceramic fuel cell， PCFC） 是基于在较高的温度下表现

出高质子传导性的陶瓷电解质材料的。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在 700℃下与熔融碳酸盐和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共同具有高温运行的热力和动力学优点， 同时显示出在聚合物电解质

图 4. 27　 Protonetics 国际公司的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

和磷酸燃料电池中质子传导的内在优点。 高的

运行温度对于用烃类燃料实现较高的效率是必

要的。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可以在高温下运行并且

将化石燃料直接在阳极氧化。 这避免了通过昂

贵的重整过程产生氢气的中间步骤。 在水蒸气

存在的条件下， 烃类燃料的气态分子被吸收在

阳极表面， 使氢原子被有效地剥离并被吸收到

电解质中， 同时产生二氧化碳作为初级反应产

物。 此外， 质子陶瓷燃料电池使用固体电解质，
因此膜不会像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那样干透，
也不会产生像磷酸燃料电池那样的液体泄漏。
Protonetics 国际公司是最初研究这种类型燃料

电池的公司 （见图 4. 27）。
直接使用天然气的质子陶瓷燃料电池的目

标效率大约为 60% 。 在质子陶瓷燃料电池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阳极： CH4 + 2H2O→2CO2 + 8e - + 8H +

阴极： 8H + + 8e - + 2O2→4H2O
7.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 （direct methanol fuel cell， DMFC） 类似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因为它们都使用聚合物膜作为电解质。 然而， 在直接甲醇燃料电池中， 阳极催化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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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液态甲醇中吸收氢， 因此不需要燃料重整器 （见图 4. 28）。 这种类型的电池的预期效

率为 40% ， 通常在 50 ～ 100℃的温度下运行。 在较高的温度下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在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和一些应用如下：
阳极： CH3OH + H2 = CO4 + 6H + + 8e

阴极： 6H + + 6e + 3
2 O2 = 3H2O

应用： 电动汽车、 军用、 手机、 笔记本电脑。

图 4. 28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的实例

图 4. 29　 可再生燃料电池的实例

8. 可再生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的改

进对于未来投入大规模应用具有非

常有趣的前景。 通过合理的设计，
可构建一种可以逆向运行的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 这种被称为可再生

燃 料 电 池 （ regenerative fuel cell，
RFC） 的电池利用水和电产生氢气。
如外部电源不可用， 则氢气可以被

消耗并产生水和电。 有关可再生燃

料电池运行的更多详细信息， 如图

4. 29 所示。
使用可再生燃料电池， 汽车可

以做成自加油形式。 只需在晚上电

费较低的时候在家里将你的车插上

电， 即可填满 “油箱”。 这种创新

使汽车免于受到加氢系统的限制，
因为它可以使用现在已经存在的配

电系统。 可再生燃料电池可以与屋

顶的太阳能或风能结合使用。 当有

剩余电量可用时， 用户可以制造氢气。 当太阳下山， 风渐渐平息时， 可再生燃料电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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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逆转运行并产生所需的电力。

4. 2. 4　 主要类型燃料电池的对比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MCFC） 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 在任何时候都需

要高温运行，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排除这些燃料电池类型用于汽车中。 碱性燃料电池

（AFC） 具有良好的功率密度， 但是它们不能容忍甚至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 而二氧

化碳正是燃烧过的燃料的主要成分。 在汽车应用中， 从燃烧后的燃料产物中完全除去二

氧化碳是不切实际的。
目前被商业化应用的磷酸燃料电池 （PAFC） 可以使用环境空气和加工燃料， 但是

仅具有不大的功率密度， 这也意味着相同功率下相对较大的体积和重量， 以及更高的成

本。 另一个缺点是质子陶瓷燃料电池 （PCFC） 不能在环境温度下产生功率， 而是必须

在可以获得电流之前将其预热到至少 100℃。 因此， 满足汽车快速起动的要求将是非常

困难的。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 （DMFC） 是唯一在汽车应用感兴趣的温度范围内， 可在燃料电

池电极处发生显著电化学反应的实用燃料电池。 然而，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的应用受到两

个主要问题的困扰： 第一， 较差的性能 （电流密度低于汽车所需的水平）； 第二， 甲醇

易通过薄膜快速扩散至空气电极， 并在电化学 “短路” 反应中氧化。 这种甲醇的渗透

问题不仅大大降低了燃料利用效率 （通常为 30% 或更高）， 而且降低了空气阴极的电

势， 因此降低了电池电压， 从而导致能量效率的额外损失。
当考虑用于汽车推进的燃料电池的适用性时， 最重要的因素是运行温度和功率密

度， 加工燃料和空气的相容性， 快速起动并对频繁的负载变化具有快速响应性， 能否抵

抗冲击和振动， 并且能够相对容易控制和维护 （见表 4. 2）。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质

子交换膜 （PEM） 燃料电池是最有可能满足这些要求的。
表 4. 2　 各种类型燃料电池的特性 （当前前景）

类型
电解质
的类型

工作温度
/ ℃

电流
密度

对燃料
处理器
的需求

与 CO2 的

兼容性
发展阶段 高效率 低成本

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 70 ～ 80 高 是 是 早期原型 好 好

碱性燃料电池 碱性 80 ～ 100 高 是 否 太空应用 好 好

磷酸燃料电池 磷酸 200 ～ 220 中等 是 是 早期商业化应用 好 合理

熔融碳酸盐
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 600 ～ 650 中等 是 是 现场试验 好 合理

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 800 ～ 1000 高 是 是 实验室试验 好 合理 ～ 好

直接甲醇燃料
电池

质子交换膜 70 ～ 80 中等 否 是 研究 差 差 ～ 合理

质子陶瓷燃料
电池

陶瓷 700 高 否 是 研究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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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可在≤80℃的相对较低的温度下运行， 可使用空气， 并且在使

用氢作为燃料时具有优异的性能。 该燃料电池使用在制造以及后期使用中能够被容易且

安全地处理的薄塑料片作为其电解质。 与一些其他电解质不同， 它们的固体塑料膜可以

耐受整个电池的不大的压力差， 这增加了功率密度， 简化了系统复杂度， 并降低了成

本。 不出所料， 所有正在开发的汽车燃料电池技术和系统项目都集中在质子交换膜技术

上。 因此， 在后期讨论用于电动汽车应用的燃料电池技术时， 我们也将着重讨论质子交

换膜技术。

4. 2. 5　 燃料电池的效率

当考虑用于实际应用的燃料电池时， 我们必须考虑燃料电池的效率 （见表 4. 3）。
燃料电池的效率直接影响运行成本以及燃料存储要求。 在移动应用中， 效率变得更加重

要， 因为燃料必须与电池一起移动。 效率较低的燃料电池携带额外的燃料以行进相同的

距离， 因此浪费了用于移动附加燃料的能量。
需要注意的是， 燃料电池的效率一般为 40% ～ 80% 。 当我们将它们的效率与内燃

机的效率进行比较时， 燃料电池的优点变得明显。 内燃机的典型效率大约为 20% 。 因

此， 假设一个效率为 40%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 为了给具有相同性能和续航里程

的车辆提供动力， 我们仅需要携带一半的燃料。
表 4. 3　 燃料电池效率值

燃料电池类型 效率
碱性 70%

熔融碳酸盐 60% ～80% （热电联产）
磷酸 40% ～80% （热电联产）

固体氧化物 60%
质子交换膜 40% ～50%

4. 2. 6　 燃料电池的应用

燃料电池被用于从移动电话到电力公司发电的众多应用中。 它们的应用可分为 6 个

不同的类别： 固定式、 住宅式、 便携式电源、 垃圾填埋 / 废水处理、 交通运输和发电厂

发电。
1. 固定式
在世界各地的医院、 疗养院、 酒店、 办公楼、 学校和机场航站楼里， 成百上千个燃

料电池系统已被安装， 它们用于提供主电源或备用电源供电。 在大型建筑系统中， 燃料

电池可以将设备能源服务成本比常规能源降低 20% ～ 40% 。 联合技术公司 （UTC） 开

发了一个 200kW 的固定式燃料电池 PC25TM （见图 4. 30）。 其中 4 个已经被安装在奥马

哈第一国家银行作为发生停电事件时的备用电源。 来自化学反应的热量还可用于空间采

暖， 从而使总效率达到 80%以上。
2. 住宅式
燃料电池是发电的理想选择， 无论是连接到电网来为关键区域提供补充电力和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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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或是安装为独立于电网的发电机， 用于在电力线不能接入的区域进行现场服务。
由于燃料电池工作噪声小， 故可以有效地减少噪声污染和空气污染， 并且来自燃料电池

的废热可以用于提供热水或建筑物采暖。
在住宅燃料电池系统中有 3 个主要部件： 氢燃料重整器、 燃料电池堆和功率调节

器。 许多现有已被测试和证明的技术原型可从丙烷或天然气中提取氢 （见图 4. 31）。 燃

料电池堆将空气中的氢气和氧气转化为电、 水蒸气和热。 然后功率调节器将来自电池堆

的直流电流变换为在许多家用电器上使用的交流电流。 亚太燃料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APFCT） 估计， 典型房屋的住宅燃料电池的预期回报期为 4 年。 小批量生产的单位初

始价格将约为 1500 美元 / kW。 一旦批量生产开始， 价格预计可下降到 1000 美元 / kW，
而最终目标是让成本低于 500 美元 / kW。 燃料电池开发商正在高速实现这些成本目标。

图 4. 30　 200kW 固定式燃料电池 PC25 图 4. 31　 5kW 固体氧化物住宅燃料电池

来源： 由普拉格能源公司提供。

许多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和测试用于住宅应用的燃料电池， 与电力公司和分销商合作

将其推向市场。 甚至如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等汽车制造商， 也减少了对车辆的关注， 将

钱花在固定应用的研究和开发上。
为了促进住宅燃料电池的商业化， 美国政府于 2000 年初在众议院 （H. R. 1275） 和

参议院 （S. 828） 中引入了提出固定燃料电池税收减免的法案， 并且分别交付于方法和

手段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 如果获得批准， 该法案将给予美国企业和住宅纳税人购买固

定商业和住宅应用的燃料电池系统 1000 美元 / kW 的贷款。 该法案在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 5 年内有效， 在此日期之后燃料电池制造商预计将以市场准入成本

生产产品。 除此之外， 许多州还有适当的计量法， 允许合格的客户出售燃料电池产生的

过剩的电力和热量， 将其返回电网。
3. 便携式电源
微型燃料电池一旦用于商业市场， 将使消费者可在移动电话上通话长达一个月而不

需要充电。 燃料电池将改变远程办公条件， 可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提供比普通电池

长若干小时的电力供应。 微型燃料电池的其他应用包括医生的寻呼机、 录像机、 便携式

电动工具和低功率远程设备， 例如助听器、 烟雾探测器、 防盗报警器、 酒店锁和仪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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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器等。 微型燃料电池通常利用价格低廉的甲醇工作。 由燃料电池驱动的便携式装置的

示例如图 4. 32 ～ 图 4. 35 所示。

图 4. 32　 燃料电池供电的手机

来源： 由 Raul Gonzalo，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提供。
图 4. 33　 燃料电池供电的手电筒

图 4. 34　 燃料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 图 4. 35　 燃料电池供电的电视

图 4. 36　 利用燃料电池治理污水处理气体

4. 垃圾填埋 /废水处理
燃料电池目前在全美各地的垃圾填埋场和

废水处理厂运行， 已被证明是一种可用于减少

排放和利用排放物产生的甲烷气体发电的有效

技术。 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政府正在寻找

一种清洁的、 高效的为其水处理设施供电的方

式 （见图 4. 36）。 该城市选择安装联合技术公

司 （UTC） 生产的 200kW 燃料电池 （ PC25），
用于将设施产生的厌氧沼气气体转换为可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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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热量和电力。 通过使用可能有其他用途的废气， 该项目利用了免费的燃料来源。
此外， 它所产生的电力被认为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5. 交通运输
燃料电池随时有可能取代内燃机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 所有主要汽车

制造商都正在开发或测试燃料电池汽车， 包括本田、 丰田、 戴姆勒·克莱斯勒、 通用、
福特、 现代和大众汽车等。 图 4. 37 所示为一台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是一项有广泛应用前途的技术， 它可以逐渐取代内燃机和化学电池成为社

会的主要能源供应。 燃料电池可被用于大规模发电， 它们可为公共汽车供电， 如图

4. 38 所示。 燃料电池有望广泛用于为个人交通工具， 无论是汽车、 摩托车还是飞机提

供动力； 图 4. 39 显示了燃料电池动力飞机。 燃料电池也可能出现在其他更意想不到的

地方。

图 4. 3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图 4. 38　 燃料电池电动公交

图 4. 39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动力飞机

来源： 由 Aerovironment 公司提供。

6. 发电厂发电
燃料电池发电厂主要由以下三部分

组成：
1） 质子交换膜 （ PEM） 燃料电池

堆： 大多数燃料电池产生的电压小于

1. 16V———远远不足以作为发电厂发电。
因此， 多个电池必须组装成燃料电池堆。
为了传送所期望的能量， 可以将电池组

接在串联和并联电路中； 串联组件产生

更高的电压， 并联组件允许更大的电流。
由燃料电池堆产生的潜在功率取决于构

成堆的单个电池的数量和尺寸以及质子交换膜的表面积。
2） 燃料处理器： 某些类型的重整器用于产生用于燃料电池堆的富氢气体。 目前有

多种类型的重整器可用于提供氢气。
3） 发电厂配套设施： 除了两个主要的功能子系统 （燃料电池堆和燃料处理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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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燃料电池发电厂有许多支持和辅助部件， 称为发电厂配套设施。 这包括基于计算机

控制的系统、 功率调节器、 空气调节系统 （即压缩机 - 膨胀器 - 驱动电动机组件） 和

加湿器系统。
图 4. 40 所示为燃料电池发电厂的示意图。

图 4. 40　 燃料电池发电厂的示意图

4. 2. 7　 燃料电池的未来展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对自然资源储备枯竭的担忧以及对普遍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

环境损害的意识增强， 将有助于推动用于交通运输和固定电源的燃料电池的开发。 在过

去， 它们的体积庞大并且制造非常昂贵。 然而， 由于美国国家实验室 （例如， 洛斯阿

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和私人实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 燃料电池正迅速在经济上变得可

行并且在物理上变得实用。
燃料电池没有得到更普遍应用的主要原因是成本。 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为太空计

划开发的燃料电池是非常昂贵的， 并且对于地面电力应用是不切实际的。 在过去 30 年

中， 人们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开发用于固定功率应用的更实用和更经济的设计。 但

是， 这方面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 今天， 市场上最广泛的燃料电池成本约为 4500 美元 /
kW； 相比之下， 柴油发电机的运行成本为 800 ～ 1500 美元 / kW， 而天然气燃气轮机的

成本甚至更低。 但是无论如何， 最近的技术进步显著改善了燃料电池的经济前景。
现在， 改良的更廉价的导电材料的开发允许最新的燃料电池在更高的温度下工作并

且产生更多的功率 / 单位体积 （即更高的 “功率密度”）， 这两者都降低了成本。 较高的

工作温度还给新开发的燃料电池产生可用于空间供暖和水的加热或甚至生产额外功率的

废热的能力。 用于在燃料电池内部的天然气中分离氢气 （即 “内部重整”） 的技术也被

开发出来， 可消除额外重整系统的费用。
然而， 目前燃料电池的成本仍然不可与常规能源竞争。 目前正在测试的最先进的燃

料电池成本大约为 1200 美元 / kW———可与大规模燃煤发电厂相比， 但相对于大多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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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即 “分布式”） 电源仍然太贵。 美国能源部近期启动了一项重大项目， 期望大幅度

降低燃料电池成本。
在最近几十年中， 包括主要汽车制造商和各种联邦机构在内的许多制造商都在支持

正在进行的用于燃料电池汽车和其他应用的燃料电池技术的开发研究。 燃料电池能量预

计将在未来几年取代传统电源， 甚至微型燃料电池将可被用于手机。

4. 2. 8　 重整装置

如前所述， 燃料电池运行所需的燃料和氧气的质量因所使用装置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 因此， 系统中需要被称为重整器的装置， 用于从富氢燃料中提取氢气。 富含氢的碳

基燃料的重整技术主要有两种： 蒸汽重整和部分氧化重整。 蒸汽重整系统一般体积较

大， 需要较长的起动时间， 但效率很高。 这些特性使其适用于固定式燃料电池应用。
部分氧化重整起动时间较短， 效率尚可， 适用于提供用于移动燃料电池系统中的氢

气。 这些系统不需要产生碱性燃料电池所需的纯氢气， 但是可被设计成具备足够低的污

染物水平 （主要是一氧化碳）， 以为其他类型的燃料电池系统供电。
1. 重整器的应用
正在研究中的重整器应用非常广泛。 有独立系统， 其唯一的电力来源是偏远地区的

燃料电池， 例如用于手机中继塔或航天飞机的情况。 有些系统将被用作便携式发电机，
例如三洋电子公司设计的系统， 可提供 3h 的电力输出， 输出功率为 3kW， 且运行噪声

仅为 40dB。
在不久的将来， 电动汽车可能是这一新技术的最适合的应用场合。 减少烟雾和化石

燃料的使用已成为必须， 并将吸引大量政府计划的资助。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 要求

道路上的一定百分比的车辆必须是电动的———这为燃料电池的大量使用提供了机遇。
美国陆军的小型燃料电池开发计划只是联邦资助的许多计划之一， 用于研究使用燃

料电池的可行性及其他新技术应用。 燃料电池汽车推广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如何安全地对

燃料电池添加氢气燃料。 由于兴登堡飞艇灾难的发生， 人们对于涉及氢气的操作非常

小心。
2. 重整技术
燃料电池是尝试解决与道路交通相关的问题的众多技术之一， 旨在减少排放， 提高

空气质量。 重整器有助于解决与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相关的低功耗和高成本问题， 主要涉

及作为紧凑型氢能生产系统 （compact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CHYPS） 的燃料源氢

气的隔离。 目前向燃料电池汽车提供氢气的三个方案为静态重整器 （非车载）、 移动式

重整器 （车载） 和储氢。
静态重整器主要用于类似于加油站的产氢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 产氢站生产氢

气， 然后转移到具有直接氢气系统的车辆上。 这种基础设施的优点是可以提供小规模氢

气生产， 并且可使用结构更简单、 成本更低的车辆系统。 对于该方案， 仍然需要廉价

的、 紧凑的， 特别是低压的车载储氢系统。 开发这种类似加油站的基础设施将非常昂

贵， 并且仍然可能引起消费者对安全性的担忧。 实质上， 目前燃料电池技术所面临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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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是燃料基础设施的缺乏， 替代方案是每台车辆安装自己的储氢罐。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移动式重整器。 装备重整器的车辆系统的优点是更容易获得燃

料。 从这些更容易获得的碳质燃料中生产氢气有几种方法。 例如， 甲醇、 天然气、 液化

石油气、 汽油、 柴油、 煤、 生物质或不同种类的醇都可用于制氢， 主要工艺是蒸汽重

整、 部分氧化、 气化、 热裂解或催化裂解。 近年来， 工业界对汽油改性剂的兴趣越来越

大， 但是这种技术同高效清洁产氢技术一样， 还处于起步阶段。 实质上， 设计中的各种

燃料系统必须在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以及加氢的便利性之间做出权衡。
氢是元素周期表中最轻的元素， 其性能如表 4. 4 所示。 它是迄今为止宇宙中最丰富

的元素， 占宇宙总质量的约 90% 。 和水一样， 氢是生命绝对必需的， 并且存在于所有

有机化合物中。 将氢气冲入气球中可进行运输， 但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例如兴登堡

飞艇爆炸事件）， 因此非常危险。 兴登堡飞艇中冲入的是氢气而不是更安全的氦气。 最

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用于密封兴登堡飞艇布料结构外壳的油漆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而不

是之前认为的氢气的原因。 如果进行合理的处理和储存， 氢气是一种安全的清洁燃料。
氢气可以在高压下以纯气态的形式储存， 也可以储存在含氢化合物中。 以化合物方

式储存时， 可以通过氢气重整器进行提取。 石油和化工行业多年来一直在使用重整器技

术， 不仅用于生产氢气， 还用于生产其他一系列化学品， 包括用于汽车、 发电和其他目

的的低排放化石燃料。
表 4. 4　 氢的性质

名称 氢

符号 H

原子数 1

原子量 1. 00794gm

组数 1

周期数 1

颜色 无色

以下是氢气分离的一个简要总结。 在实验室中， 氢化钙与水之间的反应可能会产生

少量的氢气。
CaH2 + 2H2O→Ca （OH） 2 + 2H2

这一方法非常有效， 因为其产生的氢气中有 50% 是来自于水。 另一个可以非常方

便的在实验室中合成氢气的实验为 Boyle 合成反应———铁屑与稀硫酸反应：
Fe + H2SO4→FeSO4 + H2

工业上生产氢气有许多方法， 具体采用的方法将取决于所需的氢气量和手头的原材

料。 常使用的两个方法包括在水煤气变换反应中用水蒸气加热焦炭或使用蒸汽甲烷等烃

类进行热裂解：
CH4 + H2O（1100℃）→ CO + 3H2

C（焦炭） + H2O（1000℃）→ CO +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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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种情况中， 还可以通过使 CO 和蒸汽在氧化铁或氧化钴存在的情况下反应

来进一步制取氢气：
CO + H2O → CO2 + H2

如果燃料电池汽车可以同时使用汽油或其他燃料， 那么从传统汽车到此类清洁能源

汽车的过渡会容易得多。 燃料电池汽车的广泛使用将导致污染物排放减少， 燃料经济性

增加 （每升燃料可行驶更多里程）。 可使用燃料的灵活性将加速技术的引入。 燃料电池

汽车使用的汽油可能更容易生产， 因为其性能与汽油辛烷值不相关。 目前市售的汽油需

要与昂贵的合成辛烷值增强添加剂混合以达到一定的辛烷值指标。 重整器将为燃料电池

提供经济的氢燃料供应， 持续的技术开发还将进一步降低燃料成本。
（1） 主要重整技术

目前主要的重整技术包括蒸汽甲烷重整、 部分氧化重整、 自热重整、 甲醇重整和甲

烷热催化裂解。 此外， 还有几项较新的实验技术， 包括吸附剂增强、 离子输运、 等离子

体重整和微通道重整。
1） 蒸汽甲烷重整。 有几种常用的蒸汽重整类型， 包括甲醇重整和天然气重整。 当

进行甲醇重整时， 甲醇的分子式为 CH3OH。 重整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从该分子中提取

氢原子， 同时最小化诸如 CO 等污染物的排放。 重整过程从蒸发液态甲醇和水开始， 其

能量来自于重整过程中产生的热。 接下来， 甲醇和水蒸气的混合物通过含有催化剂的加

热腔室。
当甲醇分子接触到催化剂时， 它们被分解成 CO 和氢气：

CH3OH⇒CO + 2H2

水蒸气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氧气与 CO 结合形成 CO2。 通过这种方式将大部分 CO
转化为 CO2， 只有很少的 CO 会被释放：

H2O + CO⇒CO2 + H2

在主要由甲烷组成的天然气重整过程中， 天然气发生类似的反应。 天然气中的甲烷

与水蒸气反应生成 CO 和氢气：
CH4 + H2O⇒CO + 3H2

与甲烷重整一样， 水蒸气被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氧气与 CO 结合形成 CO2。
H2O + CO⇒CO2 + H2

上述反应都不是完美的。 部分甲醇或天然气和 CO 未经过反应， 需要提供少量空气

在催化剂存在下进行燃烧。 这样可将大部分剩余的 CO 转化为 CO2， 将剩余的甲醇转化

为 CO2 和水。 可以使用各种其他装置来清理可能在废气中存在的其他污染物， 例如硫。
从废气中过滤 CO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① 如果 CO 进入燃料电池， 将会严重影响其性能和寿命。
② CO 是受管制的污染物， 汽车 CO 的排放量受到严格监控。
2） 部分氧化重整。 氢的部分氧化 （partial oxidation， POX） 重整在商业上是可行

的。 该技术可从烃类中提取氢。 甲烷或其他一些烃可被部分氧化生成 CO 和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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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 1
2 O2→ 2H2 + CO

该反应是放热反应， 因此不需要间接热交换。 由于反应温度较高， 也不需要催化

剂。 然而， 通过使用催化剂可以显著提高产氢率。 基于 POX 的氢气生产设施包括部分

氧化反应器、 变换反应器和氢气净化设备。 由于不需要热交换器， 部分氧化反应器比蒸

汽重整器更紧凑。
POX 反应器的效率相对较高， 可达 70% ～ 80% 。 然而， POX 系统由于温度较高，

加剧了热量损失和热回收问题， 因此效率通常低于蒸汽重整。 在蒸汽重整装置中， 可以

从尾气中回收热量， 以提高反应的蒸汽产率。
3） 自热重整。 在开发新的更高效生产工艺的过程中， 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POX 技术

的开发。 部分氧化重整化学反应为

CH4 + 1
2 O2→CO +2H2

结合蒸汽重整和部分氧化重整的工艺是最有效的。 自热重整 （ autothermal refor⁃
ming， ATR） 即为其中为一。

在自热重整过程中， 反应 1 和 3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POX 和蒸汽重整的过程高度集

成， 两个反应同时在一个反应器中进行， 其与蒸汽重整过程的二次重整器相似。 反应器

中发生的反应是燃烧和蒸汽重整的组合， 其反应式为

CH4 + 3
2 O2→ CO +2H2O

该反应没有 CO2 的生成， CO 是主要燃烧产物， 通过缓慢的二次反应转化为 CO2。
在热催化区， 发生反应 1 和 2 生成氢气。 重整过程中氧化剂的氧含量取决于最终产品的

应用。 为了生产 NH3， 需要空气作为氧化剂， 因为它含有合成氨所需的 N2。
4） 甲醇重整。 考虑主要被用于舰艇、 军事医疗机构和电动汽车移动发电燃料电池

氢气供应的甲醇重整反应为

CH3OH + H2O → 3H2 + CO2

这个反应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
① 几乎不可逆的吸热裂解反应， 其中 1mol 液体甲醇被转化成 3mol 产物：

CH3OH → 2H2 + CO
② 水煤气转化反应为

CO + H2O → H2 + CO2

该反应是放热反应， 受到一定的反应平衡限制。
对于移动应用， 上述两种反应通常在使用混合铜 - 氧化锌催化剂的活塞式反应器中

进行。 一般情况下， 之后是净化步骤———通过部分氧化去除未反应的 CO。 如果没有膜

反应器， 达到该反应需要的温度和压力要求是困难的， 因此需要较大的反应器和传热

面积。
如果可能， 第二个反应将在高压和高温下进行， 以加速反应和改善催化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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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反应是强吸热反应， 因此入口温度必须很高， 并且必须沿着反应器长度提供热

量。 相比之下， 第三个反应只需要在低温和低压下即可进行。 因为该反应是放热的， 所

以必须在该阶段和最后阶段之间或沿着反应器排出热量。
此类重整器使用部分燃烧将 CO 含量从离开水煤气变换反应器的 1% ～ 2%降低至约

2 × 10 - 5。 为了使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需要在该纯度范围内的氢气， 而更高纯度的

氢气将会更好。 研究表明， 使用纯氢源，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功率密度是使用含 2 ×
10 - 5 CO 的氢气的 3 倍。 燃烧催化剂也会消耗氢气， 降低其总体效率。

5） 甲烷热催化裂解。 在这种方法中， 甲烷在催化剂存在的情况下被高温分解成碳

和氢 （850 ～ 1200℃）。 反应式为

CH4→ 2H2 + C
该反应是放热的， 因此需要换热器将反应热量排出。 佛罗里达太阳能中心的研究人

员的研究表明， 这种重整技术远未达到商业可用的地步， 主要原因是转化效率较低， 且

催化剂中毒现象严重。
（2） 新型重整技术

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具有微通道的新型蒸汽重整技术， 以

减少车用重整器的大小。 等离子体重整器使用高温热等离子体 （3000 ～ 1000℃） 从甲

烷和烃液体中产生氢。 即使在没有使用催化剂的情况下， 热等离子体也可加速重整反

应。 等离子体由电弧产生， 将如甲烷或柴油加空气和水的反应物引入反应器中， 可产生

氢气和其他烃类产物。
3. 重整器的缺点
重整器也具有一定缺点， 包括污染和总体燃油效率较低等。
（1） 污染

虽然重整器可以向燃料电池提供氢气， 同时产生比内燃机少得多的污染物， 但它们

仍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虽然二氧化碳不是受管制的污染物， 但它被认为会对全球

变暖产生贡献。 如果在燃料电池中使用纯氢， 则唯一的副产物是蒸汽形式的水， 不会排

放二氧化碳或任何其他气体。 但是， 因为使用重整器的燃料电池汽车还是会排放少量的

污染物 （如一氧化碳）， 所以它们将不符合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的零排放车辆 （ 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 标准。 目前， 符合 ZEV 标准的主要技术是由蓄电池供电的电动

汽车和纯氢燃料电池汽车。
一些公司正在致力于研究在车辆上储存或生产氢气的新方法， 而不是试图将重整器

改进到不排放受管制污染物。 Ovonic 公司于 2012 年被 BASF 公司收购， 开发一种金属

氢化物储存装置， 可像海绵吸收水一样吸收氢。 该技术不需要高压氢储罐， 并且可以增

加存储在车辆上的氢的总量。
Powerball 技术公司正在开发充满氢化钠的塑料球， 当打开并放入水中时， 会产生

氢气。 该反应的副产物是氢氧化钠溶液， 这是一种常用的工业化学品。
（2） 效率

重整器的另一缺点是它降低了燃料电池汽车的整体效率。 重整器使用热和高压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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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分解氢气的反应。 根据所使用的燃料类型以及燃料电池和燃料处理器的效率， 该技术

与常规汽油车辆相比， 效率提高不大。

4. 2. 9　 储氢

氢气的存储是一个问题。 在标准大气压下， 1g 氢气需要占用 22L 空间。 氢可以以

许多不同的方式储存。 首先， 可以使用标准化但笨重的容器存储， 其重量和尺寸限制了

车载储氢装置的可用性。 氢可以被液化以增加其能量密度。 然而， 这需要耗费大量能量

的低温冷却技术。 氢可以存储在具有化学键的材料中。 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 （metal hy⁃
dride storage system， MHSS） 通过化学键来储存氢， 其金属可以是任何数量的不同元素

和合金的组合。
单位体积存储的氢气量是用来衡量氢储存系统品质因数的典型参数。 在 20MPa 压

力下， 压缩氢气有 0. 99 × 1022个原子 / cm3。 在 - 253℃下存储的液态氢， 具有 4. 2 × 1022

个原子 / cm3。 这些值都无法超越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储存的值。 使用镁的金属氢化物储

存系统可以储存 6. 5 × 1022个原子 / cm3。 表 4. 5 列出了通过将氢气储存为压缩气体， 冷

冻液体和几种金属氢化物材料获得的氢密度。 虽然金属氢化物中氢的重量百分比不高，
但是单位体积氢原子的量非常高。 图 4. 41 所示为储存在金属氢化物中的 650L 氢。

表 4. 5　 储氢密度

材料 氢原子 / （ × 1022 / cm3） 氢气重量百分比（% ）
氢气， 2850psi㊀ 0. 99 100
液氢， - 253℃ 4. 2 100

MgH2 6. 5 7. 6
Mg2NiH4 5. 9 3. 6
FeNiH2 6. 0 1. 89
LaNi5H6 5. 5 1. 37

储存材料并不是有效储氢的完全解决方案。 液体和气体氢气储存都需要自己独特的

包装， 无论是重型高压容器还是冷藏的杜瓦瓶。 同样， 金属氢化物材料的整体性能取决

于容器的工程结构。 金属氢化物材料的适当改进可以显著改善氢的输运特性。
从压力罐中提取氢气仅仅是使用合适的气体调节器的问题， 其依靠气体压力本身来

输送氢气。 而对于金属氢化物系统， 可以使用几种方法来将氢气从源头输送至储存装置

和燃料电池。 一些金属氢化物会对压力产生响应。 将输入氢气压力增加几个大气压， 氢

气将迁移到金属氢化物中。 要提取氢气， 只需释放一些压力，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轻

微的真空。 其他金属氢化物系统可以通过加热驱动。 例如， 稍微加热金属氢化物容器将

驱动氢气的释放。 图 4. 42 所示为各种尺寸的金属氢化物储存容器。
轻型容器对于车载存储氢气的燃料电池汽车而言非常重要。 过去， 工程师设计了具

有极高比能量 （ > 400Wh / kg） 的能量储存系统， 使用轻型容器来存储由可逆 （单元

化） 可再生燃料电池 [reversible （unitized） regenerative fuel cell， URFC] 产生的气体。 现

㊀　 1psi = 6. 89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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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设计出了具有最先进性能的轻型压力容器， 并且正在制造样品以满足美国能源部

的目标 （4000Wh / kg， 氢重量百分比 12% ， 700Wh / L， 批量生产成本 20 美元 / kWh）。
这些压力容器使用的技术很容易获得大规模工业应用。 URFC 对于使用氢作为燃料和促

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4. 41　 使用金属氢化物存储的 650L 氢 图 4. 42　 各种尺寸的金属氢化物储存容器

使用轻型压力容器或储氢容器的 URFC 系统已经被设计为车载。 与使用电容器或电

池进行动力峰值和再生制动的燃料电池汽车相比， 预计这些储能系统将具有相当的成本

竞争力。 此类车辆可以安全、 快速地从高压氢源加氢 （如果附近存在加氢站的话）， 可

以达到超过 380mile 的行驶距离。 URFC 的使用将为消费者节约家庭产氢装置的全部成

本。 消费者将能够在任何可用的电源进行充电， 而不是只能连接到单个电解单元。 当加

氢站可用时， UFRC 汽车仍然能够通过直接氢气传输进行快速加氢。
无论是否可以充电， 由压缩氢气 （5000psi） 供电的车辆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根据

美国国防技术研究所的结构）。 此类车辆的优点在于： 重量轻， 同时以可接受的成本将

氢储存在可接受大小的容器中。 其他优点包括： 系统简单性高， 安全性高， 比竞争对手

更快的加氢速度， 以及未来可期的加氢站支持。

4. 3　 压缩空气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CAES） 系统是一种被用于储存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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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 这种技术通过将空气压缩入如容器或高压储存罐等密闭空间以完成能源储存。

4. 3. 1　 简介

压缩空气过程是通过使用电动涡轮压缩机在非高峰时间将空气压缩入洞穴； 之后在

洞穴内的高压气体被加热， 并且与涡轮中的瓦斯气体混合， 通过高压到低压的压力扩张

器时这些气体将会在耗电高峰期产生电能。 为了产生电能， 通常使用与传统发电机相同

的方法将被压缩空气与燃料混合并一起燃烧。 这种方法比仅使用压缩空气发电有着更高

的效率。
CAES 系统能在如地下蓄水层、 溶岩溶洞、 岩洞等自然地质结构上建造。 为了采矿

目标而挖掘的洞穴由于需要开挖固体岩层， 因此通常成本会比利用天然岩洞贵 60% 以

上。 在上面的几种方法中， 地下含水层储存是最便宜的改造方法， 也是最常见的使用方

法。 还存在着另一种改造方法叫作压缩空气储存 （CAS）； 在这种形式的系统中， 空气

被储存于特制的高压储存罐中。 然而考虑到储存空间与 CAES 系统相比较小， 使用这种

技术进行改造将会非常昂贵。

4. 3. 2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组成

一个 CAES 系统主要由 5 个不同的机械部分组成： 电机、 空气压缩机、 换热器、 设

备控制中心和辅助设备。 图 4. 43 是 CAES 系统组成示意图。

图 4. 43　 CAES 系统组成示意图

1） 电机： 利用离合器来为压缩机或涡轮机提供交流电源。
2） 空气压缩机： 为了使压缩机在经济条件运行， 同时降低水分含量， 该部分通常

会由两级或更多级组成， 包括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
3） 换热器： 为了将被压缩的空气势能转变为能量， 首先被压缩的空气要在换热器

中被加热。 这些被加热的气体将会与小部分的燃料混合并在燃烧室内燃烧。
4） 设备控制中心： 用于操作燃气轮机、 压缩机和其他辅助设备， 并且调整和控制

发电模块和储存模块的功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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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辅助设备： 由燃料储存和处理以及其他机械和电力系统组成， 目的是辅助各种

换热装置。

4. 3. 3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运行

传统的 CAES 系统储存能量是通过驱动大量的电动机将压缩空气注入矿洞。 这个过

程是在能量需求的非高峰期进行的， 在这个时期操作费用将会大大降低。 此外， 为了在

相同的空间中容纳更多的空气， 在压缩过程中注入管道之前的压缩气体需要被冷却。 在

进入管道之前气体将会被压缩 75% 。 然后， 为了将压缩气体转换为能量， 首要任务就

是在换热器中加热气体。 这些被加热的气体将会与一小部分的瓦斯或者汽油混合并在燃

烧室内燃烧。 在这之后这些燃烧室内的热气将会在燃气轮机中膨胀并产生电能。 图

4. 44 所示为一座 110MW 的 CAES 发电站示意图。

图 4. 44　 一座 110MW CAES 发电站示意图

4. 3. 4　 在燃气发电厂中使用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根据文献： “在正常的燃气轮机的产能过程中， 高达三分之二的所产生能量是由压

缩机所消耗的。 这意味着一座 300MW 的发电站实际只产生 100MW 的电能传输至电网

端， 其余 200MW 的电能都被压缩机所消耗了。 如果压缩过程能够在需求电能的不同时

期被 CAES 系统所调整， 那么燃气轮机能够产生的可用的峰值能量就在总数上被提高

了。 因此就不需要额外的发电能力了。 在燃气轮机正常工作时将会驱动在燃气轮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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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工作直接起动发电机， 增加输出能量。 实际上每台燃气轮机轴的能量输出将会是

类似的简单燃气轮机工作效率的近 3 倍。”
然而现在并不存在压缩空气轮机而只存在燃气轮机的原因是 “膨胀空气的压力与

温度不足。 如果压力可以达到具有经济意义的输出强度， 那么放出气体的温度将会远低

于材料以及装置连接点能够容忍的温度。 这将会导致材料的脆化， 密封失效， 还可能存

在由不同胀差所导致的气体泄漏。 尽管我们还是可以设计一个可以由以上原理工作的小

型的涡轮机， 但是这就可能需要昂贵的定制材料和工程设计。”

4. 3. 5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优缺点

CAES 系统能够在非常大的工程尺度上得到应用， 这一点不同于其他需要考虑大工

程尺度的系统。 CAES 系统在设计上就是可以被用于整个发电站的。 除了抽水储能以

外， 没有其他储存方法的储存能量能力高于 CAES 系统。 CAES 系统典型的储存容量在

50 ～ 300MW 之间。 由于 CAES 系统的能量损耗十分小， 也导致了这个系统的储存时间

非常长。 一个 CAES 系统能够被用于储存能量的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快速起动是 CAES 系统的另一个优点。 一座 CAES 发电站能够提供只需要 9min 的紧

急起动和需要 12min 的正常条件起动。 作为对照， 传统的燃气轮机调峰电厂普通工作状

态下的起动一般需要 20 ～ 30min。 如果使用天然地理构造条件 （不同于 CAS 系统），
CAES 系统还具有不需要花费巨大的装置安装费用这一优点。 除此之外， 温室气体的排

放大体上低于一般的气体发电站。
CAES 系统主要的缺点可能是该系统对于地理结构的依赖程度。 在需要建立发电厂

的区域可能确实不存在太多的地下洞穴， 这就在基础上限制了这种储存方式的实用性。
然而对那些适合建造该系统的地区， CAES 提供了一个大容量长时间储存能量的可行的

选择。 总而言之， CAES 系统能够被应用在大工程尺度， 具有快速的起动时间， 并且当

存在可以被改造的地理条件时是一个高性价比的装置系统。 主要缺点就是对于地理结构

的依赖性。

4. 3. 6　 世界各地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个可运行的 CAES 发电站： 美国亚拉巴马州 McIntosh 市亚

拉巴马州电气集团的 110MW 发电站， 该电站建造于 1991 年； 德国的 290MW E. ON 发

电站，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CAES 发电站。
1. McIntosh 发电站
这个发电站吸收了几个源于 Huntorf 发电站的改进措施， 包括可以减少 25% 燃料消

耗的余热回收系统。 该发电站的额定容量为 110MW， 由一个 300m 深、 直径 80m 的圆柱

形盐洞 （体积 532 万 m3） 改造而成； 其工作压力范围为 4. 5 ～ 7. 4MPa。 这座电站能提

供高达 26h 的电能并且拥有 9 ～ 13min 的起动时间。
2. Huntorf 发电站
这座发电站位于德国北部， 作为世界上首个 CAES 发电站在 1978 年建成并运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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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为了使得汽轮机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 该电厂后期扩展增加了一个 30 万 m3 的天

然气洞 （见图 4. 45）。 表 4. 6 中所示为该电厂的设计标准。

图 4. 45　 Huntorf 发电站的示意框图

表 4. 6　 Huntorf 发电站的基本设计指标

输出

涡轮机 290MW （ <3h）
压缩机 60MW （ <12h）

空气流动速率

涡轮机 417kg / s
压缩机　 　 　 　 　 　 　 　 　 　 　 　 　 108kg / s
出入气体质量比例　 　 　 　 　 　 1 / 4
空气洞穴数量　 　 　 　 　 　 　 　 　 　 　 2

洞穴尺寸

顶部　 　 　 　 　 　 　 　 　 　 　 　 　 　 　 　 　 650m
底部　 　 　 　 　 　 　 　 　 　 　 　 　 　 　 　 800m
最大直径　 　 　 　 　 　 　 　 　 　 　 　 　 　 60m
井距　 　 　 　 　 　 　 　 　 　 　 　 　 　 　 　 　 220m

洞穴压力

最小允许值　 　 　 　 　 　 　 　 　 　 　 　 　 　 　 　 　 　 0. 1MPa
最小可运行值 （超常规） 　 　 　 　 　 　 　 　 　 　 　 　 　 2MPa
最小可运行值 （正常） 　 　 　 　 　 　 　 　 　 　 　 　 　 　 4. 3MPa
最大操作允许值　 　 　 　 　 　 　 　 　 　 　 　 　 　 　 　 7MPa
最大压力排放速率　 　 　 　 　 　 　 　 　 　 　 　 　 　 　 　 　 1. 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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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orf 发电厂包括了两个洞穴， 虽然其总体积可以由一个洞穴即可实现。 使用两

个洞穴是由几个原因所导致的。 两个洞穴的优势包括洞穴关闭或维修时的冗余， 以及在

降低洞穴压力到大气压后更容易回填洞穴气压。 洞穴的深度被选择低于 600m， 这是为

了确保气体在几个月的时间储存下的稳定性， 并且为了保证气体最大气压的额定值达

到 10MPa。
这个系统的储存体积较大 （30 万 m3）， 大约相当于 40 座 10 层楼建筑物。 这就是为

什么 CAES 系统只能被用于地下洞穴： 同面积的地上工厂的尺寸与建设费用将会是十分

惊人的。 一台电动空气压缩机和系统需要运行 8h 来完成压缩工作。 然后就可以在 2h 内

以 300MW 的功率放电。 20 年的运行经验使得 Huntorf 发电站能够可靠地完成日常工作

循环， 并且成功起动 7000 余次。 据报道该发电站具有 90%的高可用性， 以及高达 99%
的起动可靠性。

4. 3. 7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中的能量储存

可用可逆等温气体压缩膨胀过程对 CAES 系统中的过程进行描述， 在这个过程中气

体压缩与膨胀产生的热以相同的速率被添加到或传导出系统。 压缩空气必然造成升温，
因此在压缩过程中， 热量必须流向环境， 以使系统温度保持恒定。 但在实践中， 这并不

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因为为了得到适当的压缩机冷却温度需要一个紧凑的内部换热器，
这种内部换热器是以高热传导率和低压降为目的而设计的。

如果没有内部换热器， 等温压缩过程可在小流量的情况下达到， 这在小系统中尤为

明显。 小型压缩机拥有更高的表面积 - 体积比， 所以具有更大的内部热交换。 尽管如

此， 等温压缩仍可用于求解理想气体的理想等温压缩过程的极限状态。 对于理想气体，
等温过程可以用下式表示：

PV = ηRT = 常数 （4. 1）
定义工作状态， A 为系统的起始状态， B 为系统的最终状态：

WA→B = ∫VB
VA

PdV = ∫VB

VA

nRT
V dV = nRT ∫VB

VA

1
V dV = nRT（lnVB - lnVA）

= nRTln
VB

VA
= nRTln

PA

PB
= PVln

PA

PB
（4. 2）

式中， PAVA = PBVB； P 为绝对压强； V 为容器体积； n 为气体分子量 （mol）； R 为理想

气体常数； T 为绝对温度； W 为能量的储存或释放量。
1mol 的标准温度和压力下的气体分子 （0℃， 0. 1MPa） 占据 22. 4L 的体积， 所以在

1m3 中大约存在 η = （1000 / 22. 4） mol = 44. 6mol 的气体。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每立方米

气体分别在 0℃ / 25℃时可以储存 101kJ / 111kJ 的能量。
计算非常规形状体积的容器的能量密度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定义一个在等温过程下

的无阻力活塞的简化能量体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Evolume = 1
V0

ηRT∫
V

V0

dV
V = 1

V0
P0V0 ln

V0

V = P0 ln
V0

V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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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0为系统压强； V0和 V 分别为系统初始和最终状态的体积。
假定初始体积为 1m3， 压强为 2 × 105Pa， 如果气体在恒定温度下被压缩到 0. 4m3，

此过程能够储存的能量总量为 1. 8 × 105 J。 这个能量密度将会远大于电磁场中的能量密

度。 因为使用了额外的燃料， 所以 CAES 中的电能储存效率不能与其他的能量储存方式

相比。 通过减去由燃料所产生的能量总数， 就可以计算出 CAES 发电站的净效率， 计算

公式如下：

储存效率 = {P - F × η}
E （4. 4）

式中， E 为所消耗的总能量； P 为所产生的总能量； F 为燃料的总能量； η 为一般的燃

料发电效率 （34% ）。
在实验中， 等温过程可以被用于去计算能量密度， 而等压过程却不行。 在这个过程

中， 假定容器体积保持常数不变， 而气体压强发生改变。 该假设是可行的， 并且可以应

用于实践活动中。 目前， 一项针对 CAES 发电站的项目正在韩国进行。 科学家正在尝试

研究等压过程并且正在寻找可以改善人工能量储存的方法并期待获得成功。

例题 4. 1
现有一个 110MW 级的 CAES 发电站， 压缩空气被储存在地下洞穴。 装置遵循绝热

过程， 如果洞穴在一个大气压下的温度为 20℃， 试计算如果我们增加到 100 个大气压

时洞内的温升为多少 （洞内体积恒定）。
解：
对于绝热过程， 气体的压力和温度直接满足以下关系式：

T2 = T1
P2

P1

〓

〓
〓

〓

〓
〓

（n - 1）
n

对于理想气体， n = 1。 空气不是理想气体， 空气的 n = 1. 4， 在绝对温标下， T1 =
20K + 273K = 293K。

T2 = 293 100
1

〓
〓
〓

〓
〓
〓

（1. 4 - 1）
1

= 293 × 1000. 286 = 293 × 3. 73

可得 T2 = 1093K， 所以温升为 720℃。

　 　 例题 4. 2
一座 50MW 的 CAES 发电站有能力持续提供 36h 的能量， 一个盐岩洞穴满足理想

气体定律， 洞穴的温度为 800℃， 在气体受压前洞内气体压强为 700kg / ㎡。 在非峰期

时， 气体被压缩的压强达到 3100kg / m2， 洞穴体积为 350m3。 该系统通过燃气轮机连接

到电网， 燃油系统的常规效率为 42% 。 燃料燃烧产生的能量约 14. 4 × 106MJ， 试计算：
a） 洞穴储存的能量密度。
b） 该 CAES 发电站的能量储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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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350m3 = 350 × 106cm3

　 　 T = 800°C = 800K + 273K = 1073K
能量体密度计算如下：

E = VTln
P1

P0
= [350 × 106 × 1073 × ln（3100 / 700）]J≈0. 558 × 1012J

整个发电站所产生的总能量为

P = （50 × 103kW）（36h） = 1. 8 × 106kWh
1kWh = 3. 6 × 106J

可得

P = [（1. 8 × 106）（3. 6 × 106）]J = 6. 48 × 1012J
储存效率 = （P - F × η） / E
= （6. 48 × 1012 - 14. 4 × 1012 × 0. 42） / （0. 558 × 1012）
= 0. 7741 = 77. 41%

4. 3. 8　 未来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和其建造计划

现在存在一些其他的 CAES 发电站建设和计划项目， 例如意大利正在建造的基于含

水层储存的小型 25MWe CAES 研究工厂。 以色列利用硬岩含水层建造一座 300MW 的

CAES 工厂的调研工作已经完成。 寻找 CAES 系统建造可能性的类似工程已经在世界各

地开始了。
现在正在建设的另一座发电站是由美国诺顿能源存储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发起的。 这

个发电站具有一个深度达到 700m、 体积为 10000000m3 的石灰岩矿洞， 研究者尝试设计

在这个矿洞之中可以使得气体在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之前被加压达到 10MPa。 第一期计划

耗费 5000 万到 4. 8 亿美元建造一个储存量达到 200 ～ 480MW 的系统。 然后再经过四个

阶段的计划发展可能使得该设施储存容量达到 2500MW。

4. 4　 飞轮储能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关于需要发展新型能源的讨论。 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 并且

那些提供我们生产能源的自然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 我们有必要寻找一些不同于传

统方法获取能源的手段。 然而， 因为大多数新能源并不是在所有时刻都是可以被获得

的， 所以发展一种可以在新能源被生产的时刻储存这些能量的方法至关重要。 飞轮储能

就是这些储能方法之一。 这种方法可能不是最广为人知的储能方法， 但是该方法的确拥

有很好的储能能力， 并且如果我们可以克服某些经济问题， 飞轮储能就可能会成为可靠

性非常高的储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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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工作原理

传统的飞轮是附在传动轴上的一个沉重的金属齿轮， 飞轮的大部分重量都集中在其

圆周上， 飞轮的巨大的惯性抵抗速度变化， 其旋转帮助转轴稳定， 这就使其成为了一个

能量源， 就好像活塞发动机会在轴上产生不均匀的扭矩或加以不连续的负载， 詹姆斯·
瓦特在蒸汽机上所做的一个重大改进是加入飞轮使负载平稳。

飞轮的定义是一个绕轴旋转的物体。 飞轮既是一件古老的器具又是一项尖端技术。
它能稳定波特轮的转动频率， 也可以稳定陀螺仪的平衡方向。 在经销商的定义中， 飞轮

在磁悬浮作用下旋转， 在真空中是一个实际的无损转换和存储电能的系统。 该系统十分

可靠， 无需担心静电效应与污染； 它是一种可持续的能源转换选项。 基本上， 飞轮是一

个简单的机电电池 （electromechanical battery， EMB）。

4. 4. 2　 飞轮的基本组成部分

让我们从观察飞轮的构造开始。 正在使用的飞轮类型有很多， 其他正在评估的飞轮

类型更多。 虽然有些飞轮的组成结构显然不具有发展潜力， 但是还是很难预测哪种形状

和材料的组合最终将会占主导地位。
评估飞轮系统的一个有用的参数是转子的能量密度及其形状因子 K。 另一个参数是

速度因子， 该参数可以用来描述飞轮达到转子能量密度设计要求的能力。 速度因子是一

个关于飞轮角速度的函数。 在飞轮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材料的选择。 这种选择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要求和各种约束条件。 如果飞轮的边缘速度没有限制， 那么最主

要的特征就是材料的强度系数。
1. 转子
飞轮的能量密度与材料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与材料密度的比值成正比。 从这个角度来

说， 现代高强度复合材料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为了设计并建造一个飞轮储能系统， 可以

利用如高强度纤维复合材料， 特别是石墨等材料学的最新成果。 石墨纤维的强度在过去

的 20 年内增加了 5 倍， 现在可以用来制造从网球拍到帆船桅杆的很多产品。 这些纤维

在飞轮储能中起着核心作用。 图 4. 46 为使用不同材料制作的飞轮可以储存的能量密度。
这是因为运动定律决定了一个旋转物体可以储存多少动能。 一个旋转物体的上限速

度由其材料的拉伸强度所决定。 另一方面， 在一个给定的旋转速度的条件下， 飞轮可以

储存的动能总量由其质量决定。 这种方法最初导致了在选择飞轮转子储能材料的一种直

观概念， 即选择高密度的材料， 也就是金属。
金属飞轮的确比低密度材料制成的同等大小飞轮， 在以同样的速度旋转时， 可以储

存更多的能量。 但是， 低密度飞轮可以被加速到更快的速度直到达到与金属相同的内部

拉伸力， 在这种状态下这种飞轮可以以更低的质量储存相同的动能。 例如， 质量较轻的

石墨纤维每单位质量的动能储存效率是钢的 10 倍以上。
现代纤维是否是制作飞轮的最佳选择取决于设计者是否想要将单位质量中可储存的

能量最大化 （如在车辆中的应用）， 或者是由于经济原因， 设计者要求单位成本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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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6　 不同材料飞轮的能量储存

到最大的能量储存量 （作为一种固定的应用， 例如电力负载调节）。 汽车应用可以选择

石墨纤维作为材料， 尽管这种材料比作为固定应用的经济性最高的纤维贵 10 倍以上。
美国物理学家 Post 对复合纤维的推广导致世界范围的设计团队重新思考整个飞轮

设计的概念， 在此之前飞轮一般都是由金属材料制成的。 由于钢铁是一种各向同性的金

属， 它对于断裂的抵抗力在各个方向上都是相同的。 复合材料一般是各向异性材料， 在

纤维方向上的强度可比其他方向上的强度高 100 倍以上。
实验室中的飞轮设计使用圆柱形的基本结构， 纤维方向垂直于圆柱轴。 这样飞轮在

离心力方向上可以达到最大强度。 使用最强的复合纤维转子可以达到的最快叶尖速度为

1400 ～ 2000m / s。
2. 外壳 （真空室）
我们现在对于飞轮的基本组成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 某些类型的飞轮外罩需要

用于保持真空环境， 并提供人与飞轮间的接触保护， 或者在某些破损的情况防止操作人

员被碎片伤害。 一个防止与飞轮直接接触的安全保护措施足够在应力较低的情况下消除

任何故障危险。 由于能量密度与最大应力成正比， 总的安全性要求通常会导致能量密度

非常低。 极高的应力等级造成了一定的故障可能性， 所以制造一个安全壳结构是必

要的。
这种做法在其他使用转动组件的领域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飞机发动机）。 这些部件

被密封在舱室内， 防止任何从故障中脱落的碎片丢失。 在真空环境中操作飞轮经常伴随

着中等或较高的能量密度， 真空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 ①减少由于气

动阻力导致的能量损失； ②避免转子过热。 图 4. 47 是一个飞轮储能系统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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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7　 飞轮储能系统的横截面

3. 轴承
飞轮组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悬挂系统。 被用于飞轮系统的轴承经常载有很高

的负载， 这些负载由转子的重量产生的静态负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由传输单元和

动态负载导致的附加力组成。 由于经常会出现高负载和快转速组合， 悬挂系统的设计常

常是非常困难的。 除此之外，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另一个因素是需要最小化轴承阻力转

矩。 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滚动轴承， 但也有使用静压和流体动压轴承。 磁轴承已经在一

些特定的应用中使用， 也许将在未来为了提高系统性能而被广泛应用。 但是， 飞轮悬挂

系统的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使用的传输系统类型。
4. 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必须可以传输连续变化功率并且需要在较大的负载条件变化区间内有效地

工作。 传输系统的主要类型可分为机械型、 电子型和液压型。 其中电子传输系统是使用

最为广泛的传输系统， 该系统使用可以放置在真空中的电动机和发电机。 电子传输系统

中存在的唯一问题是需要某些液体。
电动机， 可以是无刷同步或感应型， 并且从电源通过逆变器和整流器供电。 当飞轮

充电时， 逆变器给电动机提供可变频率输入。 在放电过程中， 飞轮作为原动机和电动机

组成发电机， 其输出被校正， 并被反馈到一个固定频率逆变器。 可以使用被斩波器控制

的直流电机来代替由逆变器供电的交流电机。 这种方案的缺点是更大的规模和成本， 效

率较低， 具有速度限制，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由于电刷的存在， 所以无法将飞轮电动机 /
发电机直接放置在真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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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飞轮的运行

在运行中由电源供电的电动机驱动飞轮运行。 当切断电源时， 飞轮驱动的电动机瞬

间转变为发电机， 飞轮单元作为可变电压电源为其负载提供电能。 下面为飞轮的三种运

行模式。
1. 飞轮充电模式
1） 交流电源供电给飞轮电子模块 （flywheel electronics module， FEM）。
2） 电动机带动飞轮高速旋转。
3） 飞轮电子模块使飞轮在数小时内达到全速。
2. 飞轮浮动模式
在最小的交流电源驱动下保持最快转速与能量。
3. 飞轮放电模式
1） 电动机交流电源被切断。
2） 飞轮为电动机提供机械动力， 成为发电机。
3） 飞轮电子模块为用户负载提供电源。
4） 速度衰减。

4. 4. 4　 能量储存

飞轮储能公式为

E = KMV2 （4. 5）
式中， E 为飞轮储能 （J）； K 为飞轮形状因子常数； M 为飞轮的质量 （kg）； V 为飞轮

的转速 （m / s）。
牛顿动能公式为

K = 0. 5Iω2 （4. 6）
式中， ω 为系统的角速度； I 为系统的转动惯量。

在飞轮中， 我们只对特定的三种转动惯量感兴趣㊀：
1） 实心圆柱体转动惯量为

Iz =
1
2 mr2 （4. 7）

2） 薄壁圆柱体转动惯量为

Iz = mr2 （4. 8）
3） 厚壁圆柱体转动惯量为

Iz =
1
2 m （ r22 - r21） （4. 9）

　 　 因此， 如果飞轮的质量加倍， 那么转动动能也会加倍。 如果飞轮的转速加倍， 那么

㊀　 以下讨论中都假定物体转动惯量是对其中心轴的转动惯量， 并假定其中心轴为 z 轴。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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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转动动能就会增加 4 倍。 在飞轮上储能与质量的比例系数就是能量密度。 飞轮通常

是由能量密度分类。 虽然对低、 中、 高的含义没有普遍的一致性， 但可以使用以下

定义：
1） 低能量密度型： 能量密度低于 10Wh / kg （36kJ / kg）；
2） 中能量密度型： 能量密度处于 10 ～ 25Wh / kg （36 ～ 90kJ / kg）；
3） 高能量密度型： 能量密度高于 25Wh / kg （90kJ / kg）。
然而， 实验室的机电电池 （EMB）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至少是不断变化

的能量储存设施的一个重要部分。 将各种设备的峰值能量与比能量进行比较， 电池和飞

轮具有基本相同的比能量区间， 但飞轮具有比电池更高的比功率。

　 　 例题 4. 3
给定一个质量为 5kg 的转子， 其直径为 0. 5m， 并且转速可以达到 10000r / min， 试

求该飞轮可储存的能量总量是多少？
解：

m = 5kg
d = 0. 5m

可得

v1 = πd 10000r / min
60s（ ） = π（0. 5m） 10000r / min

60s（ ） = 261. 799m / s

可计算能量为

E1 = 1
2 mv2 = 1

2 （5kg） （261. 799m / s） 2

E1 = 171346. 791kg·m2 / s2

E1 ≈171kW

图 4. 48　 Beacon Power 公司的圆柱形飞轮洞穴

4. 4. 5　 安装

下面的安装案例是从 Beacon Power 公
司中获得的。 Beacon Power 公司的飞轮储

能系统 （FESS） 安装在地下 18ft 的位置，
而其飞轮电子模块 （FEM） 安装在地面

以上。 安装过程按顺序进行， 以便系统

安装。 如图 4. 48 所示， 用挖土机或者钻

头在合适的土壤中挖一个与地面夹角为

72°并且适当宽度的地下洞穴。 选择 72°
的挖掘角度是出于安全原因。 飞轮的示

意图如图 4.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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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9　 Beacon Power 公司的飞轮示意图

4. 4. 6　 飞轮储能系统的优缺点

1. 优点
下面给出了飞轮储能的一些优点：
1） 能量密度大： 这是最明显的优势。 飞轮可以被加速到很快的速度， 并且提供很

高的能量。 飞轮的这一特点可以利用在那些需要短时间大功率脉冲的机械上。 已经被验

证的应用之一就是快速充电电池技术。
2） 无污染： 飞轮储能系统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没有任何以下形式的污染： 化学污

染、 热污染或声污染。 飞轮唯一能造成污染的是在其施工期间，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塑

料的应用将会造成污染。
3） 效率高： 即使能量损失随储存能量时间的加长而增加， 飞轮仍然具有非常高的

效率。 对于短时间的储存， 飞轮的效率可以接近 100% ， 但是在中长期储存中会出现衰

减。 先进的使用磁悬浮轴承的真空飞轮能长时间地维持较高的效率。 但是， 这样的系统

还没有发展到实用阶段。
4） 较长的寿命： 20 年的使用寿命， 预测充 / 放电周期可以达到上千次。
5） 气候 / 天气： 飞轮不受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
此外， 飞轮对维护的需求较少， 并可以安装在地下以减少对景观的破坏和增加可用

空间。
2. 缺点
下面给出了飞轮储能的一些缺点：
1） 安全性： 飞轮的缺点之一是安全性。 很难建造可对飞轮爆炸时产生的碎片进行

限制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自身质量和尺寸都远远大于飞轮本身。
2） 噪声： 虽然噪声被认为是飞轮的缺点之一， 但是克服飞轮本身的噪声非常简

单。 大多数噪声是由传输产生的。 如果设计得当， 飞轮通常都非常安静， 特别是在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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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环境下。
3） 快速运行导致的磨损、 振动和疲劳： 这与动能储能的普遍规律直接相关， 在动

能储能中至少需要一个快速移动的部件， 这直接导致了磨损、 振动和疲劳等相关问题的

存在。

4. 4. 7　 与其他储能系统的对比

与铅酸电池的对比如表 4. 7 与表 4. 8 所示。 通过表 4. 8， 可以看到飞轮储能对于持

续时间短、 大功率、 循环次数较多的应用更为有利， 而电池则更适用于持续时间长、 循

环次数较少的应用。 总之， 飞轮与电池是一对互补的应用。
表 4. 7　 飞轮与铅酸电池的对比

机电电池 铅酸电池

比功率 5 ～ 10kW / kg 0. 1 ～ 0. 5kW

能量利用率 90% ～95% 60% ～70%

比能量 100Wh / kg 30 ～ 35Wh / kg

使用寿命 大于 10 年 3 ～ 5 年

自放电时间 几周到几个月 与许多因素 （如温度、 使用率等） 相关

危险化学品 无 铅， 硫酸

表 4. 8　 飞轮与电池的对比

　 飞轮 　 电池

　 • 适用于大功率应用 　 • 适用于低功耗应用

　 • 快速充电， 数万次的充 / 放电周期 　 • 慢速充电， 充放电循环 100s

　 • 低 / 中能量 （1 ～ 25kWh 量级） 　 • 高 / 低能量 （1kWh ～ 1MWh 量级）

　 • 精确的远程监控和可预见的操作 　 • 监测精度不高， 操作的确定性较低

　 • 无维护需求或低维护需求 　 • 需要维护

　 • 可以埋在地底———环境友好型设备 　 • 铅酸电池需要废物处理

　 • 温度敏感性不高 　 • 温度运行范围较窄

　 • 新兴技术———有经济性潜力 　 • 成熟技术———极低成本

4. 4. 8　 实际应用

飞轮在现在和未来都是一种优秀的电源辅助替代品。 飞轮本身不是新兴技术， 但最

近在复合材料、 电力电子技术、 真空技术、 互联网通信、 高效磁轴承上的技术进步已产

生了新一代的飞轮。 这些新兴技术在最适合的时间诞生以支持那些需要分布式电源需求

的应用。
飞轮储能比压缩空气储能和热储能在某些应用方面的效率更高。 然而， 在大规模储

能上来讲， 是经济可行性而不是飞轮技术可行性决定其是否会被选择为下一代的主流储

能技术。 至少在某些应用领域， 只有当飞轮储能表现出相当的经济优势时， 它才会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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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规模储能上。 这种优势必须考虑到系统本身的成本以及运营成本。 目前这些还没

有得到实现， 而且大多数研究还是在对于飞轮的经济可行性进行讨论。
飞轮储能系统主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 低能应用： 飞轮储能少量的能量来平衡其他机械的运动都可以认为是低能应

用。 目前几乎所有的工业应用中的飞轮都属于这一类， 它们主要被应用于机械压力机或

摩擦焊接机中。
2） 紧急装置： 这种情况存在几种不同种类的应用， 从简单的确保在断电的情况下

安全的减速的冷却轴， 到在断电情况下为重要设备供电的辅助电源。
3） 负载功率调节： 在远离发电站或输电线路处为功率需求变化极大的负载供电

时， 可使用飞轮作为功率调节器件。 在这种情况下， 飞轮储能系统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经

济性。
4） 大规模储能装置： 最后， 大型飞轮可作为储存大量能量的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

仍需要进行大量研究， 以确定它们是否在经济上可行。
飞轮储能比压缩空气储能和热储能在某些应用领域更加高效。 然而， 目前在大规模

储能上， 只有当其他的储能方法不适用时才会考虑选择使用飞轮储能。
只有当飞轮储能表现出较大的经济优势时才会被使用在大规模储能上。 这种优势必

须考虑到系统本身的成本以及运营成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目标还没有得到实现，
而且大多数研究还是在对于飞轮的经济可行性进行讨论。 只有当飞轮的经济性问题得到

解决， 飞轮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4. 5　 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厂通过水的下落产生电能。 涡轮机把水的动能转换成机械能， 然后发电机

再将机械能变成电能。

4. 5. 1　 简介

不同于矿物燃料 （如煤、 石油、 天然气、 铀） 的消耗， 可再生能源的最终来源是

太阳， 其辐射至地球的能量远大于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量。 尽管存在巨大的潜在可再

生能源开发量， 但如何经济地对其加以利用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具有良好的前景， 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一大优点

是其供应不受燃料供应和价格变化的影响， 经济风险较低。 在地理上， 可再生能源的分

布较为均衡。 某些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可以建在负载附近， 以降低传输损耗。 此外， 美

国联邦电力系统的调控大大激励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部署。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的日益恶化， 尤其是受到化石燃料燃烧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注

定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但这些新能源发电的初期投资较大， 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某些形式的新能源， 包括水力、 风能、 光伏、 潮汐和海洋能， 只能用于发电， 其经济利

用价值高于产热。 此外， 对于生物质能、 地热能和太阳能等既能发电又能供热的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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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目前也在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开发。
1997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美国电力生产的 13% （见表 4. 9）， 全世界可再生能源占

当年发电总量的 21. 6% 。 早在 2000 年前， 希腊人就开始用水驱动磨盘来将小麦磨成面

粉。 在 18 世纪， 水力机械被广泛用于研磨和抽水。 在蒸汽机发明之前， 印度利用瀑布

冲击水轮车来作业。 这意味着工厂必须建在河流附近， 通过筑坝将水流拦阻在上游， 并

在释放水流的过程中使其流经水力机械做功。
随着工业的发展， 水力发电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人们开始转向蒸汽机寻求所需的动

力。 尽管如此， 直到 1990 年， 水力发电仍占全美发电的 10. 7% ， 占世界全部发电量的

19% 。 尼亚加拉水力发电站是美国第一家水力发电站。 美国早期的水力发电站还包括

19 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 DC 水力发电站， 为当地电弧灯和白炽灯照明提供电力。 电动机

的发明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电力的需求。 水力发电站标准化设计逐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得到完善。
由于在干旱的西部地区对水资源的管理， 农垦局在水力发电生产的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其建设的大坝具有重大的发电潜力。 作为水资源开发的副产品， 水力发电长期

以来一直是农垦局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早期的工业开发中， 新建项目通常缺乏

很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包括电力供应， 所以水力发电能作为潜在的发电动力源得到了

大量应用。
表 4. 9　 1997 年可再生能源生产

可再生能源 潜在发电容量 / GW 潜在发电量 / 10 亿 kWh 占 2012 年用电量的百分比 （% ）

风能

陆基 10955 32784 809
海上 4223 16976 419
合计 15178 49760 1227

太阳能

光伏 154856 283664 6997
聚光太阳能 38066 116146 2865

合计 192922 399810 9862
生物质能

合计 62 488 12
地热能

水热 38 308 8
增强型地热系统 3976 31345 773

合计 4014 31653 781
水力能

已有常规 78 277 7
新建常规 60 259 6

合计 138 536 13
总计 212314 482247 11896

　 　 来源： “美国可再生能源技术潜力”，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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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2　 水力发电主要组成部分和工作原理

图 4. 50 显示了水力发电的工作原理。 大部分常规水力发电站主要包括以下组成

部分：

图 4. 50　 水力发电的工作原理

1） 大坝： 大多数水力发电厂会建造一座水坝来拦水， 形成水库。
2） 进水口： 水通过进水口进入压力管道， 压力管道通向水轮机， 水通过管道形成

压力。
3） 蓄水池： 存储水的容器， 水流过水轮机带动水轮机的叶片旋转。
4） 水轮机： 类似风车， 把水的动能转换成机械能。
5） 发电机： 与水轮机相连， 主要功能是将机械能换成电能。 水电厂的发电机类似

于常规电厂的发电机。
6） 输电线路： 高压输电线路从水力发电站向居民和商业用户输送电力。
水力发电厂的发电量取决于两个因素： ①水的落差； ②水流量。 水的落差越大， 产

生的能量越多。 一般来说， 水的落差取决于大坝的大小。 坝越高， 水的落差越大， 产生

的功率就越多。 可用水的数量取决于河流水的流量。 输出功率与流入水轮机水的质量成

正比。 因此， 流量较大的河流有更多的水， 可以生产更多的能量。 一般来说， 水力发电

站的输出功率 P（W） 可由下式表示：
P = gQH〓 （4. 10）

式中， g 为重力常数 （9. 8 m / s2）； Q 为流量 （L / s）； H 为水头 （m）； 〓 为水轮机 - 发

电机组的效率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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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4. 4
某水力发电站通过压力管道的水流量为 500m3 / s， 有效水头为 100m， 水轮机 - 发

电机组的效率为 75% ， 问该电站输出功率为多少？
P = gQH〓 = （9. 8 × 100 × 500 × 0. 75） W = 367. 50kW

4. 5. 3　 水轮机类型

任何一座水力发电厂的核心是水轮机 - 发电机组 （见图 4. 51）， 由特定类型的发电

机和水轮机组成。 水轮机的类型主要由水头 （水流的垂直下降高度） 和流量 （L / s） 决

图 4. 51　 水轮机 -发电机组的剖面图

定。 主要的水轮机类型有 （按照其发明者

的名字命名）： 佩尔顿水轮机、 弗朗西斯

水轮机和卡普兰水轮机。
佩尔顿水轮机形似水车， 周边有许多

类似小水桶的叶片， 通过定向喷嘴接收来

自各个方向的水流驱动水轮旋转。 这种类

型的水轮机适用于水量较少水头较大的水

力发电厂。 弗朗西斯水轮机外形也类似水

车， 但是安装有轮毂状叶片， 安装在双层

轮辋之间， 通过导流槽将来自各个方向的

水流引导至叶片驱动水轮旋转。 这种类型

的水轮机适用于中等落差的水力发电厂。
卡普兰水轮机类似船只的驱动螺旋桨， 浸

没在水中， 通过水流过其具有一定倾角的

叶片而驱动水轮旋转。 这种类型的水轮机

适用于落差较低的水力发电厂， 通过调整

螺旋桨的桨距可以适应各种情况的水流。 图 4. 52 为三种类型水轮机。

图 4. 52　 三种类型水轮机： a） 佩尔顿水轮机； b） 弗朗西斯水轮机； c） 卡普兰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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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4　 抽水储能系统的原理

抽水储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水力发电。 在晚上， 利用多余的电能， 把水从低处抽到高

处。 用电高峰时， 将高处水放下用以发电。 虽然抽水储能电站不能产生电能 （抽水用

电， 放水产电）， 但是很有价值。 该技术的价值在于能将用电低谷期的电能储存至用电

高峰期。 对于一些不能直接并入电网的间歇性发电源， 如太阳能或风能， 其经济价值

更大。
由于电能的特殊性质， 在产生的瞬间就得消耗掉， 所以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 就需

要一些储能技术来储存未能使用的电能。 与常规水力发电设施一样， 抽水储能电站利用

储存在水坝后面的水的能量来发电。 但是， 当某处的电力生产有盈余时， 抽水储能电站

可将水从低处的水库通过水轮机 （此时作为水泵使用） 泵至高处的水库。 当电力需求

图 4. 53　 澳大利亚大雪山的抽

水储能电站

增加时， 将高处水库的水释放可为负载提供额外的电

力供应。 图 4. 53 所示为位于澳大利亚大雪山的抽水

储能电站， 其由两个水库和八台抽水泵房组成。
这种抽水储能电站已被证明与核电站配合运行非

常有用。 核电站产生的电力不仅需要立即消耗， 而且

在核电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热量。 一旦核电站开始

工作， 它就必须连续满负载工作以释放核反应放出的

能量。 但是， 用户的电力需求有一定的周期性， 核电

站一天 24h 满负载运转不可能与其进行匹配， 需要一

定形式的能量储存。 在这种情况下， 抽水储能可以和

核电站完美的配合。
在核电站， 原子发生裂变放出巨大的热量。 利用这些热量可将水变为水蒸气， 带动

蒸汽轮机旋转， 其工作原理与火电厂类似。 核电站产生的大量热能需要大量的水来对反

应堆进行冷却。 为此， 核电站通常需要建在水源附近， 这为抽水储能电站的建设提供了

便利。
一个抽水储能的最大优势之一是， 水力发电是 100%的可再生能源形式。 所有的水

都将最终返回到环境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抽水储能电站的能量利用率为 100% ， 实际上

它的能量利用率只有 40% ～ 70% ， 平均下来也只有 50% 。 这意味着， 经过抽水储能电

站会损失电能。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座 100MW 的发电站， 经过抽水储能电站之后只有

50MW 可被利用。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个低效率的系统呢？
首先， 储能只是其作用之一。 一座合理规划的抽水储能电站还可以用于当地农业灌

溉、 防洪， 甚至为居民提供娱乐场所。 抽水储能电站很少只用来蓄能。 抽水储能电站的

其他优势还包括： 可以进行远程操作和监控， 人力成本较低， 维护比较容易。
总之， 抽水储能是一种清洁、 安全、 可靠、 可再生的存储技术， 对环境没有太大的

危害。 但是， 抽水储能电站也有一定的缺点， 包括会产生泥沙堆积和会对鱼类产卵活动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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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超级电容器

电容器是一种装置， 它可将能量储存在一对导体之间， 两个导体上存在着相反的电荷。
超级电容器的效率很高， 可以快速输入输出电荷， 也被称为双层电容器、 电化学电容器或赝

电容器， 是一种新型的电化学储能系统。 在超级电容器中， 能量以电场的形式存储。

4. 6. 1　 超级电容器的结构、 特点和运行

传统电容器的两个电极被介质隔开， 能量以静电的形式储存在两个电极之间。 而超

级电容器则不同， 其电极和电解液之间的边界形成一个几个埃㊀厚度的电荷层。 此外，
电极由表面积极高的材料 （如碳） 构成。 厚度极小的电荷层， 以及表面积极大的电极，
都导致其能量密度远大于常规电容器。

图 4. 54　 超级电容器中的离子流

不同类型的超级电容器的双电介质层不同，
在电介质层内电荷通过表面转移会发生法拉第反

应， 导致电流的产生。 大部分超级电容器的电极

采用碳纤维材料， 其对电解液中的离子会产生很

强的吸引作用。 加之离子可以相互吸引， 所以不

同类型的离子在电解液中会产生充分扩散 （见图

4. 54）。 对超级电容器的进一步研究中， 开发了

更加高效的碳电极， 使超级电容器中的电荷和能

量储存进一步得到优化， 为其在如电动汽车等需

要长期能量储存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爱沙尼亚的 Skeleton 技术公司已研制出了用

纳米结构作为电极的超级电容器。 这种电极利用

碳作为材料， 可针对电解质材料对纳米碳材料的

孔径进行调整， 提高电荷交换效率和总储能。 除

了电极材料的进步， 电极表面的双电介质层意味这两个电极处分别有一个电容器， 这导

图 4. 55　 超级电容器中的串联电容

致超级电容器实际上是由两个电容器串

联组成的。 由于这种双电介质层结构，
可以通过调节每个电极孔径的大小来对

电容进行调节。 超级电容器的总电容可

由下式进行计算：
CT = C1 + C2 （4. 11）

更形象的双电介质层结构如图 4. 55
所示。

㊀　 1 埃 （Å） = 10 -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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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电容器中储存的能量可计算为

E = 0. 5CTV
2 （4. 12）

式中， V 为电容 C1 和 C2 两端的电压。

　 　 例题 4. 5
某超级电容器的 C1 = 50F， C2 = 50F。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V = 100V， 计算电容器内

储存的能量 E。
C total = C1 + C2 = 100F

E = 50 × 105J
若 E = 100J，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V 为

V = （2E / C） 1 / 2 = （2 × 100J / 100F） 1 / 2 = 1. 414V
　 　 除了双电介质层电容， 这种双电介质层结构也可在赝电容中观察到。 超级电容器是

一种能够吸收、 释放电荷的器件 ， 其放电速度非常快 （见图 4. 56）。 超级电容器由电

极、 隔膜和电解质构成。 电极采用双层多孔活性炭， 以增加电极的表面积， 从而提高电

容。 电容器存储能量的能力与电介质的厚度成反比， 因此超级电容器的电介质层非常轻

薄， 缠绕得非常紧密。 这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储存能力。

图 4. 56　 电荷吸收的物理过程

当在电极上施加电压时， 电流使电解液

中产生离子。 离子附着在电极表面 （见图

4. 56）。 此时， 离子不在电极间迁移。 当超级

电容器的电极连接负载时， 超级电容器快速放

电， 附着在电极表面的离子被释放回电解液。
超级电容器的充电与放电是完全可逆的， 所

以， 电极和电解质可长期保持其结构和组成，
其充放电周期可达 10 万次以上。 超级电容器

的上电压与其充电程度线性相关。

1. 电极材料
由于双电介质层的形成是一个表面过程， 超

级电容器电极必须具有很高的表面积。 有三种电极材料适合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 高表面

积的活性炭、 导电聚合物、 金属氧化物。
（1） 碳电极

大多数已经投入商业应用的超级电容器采用碳电极。 其优点在于成本较低， 来源广泛，
商业上的接收性较高。 碳电极可以被做成各种形式， 如泡沫、 纤维、 纳米管等。 此外， 氧化

还原反应可以在碳电极上发生。 对碳电极的处理可以进一步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性能。
（2） 导电聚合物电极

在导电聚合物做成的电极上， 充放电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实现。 其高电容量是通过在

薄膜上的充电过程实现的。 虽然研究报道表明， 导电聚合物电极具有高功率和高能量密

度的特性， 但是其在使用过程中的膨胀和收缩效应较大， 限制了其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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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属氧化物电极

金属氧化物电极的电阻比较低， 电容大， 但成本比较高， 在军事应用领域研究较为

广泛。 如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就曾利用金属氧化物电极研制过能量密度达 8. 5Wh / kg、
功率密度达 6kW / kg 的超级电容器。 金属氧化物电极需要配合液态电解质使用， 这限制

了电池电压的提高。 因此， 由于低电阻带来的功率密度的提高通常会被低工作电压

抵消。
2. 电解质材料
电解质可以是水溶液， 也可以为有机溶液。 电解质的分解电压限制了超级电容器两

端可加的最大电压。
（1） 水溶液电解质

碱溶液 （KOH） 或酸溶液 （H2SO4） 都可以用来作为碳或金属氧化物电极超级电容

器的电解液。 虽然水溶液电解质成本较低， 易提纯， 电阻较低， 但是通常会把电容器电

压限制在 1V， 从而限制了电容器的功率密度。
与有机溶液相比， 水溶液电介质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 即可在电极表面允许多个水

化功能团的氧化还原反应。 利用这一现象， 可使电容器的容量较有机溶液电解质加倍。
（2） 有机溶液电解质

目前， 绝大多数电化学双电介质层电容器都使用有机溶液电解质。 虽然有机溶液电

解质的内阻较高， 但是允许 2V 甚至更高的电容器电压。 较高内阻带来的功率密度的下

降可被较高的电容器电压所抵消。 据报道， 目前大尺寸的有机溶液电解质电容器有

90%采用乙腈作为电解质。 乙腈具有很好的导电性， 在 - 30℃时仍能保持其性能的稳定

性。 乙腈的缺点是它具有毒性。
3. 隔膜
隔膜具有双重功能： 防止电极间的电接触， 同时保证离子流的电荷迁移。 有机溶液

电解质可以用纸或聚合物作为隔膜， 水溶液电解质可以用陶瓷或玻璃纤维作为隔膜。

4. 6. 2　 超级电容器的优缺点

超级电容器应用非常广泛， 包括电动汽车、 电池快速充电和不间断电源等。 超级电

容器的优点和缺点由其结构和特性决定。
1. 优点
1） 功率密度高： 能快速地充放电， 适用于汽车加速和再生制动， 不间断电源充电

等。 由于其快速充放电的特性， 可应用于快速充电电池中。
2） 低电阻： 在电容器中没有大量热损失的情况下提供大电流。
3） 高效率： 90%以上。
4） 响应时间快： 对不间断电源充电和平滑尖峰电流有利。
5） 无需维护。
6） 寿命长： 超过 10 万次充放电周期。
7） 鲁棒性较好的固态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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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点
1） 电容利用不充分： 超级电容器可承受 100% 放电深度 （ depth of discharge，

DOD）， 但由于电压随放电线性下降， 只有有限的一部分能量能在电压到达负载电路的

截止电压之前被利用。
2） 能量密度 （Wh / kg） 低： 单个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储存量相比于一辆电动汽车的

电能需求量是很小的。 因此， 它们必须与其他能量储存或输送装置 （如蓄电池和燃料

电池） 结合使用。
3） 电池电压低： 由于每个电池的电压较低， 因此需要串联在一起才能满足电动汽

车的电压需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成本。
4） 自放电率高： 每月 50%以上。
5） 需要电压校正电路补偿在放电过程中的电压下降。
6） 对温度较为敏感。

4. 6. 3　 超级电容器和其他储能技术的差异

蓄电池的结构与超级电容器类似， 区别在于蓄电池中的离子在阳极和阴极之间迁

移。 由于离子迁移的速度有限， 蓄电池充放电的速度也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 蓄电池比

超级电容器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 蓄电池中电极和电解质的组成与结构随充电状态的变

化而变化， 且在循环结束时不会完全恢复到初始状态。 因此， 蓄电池的寿命是有限的，
而超级电容器可以充放电 100000 次以上。

与超级电容器类似， 飞轮储能的功率密度较高， 而能量密度低。 因此， 飞轮适用于

快速充电和放电。 飞轮依靠高速旋转的转轮储存能量， 和超级电容器相比质量较大， 结

构较为复杂。 表 4. 10 所示为几种主要储能技术的共同点和差异。
表 4. 10　 各种储能技术的对比

超级电容器 蓄电池 燃料电池 飞轮储能

运行模式
　 电极表面积聚电荷，
物理吸附

　 离子通过电解质在
电极间迁移， 电子通
过外部负载电路迁移

　 氢气与氧气在催化
剂存在的情况下发生
反应形成水， 电子通
过外部负载电路迁移

　 能量储存在高速
旋转的飞轮中， 能
量在机械能和电能
之间相互转化

功率密度 / （kW / kg） 1 ～ 10 最多 0. 4 不定 1 ～ 200

能量密度 / （Wh / kg） 1000 ～ 5000 最多 650 不定 10 ～ 900
循环寿命 100000 小于 1000 不定 10000
运行温度 有限 有限 有限 范围较大
维护需求 较小 不定 不定 较小

重量 较小 不定 不定 较大
效率 较高 不定 较高 较高
电压 低 不定 不定 无

自放电率 50% / 月 小于 30% / 月 无 较低
快速充电能力 有 不定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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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4　 超级电容器的应用

1. 电动汽车
当使用超级电容器作为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 的供能部件时， 可大大提

高其性能、 效率和行驶里程， 并降低其采购和运营成本。
（1） 加速性能

超级电容器的功率密度可达 1500W / kg 甚至更高。 这一特点对电动汽车的加速和快

速攀爬非常有用。 超级电容器通常与蓄电池或燃料电池并联使用。 由于单个超级电容器

的电压较低， 因此需要将多个超级电容器串联以匹配蓄电池或燃料电池的电压。
在加速过程中， 当油门被踩下时， 电动机需要输入较大电流。 超级电容器可提供这

个瞬时大电流。 在这种情况下， 蓄电池或燃料电池就不需要有非常高的额定功率。 超级

电容器的存在大大提高了整个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 当车辆滑行或当蓄电池或燃料电池

的输出大于电动机的需求时， 蓄电池或燃料电池向超级电容器充电。
（2） 再生制动

当电动汽车减速时， 电动机作为发电机使用。 燃料电池并联超级电容器的配置可以

快速吸收和储存能量， 以供未来加速时使用。 通过这种方式， 超级电容器可以捕获和储

存汽车动能， 而不是通过制动将其转化为热能而白白浪费， 从而提高电动汽车的燃油效

率和行驶里程。
（3） 蓄电池或燃料电池匹配

超级电容器作为高峰负载的缓冲装置， 有抚平功率需求波峰和波谷的作用。 因此，
蓄电池或燃料电池的额定功率不必很高。 这降低了电动汽车的整体成本。 由于能量储存

能力很低 （能量密度约为 3. 9Wh / kg）， 故超级电容器不能完全代替蓄电池或燃料电池。
一般情况下， 电动汽车仍然需要蓄电池或燃料电池提供能量， 而超级电容器只在电量需

求高峰作为辅助储能装置使用。
（4） 快速充电

由于超级电容器的功率密度较高， 故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大量的电荷。 此

外， 它们结构简单， 寿命较长。 因此， 超级电容器在商业和住宅的电池快速充电设备中

非常有效。 这种设备通常价格昂贵， 常用于为外置或移动电池组充电。 通过多个电动汽

车共享场外充电设备， 可以有效降低使用成本。
快速充电设备使用电力公司提供的交流电， 通过整流器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然后

输入低压电容器组。 由于单个超级电容器的电压较低， 需要大量的超级电容器串联连

接。 通过 DC - DC 变换器和电子开关， 可将低压电容器储存的能量汇入高压电容器， 并

对电动汽车进行充电。 整套系统的运行通过中央控制器进行控制。
在移动充电时， 超级电容器从服务站中预先充电， 然后运送到高速公路沿线为电动

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由于超级电容器重量较轻， 结构紧凑， 因此特别适用于此类移动式

快充应用， 可以替代车载充电器， 从而使电动汽车更轻便， 结构更加简单， 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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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间断电源 （UPS）
我们偶尔会遇到停电的状况， 备用供电系统需要一些时间起动。 在断电和备用系统

起动之间， 可以使用内置超级电容器的 UPS 进行供电。 备用电源通常是由柴油发电机

或燃料电池组成。
3. 重型柴油机的电容式起动
卡车和机车上的重型柴油机起动时需要很大的功率。 由于超级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

功率密度， 它们常用来为此类重型柴油机提供大起动电流。
4. 太阳能或风力发电系统的储能
超级电容器可以用来储存可再生能源， 比如风能和太阳能。

4. 6. 5　 超级电容器的其他应用

超级电容器的其他应用包括：
1） 高功率激光器；
2） CMOS 逻辑电路；
3） 录像机电路；
4） CD 播放机和高保真音响；
5） 相机；
6） 计算机；
7） 时钟 / 收音机；
8） 电话和蜂窝设备；
9） 火灾报警器；
10） 办公设备；
11） 伺服器。

4. 7　 超导储能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对能源储存的需求也迅速增长。 在过去， 新能源的发现彻底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能源越来越高的需求使传统能源不断进步。 超导储能 （ su⁃
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SMES） 系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新型储能

技术。

4. 7. 1　 简介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主要能源是化石燃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化石燃料将被耗尽。 能

源的持续供应在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大量科学家、 物理学

家、 化学家和工程师致力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 但是， 从这些新型可再生能

源中提取的能量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及时利用， 因此就必须开发相应的储能技术。
在超导储能系统中， 能量储存在低温冷却的超导线圈中， 电流永远在这个超导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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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没有损耗。 超导储能系统通常也被称为磁电池。 超导体像一个完美的导体， 这种

超导特性允许超导体携带直流电流， 没有能量损失， 因为没有电阻产生热量消耗能量。
超导体中的直流电流在超导体中无限循环流动。 超导体也可以流通交流电， 但时间

长了会有一些能量损失。 超导体的电阻为零， 从而具有完美的导电性。 超导是通过保持

低于临界温度来实现的。 为了保持超导性， 电流密度和磁场水平不得高于临界点。
超导电性可以看作材料没有电阻， 电流流过没有阻碍。 1911 年一名荷兰物理学家

首先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在超导领域的发现和技术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直到最

近， 高温超导的实现， 才使超导的实用化应用成为可能。 当今， 超导的应用是多样化

的， 包括医学、 理论和实验科学、 军事、 交通运输、 电力生产、 能源储存、 电子以及

更多。

4. 7. 2　 超导的历史

1911 年， 荷兰物理学家 Heike Kammerlingh Onnes 在研究较低温度下金属的导电性

时发现， 较高温度下电流流过汞会使其变红， 但在 4K 温度时， 汞的电阻会突然消失。
他通过液氦使材料保持低温， 两年后， 他因为发现超导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用液态氦来

冷却达到超导效果的超导体被称为低温超导体 （ low -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LTS）。
通过继续研究， 他发现， 超导体的超导效果还受电流、 磁场和温度的影响。

1933 年， Walther Meissner 和 Robert Ochsenfeld 发现超导体不仅具有零电阻也有特殊

的磁场特性。 他们发现低温超导体排斥磁场。 感应电流会在材料内部产生磁场， 有抵消

原磁场的作用。 这一现象被命名为 Meissner 效应。 该效应只有当材料内部磁场足够小才

有效， 较强的磁场仍然可以穿透材料。
1957 年， 美国物理学家 John Bardeen、 Lean Neil Cooper 和 J. R. Schrieffer 提出了 BCS

理论。 该理论用量子物理学解释了超导现象， 并指出电子对， 也被称为库珀对， 是形成

电流的主要原因。 Brian Josephson 预测， 电子会穿过在两个超导材料之间的薄绝缘层。
Josephson 效应的发现为超导在弱电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发现者也因此获得诺贝

尔奖。
由于瑞士 IBM 苏黎世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的贡献， 超导技术取得了大发展。 Alex

Müller 和 Georg Bednorz 使用陶瓷作为研究材料， 研究其低温下的性能。 他们发现在 35 K
时， 陶瓷材料开始具有超导特性， 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一研究工作也促使更多的

科学家研究陶瓷及其化合物。 一年后， 人们发现某种陶瓷可以在 90K 的温度下实现

超导。
随着高温超导体的出现， 人们开始用液氮作制冷剂。 使用液氮作制冷剂的超导体被

称为高温超导体 （high -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HTS）， 尽管液氮温度很低。 目前能

实现超导的最高温度是 138K， 超导技术的应用， 将促使对高温超导体更多的研究。

4. 7. 3　 超导储能系统的组成和运行

超导储能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超导线圈、 调节系统、 低温冰箱和放置超导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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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 （见图 4. 57）。 超导储能过程的实现比较简单， 将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
然后输送到超导线圈。 大部分可再生能源输出的是直流电压。

超导储能系统的设计将限制储存的最大能量。 电源调节系统或电力电子设备决定何

时向储能系统充电， 或何时从储能系统提取能量。 当需要提取能量时， 线圈上的电流被

叠加在负载上。 必要时也可由控制系统实现直流到交流的转换。

图 4. 57　 超导储能系统

在超导线圈的能量储存过程中， 超导线圈在冷却箱中保持超导特性， 所以无电阻损

耗。 由于没有电阻损耗， 电流一直可以在超导线圈中流动， 直到被导出至负载。 超导储

能通过电力电子设备实现功率调节控制， 其电路示意图如图 4. 58 所示。

图 4. 58　 超导储能系统的电路示意图

4. 7. 4　 超导储能系统中储存的能量

超导线圈中储存的能量等于二分之一线圈的电感乘以电流的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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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0. 5 × L × I2 （4. 13）
式中， E 为能量 （J）； L 为线圈电感 （H）； I 为线圈电流 （A）。

例题 4. 6
某实验室使用的超导储能系统电流为 1000A， 平均功率 200kW， 峰值功率 800kW，

磁感应强度 4. 5T， 电感 4. 2H。 为保证实验室电能质量， 该超导储能系统储存的能量为

多少？
使用公式 E = 0. 5 × L × I2， 将 L = 4. 2H， I = 1000A 代入上式， 可得

E = （0. 5 × 4. 2 × 10002）J = 2100000J = 2. 1MJ

4. 7. 5　 超导储能的应用

以下是超导储能系统的一些应用：
1） 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储能应用， 如光伏和风力发电系统。
2） 超导储能可以提高电网的稳定性， 限制瞬间电压下降。 超导储能还可以增加电

网输电能力， 在遇到突然事件时如雷击时， 可以减少电压下降， 提高供电水平。

图 4. 59　 磁悬浮列车

3） 磁悬浮列车： 1977 年， 日本开始

研究实验磁悬浮列车。 1990 年， 日本的一

些公司 （日本中央铁道公司、 日本铁道技

术研究所和日本铁道建设公司） 开始试验

运行磁悬浮列车。 该列车和超导磁铁由日

本日立公司提供。 磁悬浮列车的时速已达

到 552km / h （见图 4. 59）。
4） 磁共振成像 （MRI）： 一种输出人

体内部图像的医学诊断技术。 现在大多数

大医院都有核磁共振成像机。 这种机器体

积大， 成本高， 这是由于低温超导体使用

和保持液氦蒸发所需的空间和材料量大造成的。
5） 超导线： 超导线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电流在超导线中没有任何损耗， 所以输电

效率很高。 同时， 超导线在直径比常规导线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比常规导线更大的电流

（见图 4. 60）。
6） 飞轮轴承： 飞轮技术利用超导悬浮飞轮， 超导轴承具有高温超导零电阻特性，

可以储存动能没有损失。 由于滞后效应产生的阻尼， 超导体的行为与弹簧类似。
7） 超导量子干涉仪： 超导量子干涉仪就是通过检测磁通量的位移来检测在磁场表

面的能量流率。 它利用 Josephson 结的绝缘层隔开的两个导体。 超导量子干涉仪被物理

学家用于对引力波的探测， 也被地质学家用来寻找石油和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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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0　 超导技术在电力传输线中的应用

4. 7. 6　 超导储能系统的优缺点和未来

超导储能系统的优点和缺点总结如下。
1. 优点
1） 功率高： 功率范围可从 1 ～ 10MW 到 10 ～ 100bMW。
2） 放电时间短： 短时间内释放大量能量。
3） 效率高： 相对于任何其他储存系统， 由于没有电阻损耗， 超导储能系统的效率

相对较高。 将能量储存在磁场里， 没有其他转换和消耗， 如果需要输出交流电， 只需要

一个 DC - AC 变换器。
4） 安全环保： 超导储能实现过程中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对环境无污染， 并且实现

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有害物质。
2. 缺点
1） 尺寸大： 当需要储存大量能量时， 需要大型的环形超导线圈。
2） 电磁干扰： 大型装置会产生较高的磁场， 大大高于地球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所

以需要较大的缓冲区域。
3） 冷却： 超导技术发展到现在， 依然需要用液氮作冷却剂。 在过去， 更是只能用

液氦作冷却剂， 实现超导所需要的极低的温度。
4） 昂贵： 伴随着每套超导储能系统， 都需要独立的冷却系统， 成本难以下降。
3. 未来
1） 输电线： 随着超导技术的发展， 超导线将彻底改变世界范围内的电网格局。 可

采用大电流输电， 没有损耗， 也不用担心距离问题。
2） 高温超导核磁共振： 大多数的核磁共振机器中的超导系统将会变成高温超导系

统。 其尺寸变小， 成本更低， 可以进行更细致的检查， 医疗成本降低。
3） 室温超导体： 随着材料的发展， 超导储能系统将不需要复杂的冷却系统， 其尺

寸更小， 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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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题

4. 1　 某河流的流量为 1000 m3 / s， 其流经的压力管道的有效水头为 10m。 若水轮机

的效率为 76% ， 则该水力发电站的输出功率为多少？
4. 2　 一个超级电容器的电容为 600μF， 额定电压为 330V， 则该电容器储存的能量

为多少？
4. 3　 一个飞轮储能系统的飞轮为圆形， 其转速为 30 × 103 r / min， 质量为 140kg， 请

计算该系统储存的动能 （设 K = 2. 5）。
4. 4　 一座水力发电站的水流量为 250m3 / s， 水轮机的效率为 62% ， 水头为 75m，

请计算该水力发电站的输出功率。
4. 5　 一个飞轮储能系统的参数如下： 质量为 135kg， 转速为 15500r / min， 直径为

610mm， 转子为薄壁圆柱体， 计算该系统储存的能量。
4. 6　 一个超级电容器储存的能量 E = 100J， 如果 C1 = 50F， C2 = 50F， 计算电容器

两端的电压。
4. 7　 某实验室使用的超导储能系统的电流 I 为 100A， 电感为 2. 2H， 计算该系统储

存的能量。
4. 8　 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为中国的三峡水力发电站， 大坝高度为 175m， 平均

流量为 47300m3 / s， 水轮机效率为 95% ， 计算其功率输出。
4. 9　 若某容器容积为 1m3， 在绝对压强 P = 1MPa 下储存的汽油为 50mol， 假设系

统起动和终止时的气压差为 10% ， 计算该容器中储存的能量。
4. 10　 某飞轮半径为 1m， 质量为 10kg， 转速为 36000r / min， 计算该飞轮中储存的

能量 （kWh）。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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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新型可再生能源

5. 1　 海洋温差发电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耗国。 目前大多数发电是基于化石能源的， 例如石

油、 天然气、 煤炭———这些能源早晚会被耗尽。 随着发电量年复一年的增长， 这些燃料

的消耗率也在上升。 因此， 投入时间和金钱来研究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便至关重要。 这些

方法还必须经济适用并且必须能大规模地发电。 可再生能源中比例最大的便是太阳能和

风能。
风电场需要利用风的能量制造转能， 然后再利用发电机转化为电能。 最广泛使用的

太阳能发电方法是利用光伏电池或者太阳电池板。 这些硅基电池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能。 这种形式的能源需要覆盖大面积昂贵的太阳电池板。 另一种方法可以只使用现有的

表面面积吸收太阳能。 这种方法包括利用海洋吸收太阳能然后转化为电能， 以及利用受

太阳照射面的热水和海洋底部的冷水之间的温差发电， 该方法被称为海洋温差发电 （o⁃
cean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OTEC）。

5. 1. 1　 简介

利用 OTEC 的想法已经被探索了很久。 20 世纪已经提出并执行了几个计划。 目前

已经做了一些调研， 但还远远不够。 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 OTEC 在现有的备选方案中

确实不是最经济的一个。 更多的研究显示， OTEC 设施寿命很长， 使其可以成为一种切

实可行的方案。 OTEC 更有其他的， 除了作为一种能源的好处。 其副产品之一是可以淡

化海水为饮用水， 发电所需的冷水还可以用于一些海洋生物比如蛤蜊、 龙虾和螺旋藻的

养殖。 图 5. 1 所示为一位艺术家绘制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座典型的用于发电和其他应用

的 OTEC 电厂。
OTEC 系统需要被应用靠近一个具有 20℃温差的水域。 通常转换是由一个水域表面

的热水泵和一个 1000m 深的冷水泵完成的。 这种范围的温差主要存在于热带地区。

5. 1. 2　 海洋温差发电方案

一般来说， 一座 OTEC 电厂由以下部分组成： 用于发电的发电机， 用于驱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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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OTEC 电厂

的涡轮机， 产生高压蒸汽驱动涡轮旋转的蒸发器， 蒸发器利用温度较高的表层水， 使用

温度较低的深层水冷凝蒸汽的冷凝器， 用于进行水循环的水泵。 将温差转换为能量的三

种基本方案是： 开式循环、 闭式循环、 混合式循环。
1. 开式循环
开式循环方案 （见图 5. 2） 由以下步骤组成：
1） 利用压力差迅速蒸发海水。
2） 水蒸气推动涡轮旋转产生动力。
3） 使用低温海水冷凝蒸汽。
4） 水循环加压至初始压力。
涡轮机、 压缩机和蒸发器都工作在 1% ～ 3% 的大气压力下。 这意味着必须小心防

止泄漏。 海水中含有一些不可压缩的气体， 如氧气、 氮气和二氧化碳， 所以必须采取一

些方法去除这些气体。 水被压缩后的一个副产物就是， 其中不含盐。 这是一个潜在的好

处， 因为大多数 OTEC 电厂设立在岛上， 天然的淡水资源稀缺。
2. 闭式循环
闭式 OTEC 循环的原理是， 将表面高温海水泵至一个可以蒸发低沸点液体 （如氨水）

的热交换器。 扩散的氨蒸汽驱动涡轮机发电。 然后， 氨蒸汽由低温海水冷凝并送回至主热

交换器。 整个过程如图 5. 3 所示。 目前有几座闭式循环 OTEC 电厂已经建成。
混合式 OTEC 电厂是第三种方法， 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开式循环和闭式循环方案。

5. 1. 3　 功率和效率计算

卡诺效率
在一个卡诺循环中， 有一个热源 （如火焰、 阳光） 和冷源 （如水、 冷空气）。 卡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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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　 开式循环方案

图 5. 3　 闭式循环方案

效率的定义为

η = 1 - 温度（冷） / 温度（热）
（5. 1）

式中， 温度的单位是 K。 同时， 实际

效率方程是

η = 1 - 温度（冷） / 温度（热）
（5. 2）

在一个拥有完美热交换器的理想

系统中， 体积流量为 Q， 热水进入系

统的温度为 Th， 热水离开系统的温度

为 Tc （深处冷水的温度）。 在这个理

想系统中从热水中输出的功率为

Po = η tgCpQΔT （5. 3）
式中， Po为热水的功率； Q 为水流速

（kg / s）； ΔT = Th - Tc， 单位为 K； Cp

为水比热， 等于 4. 187kJ / （kg·K）； η tg为涡轮发电机的效率。

例题 5. 1
a） 如果一个 OTEC 系统的海洋表面温度是 299. 6K， 深水温度是 283K， 那么其理论

效率和实际效率各是多少？
b） 如果涡轮发电机的效率是 85% ， 冷水和热水的流速均为 Q = 6100kg / s， 那么其

输出功率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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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a） 使用卡诺效率方程： 1 - 温度 （冷） / 温度 （热）

η = 1 - 283 / 299. 6 = 6% 理论效率

利用不可逆循环卡诺效率方程： 1 - 温度 （冷） /温度 （热）

η = 1 - 283 / 299. 6 = 2. 8%实际效率

哪一个更接近于在夏威夷凯阿霍莱角的 OTEC 电厂达到的效率 （1% ～ 3% ）？
b） 水的热能 = 流速 × 温度 × 水比热

在 299. 6K 下， 热水能量的方程为

6100kg / s × 299. 6K × 4. 187kJ / （kg·K） = 7665200kJ / s
在 283K 下， 冷水能量的方程为

6100kg / s × 283K × 4. 187kJ / （kg·K） = 7228000kJ / s
最大的可提取能量为两者之差， 即

（7665200 - 7228000）kJ / s = 423975. 62kJ / s
如果涡轮发电机效率是 85% ， 实际的功率输出为

Po = 423975. 62kJ / s × 0. 85 = 360379. 27kJ / s = 360379. 27kW

5. 1. 4　 陆基和海基海洋温差发电厂

第一个有关 OTEC 的参考文献是儒勒·凡尔纳在 1870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 《海底两

万里》。 OTEC 电厂可以建造为海基浮动式或者陆基固定式。 美国已经开始了建设一系

列 OTEC 电厂的计划， 并在 1979 年打造出了第一个缩小版的 OTEC 电厂 （见图 5. 4）。
这个缩小版 OTEC 电厂是海基浮动式的， 可以产生 50K 的温度差。 但这个电厂仅运行了

几个月而已。

图 5. 4　 1979 年建成的缩小版 OTEC 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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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第一座 210kW 级的闭式循环 OTEC 电厂在夏威夷建成 （见图 5. 5）。 这座

陆基电厂成功地运行了 6 年之久 （1933 ～ 1998 年）。 在其运行过程中， 有 10%的蒸汽被

转化为可饮用的淡水， 供陆地使用。 另一座海基 OTEC 电厂， 是联邦政府设计的

OTEC - 1 （见图 5. 6）。 OTEC -1 是美国能源部 （DOE） 发展 OTEC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这是一座浮动测试设施， 主要用于海上清洁能源和交换器的热转换性能的测试， 是

OTEC 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图 5. 5　 陆基 210kW 级 OTEC 电厂

图 5. 6　 艺术家绘制的 OTEC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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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类电厂各有利弊。 海基 OTEC 电厂离我们所需要水温的深水更近， 因此可以

免去陆基 OTEC 电厂所需的长长的管道。 然而， 海基 OTEC 电厂却需要面对如何将电能

输送到岸上的困难。

5. 1. 5　 海洋温差发电的优缺点

除了发电以外， OTEC 电厂还有其他用途。 其中一个是可以产出淡水资源供人们使

用。 从深海中泵上来的冷水富含一些陆地上不常见的营养物质。 因此， 它可以留下来用

于各种海水动植物的养殖， 而不是直接倒回海里。
1. 优点
循环过后的冷水可以注入大缸中用于养殖巨蛤、 龙虾、 比目鱼、 螺旋藻以及各种海

洋植被， 例如图 5. 7 中的大型牡蛎。 由于海水养殖场就在附近， 冷水的使用将使生产成

本大大降低。 冷水还可以被用来制冷， 或者为传统养殖场提供营养物质。

图 5. 7　 利用 OTEC 电厂排出的海水养殖的大型牡蛎

OTEC 属于清洁可再生资源。 它所需要的一切资源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 海洋里

也储存着远超过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所有能量。 建设良好的 OTEC 电厂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和其他会危害环境的温室气体。 OTEC 的使用也会减少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
2. 缺点
OTEC 成本高昂； 它的成本远远高于化石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 事实是： 在低成本

的化石能源和其他便宜的可再生能源面前， OTEC 的高成本使它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
海基 OTEC 电厂的成本相比之下低些。 这意味着， 必须想办法把电能输送回陆地。

有一些办法， 比如就地产氢或者建造海底电缆。 现在建造电缆是更经济的手段。 如果这

个电厂不用大修就可以运行超过 30 年的话， 那么它的成本将大大下降。 然而， 现在并

没有任何数据显示 OTEC 电厂可以运行多久。
陆基 OTEC 电厂需要靠近一处有表面和底部有至少 20℃温差的大海。 很少有地方可

以满足这样的条件 （相对于潮汐能、 太阳能、 风能）。 另外， 我们可以建立海基 OTEC



232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电厂， 然而就要考虑将电能输送回大陆的高昂的费用了。
即便如此， 一些更小型的工厂已经被建成投入使用了， 这对于建造一些可以长期运

行的商业规模的电厂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步， 就没有 OTEC 实现的可能性。 建造大

型管道可能会对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和珊瑚礁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 把大量冷水输送到

一个常年温暖的地区可能有一些不良影响。
附加组件的研究也很有必要， 因为 OTEC 系统依赖的一部分技术目前发展还不完

全， 包括大型深海管道、 低压涡轮和冷凝器。 OTEC 电厂的效率极低， 大约只有 2% 。

5. 1. 6　 海洋温差发电的未来

目前已有一些关于 OTEC 的设计方案， 但是由于资金有限， 这些设计是否会被执行

还有待质疑。 目前提上议程的方案是海基的， 能产生大约 5MW 的电力。 电厂将通过一

个 1000m 管道输送冷水， 并使用封闭式循环方案， 通过氨的蒸发和冷凝来发电 （详细

介绍见 5. 1. 4 节）。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OTEC 的前景也不明朗。 因为目前有其他更经济实惠的、 有

技术支持的选择， 很难花太多资金在这项技术上。 风能可以用在任何 OTEC 可以应用的

区域。 OTEC 的选址需要靠近海岸， 但同时海岸线上由于陆地和水存在温差， 风能资源

通常也很丰富。 相比于 OTEC 而言， 风力发电的实现和运行成本更低。 而且， 因为

OTEC 常工作在热带地区， 这些地方也很适宜使用光伏太阳能。
这些仅仅是笔者基于阅读文献的理念， OTEC 可能最终是一种可行的替代能源， 但

现在还是有很多更优越的选择。

5. 2　 潮汐能

潮汐能基于太阳引力和月球引力———潮汐是由旋转的地球上的海洋受到引力形成

的。 可以发现， 潮汐在不同的海岸线有不同强度。

5. 2. 1　 潮汐的背景

潮汐是由太阳、 月亮和地球的重力变化引起的海洋水平面变化。 任何行星之间都存

在相互作用， 因此， 海洋在地球的运动中受到的各种相互作用力变强或者变弱。 牛顿引

力定律可以用来直接计算重力的相互作用。 在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引力， 是由两个星体围

绕其共同重心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所平衡的。
平衡建立在两个星体的质量中心， 但是， 在地球表面却存在不平衡。 这导致在地球

面对月球的这一面会产生一个引潮力。 同时， 在地球的另一面会产生一个弱一些的引潮

力。 每一个力沿轴向会产生一个凸起， 大致如图 5. 8 所示。 这些力大约每半天一个循

环， 即所谓的 “月潮”。
除了月亮对地球上的海洋的影响外， 太阳也会产生类似的现象和效果， 被称为

“太阳潮”， 虽然太阳的体积要大得多， 但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抵消了大部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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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　 地月重力影响示意图

图 5. 9　 潮汐相位

因此， 太阳在海上产生的凸起是小于月球的。
月球的效果大约比太阳的效果大 2. 2 倍。

由于太阳和月亮旋转轨道不同， 每一个

的潮汐凸起发生的频率也不同。 像是其他所

有波浪， 这些凸起既可以是相互增强的， 也

可以是相互抵消的。 当潮汐是同相的， “峰
值” （最大） 的潮汐发生； 当潮汐是反相的，
“波谷” （最小） 发生， 潮汐相位如图 5. 9
所示。

5. 2. 2　 潮汐周期、 大小和输出功率计算

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太阳、 月球和

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变化， 会导致海平面

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 向上作用的月球引力

导致海平面周期性变化， 每 12. 4h 一个周期

（见图 5. 10）。 这些相互作用力随着天体旋转

而周期性变化。 总之， 在潮汐中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周期， 包括：
1） 一个 12. 4h 周期， 由于地球在月球引力场中的自转。
2） 一个 14 天的周期， 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共同作用导致的大潮小潮。
3） 一个半年的周期， 由于月球轨道对地球轨道的倾角将在 3 月和 9 月引起最大的

潮汐。
在讨论了潮汐的周期性后， 人们可能会惊叹于它们真实的变化。 在广阔的海域上，

潮汐的水平差小于 1m， 但是， 近海岸线， 一些不同的影响， 包括陆地逐渐倾斜、 交接

区域、 反射和共振会显著增加潮汐振幅。 陆地逐渐倾斜导致潮汐的振幅随海洋深度的减

少而增加； 在海岸线旁， 如果海岸线的形状越来越窄， 交界区域可能会增强潮汐。 海岸

线导致浪的反射， 也可以加强潮汐。 当河口的驱动潮频率为潮汐传播入河口的固有频率

的倍数时会发生共振， 进一步加强潮汐。
下面的公式给出了一个潮汐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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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　 潮汐周期海平面变化

P = ρgR2S
2T （5. 4）

式中， P 为产生的功率 （W）； ρ 为水的密度 （海水的密度是 1025kg / m3）； g 为重力加

速度； R 为潮差； S 为潮汐表面积； T 为周期 （12. 4h）。
式 （5. 4） 表明， 潮汐系统的输出功率直接随着潮差和潮汐变化的表面积变化， 因

此， 在潮汐发电厂的选址上潮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例题 5. 2
计算俄罗斯白海的 Menzen 湾的输出功率。 用本章表 5. 1 中的数据和式 （5. 4） 求解

这个问题。 假设潮汐流域的表面积是 S = 5 × 106m2， 潮差是 R = 10m。
P = [（1025 . 18kg / m3）（9. 81m / s2）（10m） 2（5 × 106m2） / （2）（12. 4）（3600）s]

= （56MW）（60% ） = 34MW

5. 2. 3　 潮汐发电系统

潮汐发电与水力发电非常相似， 除了潮汐发电时水能在两个方向上移动， 所以必须

将发电机的改进考虑进去。 基本上利用潮汐功率发电的方法有两种：
1） 潮汐坝， 由一个在涨潮时充满、 退潮时清空的蓄水池， 发电机 - 涡轮机单元，

水闸门和流水管道组成。 进水的潮汐被称为 “涨潮”， 流出的潮汐被称为 “落潮”。
2） 潮流法是潮汐涡轮机利用流速在 2 ～ 3m / s 之间的流水来产生 4 ～ 13kW / m2的电

力。 过快的水流 （ > 3m / s） 会在叶片上产生类似于强风的压力， 破坏传统涡流发电机，
而较低的水流速度并不经济。

1. 潮汐坝发电厂
潮汐坝是最常用的获得潮汐能的方法。 它由水闸和水轮机在河口建造成的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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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 以及河口或海岸湾组成 （见图 5. 11）。 潮汐坝有几种不同的涡轮机配置。 例如，
法国 Saint - Malo 附近的 Brittany 海岸 La Rance 潮汐发电站使用灯泡贯流式水轮机。 在该

系统中， 水绕着涡轮机流动， 检修时必须使水停止流过涡轮， 因此维护非常困难。 在

Nova Scotia 的 Annapolis 潮汐发电站使用的是全贯流式水轮机， 因为安装在潮汐坝中的

发电机与涡轮机叶片的角度合适， 所以并没有上述问题。 不幸的是， 这些涡轮机的性能

难以进行调节， 而且不宜用于抽水。

图 5. 11　 潮汐坝系统示意图

贯流式水轮机已被建议用于英国 Severn 潮汐坝工程。 在这种方案中， 叶片连接到

长轴并且面向一个特定的角度， 使发电机得以坐落在潮汐坝的顶部。 涡轮机安装在潮汐

坝的管道中， 通过流水驱动。 闸门和涡轮管道被打开时， 可以利用潮汐涨落填补或清空

坝背后的盆地。 发电有以下三种运行方式：
1） 退潮发电： 潮汐坝上的闸门可以在涨潮时让坝后面的蓄水池填满， 在退潮时经

由涡轮系统流出去。 在涨潮， 蓄水池充满时， 闸门关闭。 直到退潮时， 盆地的水平面和

海平面之间存在一定高度差。 闸门此时会重新开放， 让盆地里的水可以通过涡流管道和

发电机， 以此发电。 这个过程和低水头水力发电站的运行过程非常相似。 这个例子中描

述的过程被称为退潮发电， 如图 5. 12 所示。
2） 涨潮发电： 这种方式发电发生在涨潮时而非退潮时 （见图 5. 13）。 英国的潮汐

能源计划研究经验显示， 退潮发电可以最大化坝型系统产生的能量。
3） 混合发电： 这种运行模式既可以使用涨潮， 也可以使用退潮来发电。
2. 潮汐发电站的选址和可行性
潮汐发电需要巨大的潮汐落差。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地点， 既有沿海地形， 又有足

够的潮汐差， 使得它们有潜力成为潮汐发电站的建造点。
（1） 加拿大 Annapolis 潮汐发电站

该发电站始建于 1980 年， 并于 4 年后落成， 是北美唯一的现代化潮汐发电站。 该发

电站坐落在芬迪湾安纳波利斯河口的一个小岛上 （见图 5. 14）。 芬迪湾是现在已知的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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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2　 退潮发电示意图

图 5. 13　 涨潮发电示意图

最高的地点， 在 Minas 盆地的平均潮差大约有 12m。 在 Annapolis Royal 的潮差大约为 7m。
这个发电站有两个水闸， 一台贯流式水轮机。 在涨潮时， 水闸门会打开， 让海水涌

入压力前池。 当达到最大高度后， 闸门会关闭。 接下来， 发电站会等到退潮时海平面降

到足够低， 即压力前池与海平面的高度差超过 1. 6m 时， 闸门会打开发电。
建造潮汐坝发电站的经济可行性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硬件投资成本、 设计难度和电力

生产。 建造一个潮汐发电站的初始投资很高。 然而， 发电站一旦建成， 后续的维护费用很

少。 目前世界上仅有 4 个相对较大的潮汐发电站 （见表 5. 1）， 可借鉴的经验还不是很多。 如

上节所述， 每个发电站的设计都有各自的特点， 而且还要考虑航运需求， 这些都会增加初始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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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4　 位于 Nova Scotia 的 Annapolis Royal 发电站

表 5. 1　 世界上现有的潮汐发电站

建成时间 / 年 潮差 / m 蓄水池面积 / km2 装机容量 / MW
法国 La Rance 1966 8. 0 17 240

俄罗斯 Kislaya Guba 1968 2. 4 2 0. 4
中国江厦 1980 7. 1 2 3. 2

加拿大 Annapolis Royal 1984 6. 4 6 17. 8
中国其他 8 座 1961 ～ 1989 1. 2 ～ 3. 5

（2） 潮汐坝的优点和缺点

大坝的建设和水轮机的安装都非常昂贵。 经济上还必须考虑潮汐发电站电力生产的

周期性。 电力生产循环显示， 在 24h 周期内， 一个退潮发电系统仅可以发电大概 12h，
也就是说有很长一部分时间没有电力输出， 而且发电的 12h 每天会变化 1h。 所以， 即

使这个循环非常可靠， 它也和每天的典型能量需求不同。 这种时段上的不匹配意味着，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唯一动力来源， 除非采用储能系统。 这也会推动潮汐发电站成

本的升高。
潮汐发电站在环境方面的可行性与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关。 由于引进了非自然

的屏障， 坝的后面会有泥沙沉降， 并且水中含盐量会升高。 鱼群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很

多河道是鱼的迁移路线。 鸟类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一些本来该在退潮时露出的淤泥地带

被淹没了。 尽管这些环境冲击带来的影响难以衡量， 但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3. 潮流发电厂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久后就有公司提出了潮流发电机的概念， 但是这一概

念直到 1994 年才成为现实， 当时一台功率 15kW 的概念验证机在苏格兰的尼斯湖上运

行成功。 潮流涡轮机与风力发电机类似， 与潮汐坝系统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 包括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在流速为 2 ～ 3m / s 的水流中， 潮流涡轮机的发电功率为4 ～ 13kW / m2。
水流速度过快 （大于 3m / s） 会在叶片上产生过大的压力。 潮流发电不需要建造昂贵的

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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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技术

以下公司采用了不同的潮流发电技术：
① Blue Energy 公司———达里厄涡轮机；
② Marine Current Turbines 公司———立式涡轮机；
③ UEK 公司———水下电风筝；
④ ANDRITZ HYDRO Hammerfest Strøm 公司———立式涡轮机；
⑤ Engineering Business 公司———黄貂鱼发电机。
1） Blue Energy 公司的达里厄涡轮机。 Blue Energy 公司的大型海洋达里厄涡轮机直

径为 10. 5m， 能够产生的峰值功率为 14MW， 可工作深度达 70m （见图 5. 15）。 多台 Da⁃
vis 水轮机可以安装在长模块化管道结构上， 以形成横跨河流、 河口或海洋航道的潮汐

护栏。 典型潮汐护栏的上部结构可以作为桥梁的基础， 也可以作为其他商业应用， 如海

上风力发电机的发展平台。

图 5. 15　 Blue Energy 公司的

达里厄涡轮机

模块化管道结构上还可以装配输电线、 水管、
煤气线、 电话线和光纤等。 机械室的顶部是连续

的并可支持吊车轨道， 还可以支持沿着潮汐栅栏

顶部或封闭在结构内的双车道交通。 模块功率有

2kW、 5kW 和 250kW， 可以用于河流潮汐发电，
也可以固定在海洋底部或者用缆线悬空吊挂。

2） Marine Current Turbines 公司的立式涡轮

机。 Marine Current Turbines 公司的立式涡轮机类

似于淹没在水中的风车。 这种海洋表面下的涡轮

机的轴流转子直径有 15 ～ 20m， 每一个都通过变

速器驱动一个发电机。 就像风力发电一样。 每个

系统都配有双功率单元， 像是在管状钢的打桩机

两侧的延伸一样， 直径为 3m， 并放置在海底的钻

孔中 （见图 5. 16）。 其额定功率为 1 ～ 2MW。 涡轮

机可以按照类似于风电场中风力发电机的分组排列方式， 安装在海下 30 ～100m 的深度。

图 5. 16　 Marine Current Turbines 公司的立式涡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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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7　 UEK 公司的水下电风筝

3） UEK 公司的水下电风筝。 UEK 的结构是一个

独立的， 具有一定浮力的涡轮机 / 发电机， 像风筝一

样悬浮在潮流中。 水下电风筝涡轮机可以固定在海

底， 或附着在现有的结构上 （如桥梁上）， 或放在浮

动平台上 （见图 5. 17）。 如果水足够深， 水流不固

定， 风筝可以系在一个电动锚索上， 这个电动锚索可

以使风筝在海洋或河流流速最快的地方漂浮。 在

9. 26km / h 的流速中， 3. 0m 的双涡轮机可以提供

90kW 的功率。 UEK 表示他们正在研发一款 6. 7m 直

径的双涡轮系统， 并且会继续努力设计一款 1MW 的

双风筝涡轮机。

图 5. 18　 ANDRITZ HYDRO Hammerfest Strøm 公司的立式涡轮机

图 5. 19　 Engineering Business 公司的黄貂鱼发电机

4） ANDRITZ HYDRO Hammer⁃
fest Strøm 公司的立式涡轮机。 这种

水下风车有 3 个 10m 长的叶片， 以

5. 15r / min 的速度旋转， 额定功率

为 300kW （见图 5. 18）。
5 ） Engineering Business 公 司

的黄貂鱼发电机。 这种类型的发电

机使用一个像水上飞机一样的振荡

机翼 （见图 5. 19）。 在潮汐流过机

翼时， 由于升力和阻力的差值会使

它上浮。 这种额定功率 250kW 的

发电机有 23. 6m 高， 臂长 11m， 翼

展 15. 6m。 一台 500kW 版本的黄貂

鱼发电机正在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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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波浪发电系统

地球接收的太阳能一部分被转换为风能， 一部分被转换成波浪能。 波浪能是一种免

费和可再生的能源， 可通过波浪发电系统 （wave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WPGS） 收集。
随着风吹过海洋表面， 所涉及的距离越大， 波浪的高度越高。

图 5. 20　 波浪剖面图

5. 3. 1　 波浪发电原理

波浪的本质是正弦波 （见图 5. 20）。
能量储存在波浪中， 直到到达海岸的

浅滩和海滩才会被释放， 有时具有破

坏性。 波峰是波浪的最高部分， 波谷

是波浪的最低部分 （见图 5. 21）。 波

峰和波谷之间的垂直距离是波高。 从

一个波峰到下一个波峰的距离是波长

图 5. 21　 振幅随距离变化的示意图

λ。 波浪的周期是相邻波峰通

过某一固定点所花费的时间。
波浪的功率等于单位面积

上波浪的势能乘以波浪的相速

度 （c）。 线性波动理论假定水

经过某一点的运动是正弦的。
一个波通过该点的周期 T 可以

表示为

T = 2πλ
g （5. 5）

式中， g 为重力； λ 为波长。
相速度或波速可表示为

c = gT
2π （5. 6）

单位面积的势能为

E = 0. 5ρga2 （5. 7）
波浪中包含的功率可以用波的长度表示 （kW / m）， 其大小由下式给出：

p = ρg2a2T
8π （5. 8）

式中， ρ 为水密度； a 为波的峰值振幅。
波浪大小受风速和吹程的影响， 吹程是风在海洋表面行进的距离。 根据世界能源理

事会的估计， 从海洋可以获得的能源相当于全世界电力生产总量的 2 倍， 平均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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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每英里㊀海岸线 65MW。

例题 5. 3
深水中波浪的周期为 10s， 高度为 0. 91m。
a） 计算波长。
b） 计算相速度。
c） 计算总势能。
d） 计算功率。
对于深水：
波长为

λ = gT2

2π 　 λ = 9. 8 × 102

2π m = 155. 972m

相速度为

c = gT
2π　 c = 9. 8 × 10

2π m / s = 15. 597m / s

波浪中的总能量为

E = ρgλH2

8

E = 1030 × 9. 8 × 155. 972 × 0. 912

8 kJ = 164. 403kJ

波的功率为

p =
ρgH2cg

8
对于深水：

cg =
c
2 　 cg = 7. 799m / s

P = 1030 × 9. 8 × 0. 912 × 7. 799
8 kW = 8. 22kW

5. 3. 2　 波浪发电系统的类型

波浪发电系统的目的是收集波浪中蕴含的能量并将其转换成电能。 目前有不同类型

的波浪发电系统。 有些类型的系统从表面波提取能量。 其他类型的系统可从水表面以下

或从全波的压力波动中提取能量。 波浪能转换器可以在多种情况下放置在海洋的多个位

置。 它可以漂浮或完全浸没在海中， 也可以位于岸上或位于深度相对较浅的海床上。 以

下所列是用于波浪发电的主要装置类型：

　 　 ㊀　 1 英里 （mile） = 1609. 34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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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振荡水柱 （oscillating water column， OWC）；
2） 使用漂浮物或倾斜装置的振荡浮子；
3） 收缩波道；
4） 海底涡轮机；
5） Mighty Whale 浮子式 OWC；
6） 太阳能水泵。
1. 振荡水柱 （OWC）
OWC 通过两步过程发电： 当波浪进入柱中时， 它迫使封闭柱中的空气通过涡轮，

这一过程会增加柱内的压力； 当波浪后退时， 空气压力下降， 空气经过涡轮机被抽回。

图 5. 22　 OWC 系统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 波浪上升

进入腔室， 上升的水将空气挤出腔室。
流动的空气驱动涡轮旋转， 带动发电

机发电。 当波浪下降时， 空气流过涡

轮机并通过阀门流回到腔室内 （见图

5. 22）。 图 5. 23 显示了 OWC 的示意

图。 该空气流的能量被提取出来， 并

通过气动涡轮机发电。 不管空气朝哪

个方向流动， OWC 的涡轮机能够在相

同的方向上旋转。 因此， 不论室内的

水是上升还是下降， 涡轮机都可持续

旋转， 从而提高了效率。
OWC 的限制
在这些装置中， 水在固定管道中上下振荡。 管道下面的水表面压力变化迫使管道中

表面上方的空气振荡。 然后， 该振荡气流驱动涡轮机。 管道的水平长度必须小于波长的

1 / 4， 否则效率将显著下降， 当管长度等于一个波长时， 效率为零。 此外， 此类装置的

工作依赖于空气的压缩与膨胀， 在这一过程中会因为发热而造成能量损失。
2. 振荡浮子
振荡浮子装置使用两个浮动物体和一个固定物体之间的机械连接以产生有效的机械

功率。 这些功率可以直接传输到发电机， 也可以传输到驱动涡轮机的工作流体， 如水或

空气 （见图 5. 24）。 两个主要的振荡浮子设备类型是科克雷尔筏波能转换器和萨尔特鸭

波能转换器。
科克雷尔筏波能转换器由一系列通过铰链连接在一起的漂浮筏组成。 筏上还可连接

液压活塞以产生能量。 萨尔特鸭波能转换器通过设备的浮动部分的谐振运动发电， 而不

是像固定系统那样， 利用波的运动驱动固定的涡轮。 在这些系统中， 装置根据波的运动

而上升和下降， 并且通过其运动产生电能。
萨尔特鸭波能转换器能够非常高效地产生能量， 然而它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

间停滞了， 因为在计算能源成本时将数值错误地扩大了 10 倍。 直到近年， 该技术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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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3　 振荡水柱的示意图

新评估时才发现了这个错误。
振荡浮子的局限性。 许多上下振荡设备都使用浮子， 与波浪一起上下运动用于产生

相对于固定点 （锚或阻尼板） 的推力或拉力。 在这些装置中提取的能量永远不能大于

波的势能分量。 浮子也具有尺寸限制： 如果垂直于波前的浮标水平长度大于波长的1 / 4，
则效率会降低， 因为浮子会开始围绕其重心发生转动。 大于波长的浮子将骑在几个波峰

上而不会在波谷到来时下降。 另外， 由于随着深度的增加波幅减小， 波浪的最大势能仅

存在于表面处。 当浮子垂直尺寸变大时， 其重心将更深， 可用的势能将减少。
3. 收缩波道式波能转换器 （TAPCHAN）
TAPCHAN 由一个收缩通道组成， 该通道进入如图 5. 25 所示的悬崖上构建的蓄水

池。 通道的变窄导致波在朝悬崖面移动时振幅 （波高） 增大， 最终它们溢出通道壁并

进入位于海平面上方几米的蓄水池中。 运动的波浪的动能被转换为势能存储在蓄水池

中， 然后将储存的水推动 Kaplan 涡轮机发电。 因此， TAPCHAN 的基本概念是收集并储

存水， 并让它流过涡轮机发电。 TAPCHAN 的运动部件很少， 并且都包含在发电系统内。
TAPCHAN 的优点和局限性
TAPCHAN 系统具有维护成本低和可靠性高等优点， 还克服了功率储存的问题。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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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4　 振荡浮子波能转换器

图 5. 25　 收缩波道式波能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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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 TAPCHAN 系统不适合所有沿海地区。 TAPCHAN 系统所在的位置必须具有持

续的波浪以及良好的平均波浪能量， 潮差不大于 1m。 可以安装 TAPCHAN 系统的沿海

地区还需要具备靠近岸边的深水和可用于建造蓄水池的合适位置。
4. 海底涡轮机
该装置利用的是高潮流速度。 这些装置类似于风电场风力发电机， 区别在于相同额

定功率的海底涡轮机尺寸远小于风力发电机， 并且海底涡轮机之间的间隔距离也可以小

得多。 这种装置的额定功率通常为 600 ～ 1000kW， 其尺寸为相同额定功率的风力发电机

尺寸的 50% 。 图 5. 26 所示是海底涡轮机的示意图。

图 5. 26　 海底涡轮机

5. Mighty Whale
“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浮子式功率器件于 1998 年 7 月由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投入运

行。 全尺寸样机将在面向太平洋的 Gokasho 海湾出海口进行两年的演示和测试。” 预计

该项目将显示出这种类型的浮子式功率器件的巨大潜力。
“Mighty Whale 通过使用 OWC 来驱动空气涡轮机将波浪能转换成电能。 如图 5. 27

所示， 在船舱内外的波浪流入和流出位于 Mighty Whale 开口处的气室使机舱内部的水流

上升和下降。 水迫使气体通过在其顶部的喷嘴喷出。 所产生的高速气流使得驱动发电机

的空气涡轮机旋转。 Mighty Whale 有 50m 长和 30m 宽， 携带三个涡轮发电机单元： 一个

额定输出功率为 50kW + 10kW， 另外两个额定输出功率为 30kW。”
“由于它可以吸收和转换波浪中大部分的能量， Mighty Whale 在它后面会创造出一

片平静的海洋空间。 这个功能可以被利用， 例如， 使一片海域变成适合鱼类养殖和水上

运动的区域。 Mighty Whale 本身的结构可以用作一个天气监测站， 临时系泊小型船只，
或一个休闲钓鱼平台。 除了为岸上产生能量外， Mighty Whale 可以为曝气提供中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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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7　 Mighty Whale 波浪发电系统

源， 改善水质。”
6. 泵式波浪发电系统
波泵是一种通过浮子吸收波浪能的装置

（见图 5. 28）， 波浪可以通过其浸没开口驱

动其中的圆柱形结构上下振荡。 波中的能量

通过活塞被刚性地连接到浮子上的泵转换成

机械能。 海水被泵送到能量存储器中， 该能

量存储器可以是压力罐 （也可能是升高的蓄

水池）。 通过该压力罐涡轮机的运行可以完

成到电能的转换。 或者， 如果系统是闭合回

路， 则可以使用除海水之外的液压流体。
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取波

浪中的能量： ①控制系统在波形周期的某

些时间间隔锁定浮子以确定上浮运动的最

佳时间； ②控制进入储能器的最佳液压流

体量。

图 5. 28　 泵式波浪发电系统

波泵的优点和缺点
以下是波泵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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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点：
① 可再生能源；
② 对环境有利： 可替代化石燃料能源，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
③ 免费能源；
④ 清洁能源。
2） 缺点：
① 波浪方向、 耐久性和大小不规则， 因此难以利用；
② 极端天气条件下可能产生难以控制的波浪；
③ 需要海底电缆；
④ 可能有令人无法接受的视觉影响；
⑤ 飓风可能会破坏能源系统及海底电缆。

5. 4　 地热能源系统

地热 （geothermal） 一词来自于两个希腊词 geo 和 therine———分别意为地球和热。
地热能源自地球的自然发热。 地热发电厂利用这种自然清洁的能源为地热能源系统

（geothermal energy system， GES） 供能。

5. 4. 1　 简介

地热源随着位置和距离地球核心的深度而变化。 地球核心内部温度约为 7000℃，
在深度为 80 ～ 100km 时降至 650 ～ 1200℃。 这种能量的利用范围可从室温到超过 300℉。
为了发电， 需要能够提供蒸汽和热水的地热储层。 储层可以分类为高温 （ > 150℃） 或

低温 （ < 150℃） 两种。 大多数商业地热设施都位于高温地热储层的位置。
这种储层位于一定的地质环境中， 地热位于足够靠近地面的位置。 部分天然来源的

地热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 Geysers 地区、 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帝王谷以及爱达荷州、 蒙

大拿州和怀俄明州交界处的黄石国家公园。 在这些储层中钻井并将蒸汽或热水通过管道

输送到发电厂， 可使地球的能量转化为电力。
人类利用地热能已有许多世纪的历史， 像在烹饪、 加热、 药浴和水暖等应用中对地

热能进行了利用。 第一座地热发电厂建于 1904 年， 位于意大利的 Larderello。 该工厂的

装机容量为 250kW， 并使用直接蒸汽系统发电。 第二个地热发电站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

于新西兰 Wairakei 地区。 接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 Geysers 发电厂， 其中

一座如图 5. 29 所示。
地热是一种可靠的绿色能源， 地热发电厂发电是清洁的。 在生成过程中没有化石燃

料燃烧。 在美国， 目前地热系统产生超过 2700MW 的电力。 这相当于每年 6000 万桶石

油， 足够为 350 万家庭提供电力。 地热发电每年减排 2200 万 t 二氧化碳。 地热发电厂具

有 95%或更高的系统利用率。 相比之下， 煤电厂或核电厂只有 60% ～ 70% 的系统利用

率。 使用地热发电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其成本优势。 地热发电的成本可低至 0. 05 ～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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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9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Geysers 地热发电厂

美元 / kWh。
美国能源部和地热工业界希望通过技术改进将这一成本降低到 0. 03 美元 / kWh。 地

热工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低于对应的煤电厂或核电厂。 地热发电厂平均只需要 400m2

的土地就可以在 30 年内生产 GW 级的电力。 相比之下， 煤电厂需要大量建设用地以及

用于为其提供燃料的煤矿。 地热发电厂较小的占地面积———地热发电厂 1. 8 ～ 7. 9 英

亩㊀ / MW， 煤电厂 18. 9 英亩 / MW， 核电厂 5 英亩 / MW———使其可建造在风景名胜区。

5. 4. 2　 地热资源

自古以来， 温泉和热水池已被人类用作地球浅层地热异常的标志。 这些现象是天然

地热系统在地球表面的表现。 图 5. 30 显示了地球不同深度的地热。
地热过程开始于深层地下水的加热。 热源可以是热岩， 部分熔化或刚凝固但温度仍

然较高的活火山岩浆。 该过程也可以沿着可渗透裂缝区发生。 热水比冷水密度小， 在裂

缝网络中呈羽流状上升。 在某些情况下， 水流通过盖岩渗透到地表，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

水都不会穿透盖岩。 它们慢慢地从热源移动到远离热源处， 在那里冷却， 密度变大， 并

且回到热源， 以再次加热， 使地热对流持续。 这种大型水热系统是稳定的， 并且将持续

数千至数百万年。
渗透到地表的能量可能只是总的地热能可用能量的很小一部分。 这样的地热系统具

有一定的隐藏性， 可以通过当前最先进的地球物理遥感技术来进行检测和绘制地热能地

图。 地球核心温度随着深度增加而增加， 中心可达到大于 4200℃的温度。 这些能量大

部分是由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生的， 一小部分是 45 亿年前地球形成时残余物的热量。
这种热量通过自然对流传递到表面， 估计有 42 × 1012 W 的热量被连续辐射到太空。 然

而， 大多数热量是无法利用的， 因为它们到达表面时的温度太低了。

　 　 ㊀　 1 英亩 = 4046. 86479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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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0　 地球不同深度的地热

改编自： Volcanoes Crucibles of change，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7。

热量通过板块构造到达地表。 板块构造还是形成造山运动、 火山活动和地震的原

因。 板块构造将地球热量输送至地表， 并且其温度较高， 可直接使用或用于发电。 板块

构造理论认为， 地球板块漂浮在岩浆之上， 板块之间会发生碰撞。 当两个板块碰撞时，
一个下降 （推动另一个板块上升）。 在地底深处， 温度极高， 可以熔化岩石， 所产生的

岩浆比周围岩石温度更高， 密度更小， 导致其通过上地幔上升形成火山。
地热能可以从四种不同类型的地质构造中提取并被利用， 包括热水型、 地质压力

型、 干热岩型和熔融岩浆型。 这些地热资源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开采并用于加热或

发电。
1） 热水型。 热水储层也被称为天然蒸汽储层， 储层内含有经地热加热的热水和蒸

汽。 这些热水和蒸汽常随地壳断层喷涌而出形成温泉。 这种类型的资源是最常用于发电

的地热能资源。 蒸汽和热水可用于汽轮机的驱动。 热水储层中水的温度通常高于在此压

力下的蒸汽温度。
2） 地质压力型。 地质压力型地热资源由地下可渗透岩层内所含的高温高压卤水

（盐水） 组成， 这些水分被不透水的盖岩包围。 这些水分内常含有大量天然气， 可随地

热能一同开采。 可开采地质压力型地热资源通常位于 3 ～ 4km 深处， 上部有不透水的盖

岩 （如页岩） 覆盖。 对其中所含的天然气进行采集可实现热电联产， 但是由于开采出

来的水中所含的矿物质， 这些水无法用于采暖或温泉浴。 目前美国 GreenTech 地热公司

正在墨西哥湾进行地热能和天然气的联合开采。 这两种资源的联合开采可达到节约成本

的目的。 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天然气储藏量推动了将天然气转化为柴油、 航空

燃油和其他液态碳氢化合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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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热岩型。 通常情况下， 位于岩浆房上方的岩石温度也非常高， 但是其含水量

通常降低， 岩层的渗透性也较差。 地下干热岩层是最常见的地热能资源之一。 干热岩层

可作为高温热源使用， 但其最大的缺点是其低含水量和渗透性。 为提高利用率， 可从地

表往干热岩中打一眼注入井， 封闭井孔后向井中高压注入温度较低的水， 产生非常高的

压力。 在岩体致密无裂隙的情况下， 高压水会使岩体大致垂直最小地应力的方向产生许

多裂隙。 注入的水沿着这些裂隙运动并与周边的岩石发生热交换， 产生温度高于 93℃的

过热水蒸气。 在距注入井合理的位置处钻几口井提取过热蒸汽， 可用于地热发电和综合利

用 （见图 5. 31）。 为提高效率， 还可采用水力压裂等技术进一步提高岩层的渗透性。

图 5. 31　 干热岩技术示意图

来源： 由美国能源信息局提供。

4） 熔融岩浆型。 地热能资源的温度最高可达 650 ～ 1300℃， 常见于火山内部的熔

融岩浆池。 地表下岩浆房内存在大量的岩浆。 当内部压力集聚时， 岩浆可以火山喷发的

形式流至地表。 这些岩浆内蕴藏着大量的能量， 但是极难利用。 夏威夷和冰岛等地曾对

岩浆房进行过实验性开采， 但目前这些资源尚无商业利用价值， 对这些资源的开采最多

只属于高风险投资。 要想对这些资源进行利用， 首先必须开发可抵御岩浆所在位置极端

高温和高腐蚀性的新材料。
地热能的使用可以分为直接型和间接型。 直接型主要是以地热温泉的形式， 已经被

用于加热、 洗浴和烹饪等应用。 在过去 5 年中， 中温水 （35 ～ 150℃） 的应用增加了

50% 。 在美国， 主要应用是养鱼、 度假村温泉、 蔬菜种植、 水果和花卉的温室， 以及家

庭、 工作场所和其他设施的集中供热。
目前美国温室的覆盖面积超过 110 英亩， 全国水产养殖每年产出 17545000kg 鱼。

地热水也用于工业应用， 包括贵金属矿石的堆浸、 干燥作物和建筑材料。 地热供暖系统

非常耐用。 自 1892 年以来， 爱达荷州博西的地热系统一直在正常运行， 其两个生产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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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使用。

5. 4. 3　 地热发电技术

高温地热能可以用来发电。 目前， 全球地热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8GW。 与地热源一

起使用的主要是干蒸汽、 闪蒸汽和双循环技术。
1. 干蒸汽发电站
干蒸汽发电站适用于存在不与水混合的地热蒸汽的地点。 生产井钻至含水层， 过热

的加压蒸汽 （180 ～ 350℃） 可直接从地面溢出， 驱动蒸汽轮机进行发电。 在大多数情

况下， 蒸汽被冷凝回液态水。 这种操作被称为闭合循环， 可提高运行效率并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 冷凝水被回注入含水层， 废热通过冷却塔排出。 干蒸汽发电站的能量转换效率

较低， 约为 30% ， 与化石燃料发电站类似。
干蒸汽发电站的经济性受到 CO2和 H2S 含量的影响。 这些不可压缩气体的分压会降

低涡轮机的效率， 并且由于环境原因除去它们需要增加运行成本。 闭合循环干蒸汽发电

站如图 5. 32 所示。 此种类型的发电站是最简单和最经济的， 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这种

技术的装置功率为 35 ～ 120MW。 美国和意大利拥有最优质的干蒸汽资源。 加利福尼亚

州 Geysers 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干蒸汽地热源， 其装机容量达到 1100MW。
有时干蒸汽驱动发电机后直接被排入大气， 这种类型的发电方案被称为开式循环干

蒸汽发电， 如图 5. 33 所示。 这种方案非常简单， 但效率不高， 因为会浪费大量水。

图 5. 32　 闭合循环干蒸汽发电站

2. 闪蒸汽发电站
在闪蒸汽发电站， 水蒸气和高压热水的混合物通过一特殊控制阀产生膨胀， 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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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3　 开式循环干蒸汽发电站

降低， 部分液态水瞬间 “闪蒸” 为

气态。 当将闪蒸产生的蒸汽与剩余

热水分离后， 剩余的过程与干蒸汽

系统相同。 图 5. 34 为闪蒸汽发电站

的示意图。
3. 双循环发电站
双循环发电站与干蒸汽以及闪

蒸汽发电站的不同之处在于， 双循

环发电站中的热水和蒸汽直接进入

换热器对换热工质进行加热气化，
而不会与汽轮机接触。 换热工质蒸

汽通过传统的朗肯循环推动汽轮机

做功。 一般情况下， 换热工质为沸

点低于水的有机液体 （异丁烷、 戊烷或氨气）。 双循环发电站的示意图如图 5. 35 所示。

图 5. 34　 闪蒸汽发电站

双循环发电站主要具备两大优点。 第一大优点与生物燃料发电站相同： 双循环发电

站可对低温热源加以利用。 换热器中的工质为热油或异丁烷之类的有机流体， 其气化温

度较低， 因此即使地热能资源的温度处于中等范围 （一般为 110℃ ～ 176℃） 仍可产生

蒸汽。 此外， 还可根据热源温度的不同， 选择不同的换热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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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5　 双循环发电站

双循环发电站的第二大优

点是换热工质闭环循环。 从地

热储层采集的热水和蒸汽一般

含有大量溶解的矿物质和腐蚀

性物质， 并可能含有小碎石。
含腐蚀性物质的蒸汽和碎石以

极快的速度撞击汽轮机叶片，
对汽轮机的损伤非常大。 双循

环发电站将热水和蒸汽置于单

独的管路循环， 只通过换热器

将能量传递给换热工质， 避免

了其与汽轮机的直接接触。
由于双循环发电站中的两

套循环回路都处于封闭状态，
因此相比于其他地热发电站，
其耗水量较低， 产生的残余废弃物也较少。 从理论上说， 双循环发电站不会排放任何污

染物， 除了冷却塔排出的少量水蒸气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气体排放。 消耗的水主要用于

换热工质的冷却。 冷却塔排放的水蒸气由单独的补充水源提供， 与地下热水和蒸汽以及

换热工质没有任何交叉。 基于上述原因， 双循环发电站是所有类型的地热能发电站中污

染最小的。
加利福尼亚州是利用地热能发电量最大的地区， 在 Geysers 地区的装机容量达到

824MW。 虽然这比当地的地热能总量要小得多， 但仍然是世界上地热能利用率最高的地

区。 这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其他地点包括帝王谷的 490MW， Coso 的

260MW， 以及其他地区 59MW 的小型发电站。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计划增加 242MW
的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此外， 还有内华达州 （ 196MW， 计划 205MW）、 犹 他 州

（31MW） 和夏威夷 （25MW）。 全美其他地区还有总计 75MW 的建设计划。
地热能的直接使用量已猛增至 3858GWh / 年， 其中包括 30 万个地源热泵。 在美国

西部， 数百个建筑物通过区域地热供暖项目单独供热 （例如俄勒冈州的 Klamath Falls，
爱达荷州的 Bosie， 加利福尼亚州的 San Bernardino）。 亚利桑那州、 爱达荷州、 新墨西

哥州和犹他州的大型温室和水产养殖场已开始使用低温地热水。 洋葱和大蒜也可使用地

热能进行干燥。
目前全球地热资源的直接使用量为 12000MW， 发电量为 8000MW， 占世界发电总装

机容量的 0. 4%左右。 美国、 菲律宾、 意大利、 墨西哥、 冰岛、 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新

西兰是直接和间接地热能源的最大用户。 表 5. 2 所示为按地热发电装机容量大小顺序排

序的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 1999 年 8246MW 的容量比 1990 年的装机容量增加了 40% 。
其他利用量不到 20MW 的国家包括阿根廷、 澳大利亚、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希腊、 葡萄

牙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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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2010 年国家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国家 装机容量 / MW 排名

美国 3086 1
菲律宾 1904 2

印度尼西亚 1197 3
墨西哥 958 4
意大利 843 5
新西兰 628 6
冰岛 575 7
日本 536 8

萨尔瓦多 204 9
肯尼亚 167 10

5. 5　 生物质能源系统

与基于石油化工产品的燃料相比， 生物燃料是以生物体为原料的。 术语 “生物质”
是指能转化为能量的有机物质。 一些最常见的生物质能源系统 （biomass energy system，
BES） 燃料包括木材、 农业残留物和专门为能源生产种植的作物。 此外， 还有可能将城

市废弃物、 粪便或其他农产品转化为有价值的可用于交通、 工业甚至住宅的燃料。

5. 5. 1　 简介

在光合作用过程中， 植物捕获阳光并将其转化为化学能。 这一能量然后可以通过各

种不同的能量转换过程转换成电、 热或液体燃料。 用这些工艺生产能源的有机资源统称

为生物质。 世界上有无数的木材用于建筑或烹饪， 使生物质能成为最常见的能量形式

之一。
作为一种通用能源， 电力公司以及商业和工业设施也使用生物质来生产电力。 用作

生物质能源的其他有机物质包括树木、 木材废料、 木屑、 玉米、 稻壳、 花生壳、 甘蔗、
草屑和叶子。 一些动物废物包括牛棚废物、 家禽粪便、 屠宰场废物和渔业废物也可被加

以利用。 城市固体废弃物是由人类的粪便、 尿液、 家庭垃圾等组成。
生物质主要由碳和氢组成， 采用适当的手段可使由这些元素组成的化合物释放能

量。 然而， 生物燃料可以直接燃烧并转化为可用的能量形式。 通过燃烧生物质产生热

量， 从而将水转化为蒸汽， 然后蒸汽被引导到驱动涡轮机发电。 另一方面， 生物质可以

转化为生物燃料。 此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转换： 生物能和热能。
各种不同的生物质化学成分也不相同， 主要是由大约 25% 的木质素和 75% 的碳水

化合物或糖组成。 碳水化合物主要是多糖分子以长链或聚合物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具有

重要价值的两种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类别是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木质素部分由非糖类型的

分子组成， 它们以二维片状结构连接在一起， 类似于铁丝网。 自然界采用长纤维素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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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构建赋予植物强度的纤维。 木质素部分的作用类似于将纤维素纤维保持在一起的胶

水。 正是这种组合给植物带来高弹性， 可以像小草一样弯曲和摇摆， 也可以像古老的红

木一样具备坚固的结构力量。
通过更有效的森林管理、 林业轮换采伐、 先进加工技术， 以及更有效的炉灶和锅

炉， 生物质能够供应世界上大部分能源。 例如在美国， 这些技术可以将生物质能产生的

能源份额提高到美国现有能源需求的 20% 以上。 据世界银行称，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能

源中有 50% ～ 60% ， 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中有 70% ～ 90% 来自木材或生物质能， 世

界上一半的人口在使用木材进行烹饪。 在美国发电厂， 作为燃料使用的木材废物提供了

高达 80MW 发电量。 使用木材的能源发电量从 1980 年的 200MW 增长到今天的7800MW。

5. 5. 2　 生物质能转换

能量转化是将能量从自然界提供的形式转化为人类可以使用的形式。 数百年来， 人

们为此开发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系统。 一些能量转换器非常简单。 例如， 早期的风车将

风的动能转化为可用于泵送水和研磨谷物的机械能。 其他能源转换系统则明显更复杂，
特别是那些从化石和核燃料中获取原材料以产生电力的能源转换系统。 这种系统需要多

个步骤或过程， 其中能量通过各种中间形式进行一系列的变换。
目前广泛使用的许多能量转换器涉及将热能转化为电能。 然而， 这种系统的效率受到

热力学和其他科学原理的限制。 近年来， 对于直接能量转换装置， 特别是太阳能和燃料电

池的重视已经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这些太阳能利用装置和燃料电池在电力发电过程中绕

过将能量转换为热能的中间步骤。 捕获生物质中储存的化学能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直接燃烧： 通过直接加热进行材料的燃烧。 生物质如木材、 垃圾、 粪便、 秸秆

和沼气可以在不经加工的情况下直接燃烧， 以产生用于加热或生产蒸汽的热量。 从燃烧

在壁炉中的木材， 到流化锅炉中的燃烧垃圾以产生热量或蒸汽用于发电， 都属于直接燃

烧。 直接燃烧是最简单的生物质利用技术。 如果生物质源就在附近， 则其经济性也可能

非常高。
2） 热解： 这是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通过加热降解生物质。 生物质原料， 例如木材

或垃圾， 被加热到 800 ～ 1400℉之间的温度， 但不会引入氧气来支持燃烧。 热解产物有

三种： 气体、 燃料和木炭。
3） 厌氧消化： 该过程将有机物转化为主要成分为甲烷和二氧化碳混合物的天然

气。 将生物质， 如废水 （污水）、 肥料或食品加工废弃物与水混合， 并进入无空气的消

化池进行厌氧消化处理。
4） 酒精发酵： 通过将淀粉转化成糖， 将糖发酵成醇， 然后通过蒸馏分离醇 - 水混

合物来生产酒精燃料。 原料如小麦、 大麦、 土豆、 废纸、 锯屑和稻草都含有糖、 淀粉或

纤维素， 可以通过酵母发酵而转化为醇。 乙醇， 也称酒精或谷物醇， 是可用于各种工业

目的包括用于内燃机的替代燃料的发酵产品。
5） 气化： 生物质可通过加热或厌氧消化生产甲烷。 合成气是一氧化碳和氢气的混

合物， 可以从生物质气化过程中得到。 预计在 21 世纪将成为非常重要燃料的氢也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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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获得的。
6） 填埋气体： 这种气体是由垃圾填埋场中垃圾的衰变 （厌氧消化） 产生的。 当有

机废物分解时， 它产生由大约 50%甲烷组成的气体。
7） 热电联产： 该过程是使用单一燃料和设施同时生产多种能源。 用燃烧沼气的锅

炉或发动机可以将电力进行现场使用或销售。 生物质热电联产有可能比单独的生物质发

电增长更为迅速， 因为热电联产可同时产生热能和电力。 热电联产的净燃料使用效率超

过 60% ， 而简单燃烧燃料的使用效率则为 37% 左右。 发电机可以通过发电后的剩余热

量成为热电联产机。 然而， 单独的废热回收不属于热电联产。
生物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 并在燃烧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 因此， 生物质

是在循环利用大气中的碳， 不会增加温室效应。 低水平的硫和飞灰可防止生物质对酸雨

的影响。 一氧化二氮的产生可以通过现代生物燃烧技术进行控制。 由于硫含量低， 生物

质可与现有发电厂的煤炭共同燃烧， 以达到符合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等法律规定的标

准， 这些法律主要针对从工业企业和机动车辆的废气中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5. 5. 3　 生物能源

来自生物质 （有机物质） 的能量被统称为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的使用有可能大大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生物能源产生与化石燃料相同数量的二氧化碳， 但当新的植物生长

时， 会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因此实际上是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除去了。 能源作物，
如快速生长的树木和植被， 被称为原料。 下面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生物能源应用。

1. 生物发电
生物发电是使用生物质进行发电， 有四种主要类型： 直接燃烧、 混合燃烧、 气化和

小型模块化系统。
1） 直接燃烧： 生物质是美国第二大可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源。 直接燃烧发电厂与

化石燃料发电厂相似。 目前生物质直接燃烧产生约 7000MW 的功率。
2） 混合燃烧： 这涉及现有发电厂锅炉使用生物质替代一部分煤炭， 这是最便宜的

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之一。
3） 气化： 将固体生物质原料转化为干净的沼气 （甲烷） 的热化学工艺。 沼气可用

于各种能源生产设备。 例如， 它们可驱动燃料电池和涡轮机， 也可以用作烹饪气体。
4） 小型模块化系统： 这些生物电力系统具有 5MW 的额定功率， 有可能为村级的

居民点提供电力。 世界上约有 25 亿人受益于这种小型模块化系统。
2. 生物化工
通过加热， 生物质可以经化学过程转化为燃料油。 该化学转化过程被称为热解， 当

在无氧气存在的情况下加热生物质时， 即会发生该化学转化过程。 热解后， 生物质变成

液体， 称为热解油， 可以像石油一样燃烧发电。
3. 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是用于直接燃烧以生产直接电力的燃料， 但它通常用作车辆的液体燃料

（见图 5. 36）。 木质和草本植物组织及动物废物可以直接燃烧或转化为液体或气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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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可以代替或与化石燃料 （例如煤、 石油和天然气） 一起用于生产用于电力、 运输

和工业用途的能源。

图 5. 36　 由生物燃料 （大豆） 驱动的公共汽车

美国目前主要使用两种生物燃料： 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 生物乙醇来自碳水化合

物， 生物柴油是由脂肪或油制成的酯。 乙醇可作为环保的家用和车用燃料使用， 由纤维

素生物质如草本和木本植物， 农业和林业残留物以及大部分城市固体和工业废物制成。
生物燃料为美国和世界提供了许多好处。 它们对环境有益， 因为它们比石油燃料减少了

排放量， 且利用了目前无法使用的废物。 与不可再生天然资源的石油不同， 生物燃料是

可再生和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的燃料来源。
在适合能源作物的树木中， 有白杨木、 杨树、 银枫、 洋槐、 枫香、 桉树、 梧桐和柳

树。 多年生草本作物中有蓝莓、 柳枝稷、 芦苇金丝雀草、 小麦草、 一些热带草和几种豆

类。 所有这些都可以像干草一样收割。 一些作物， 如玉米、 高粱和大豆已经在一些地区

种植和加工用作生物燃料。

5. 5. 4　 生物燃料的类型

1. 乙醇
生物乙醇是通过发酵生物质的糖成分制成的醇。 它主要由糖和淀粉作物制成。 随着

各种研究机构开发出先进技术， 纤维素生物质 （如树木和草） 也被用作乙醇生产的原

料。 乙醇可以作为纯净的汽车燃料使用， 但通常用作汽油添加剂以增加辛烷值并减少车

辆排放。
生物质是来自植物的材料。 通过光合作用， 植物利用光能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可

以储存的糖。 有机废物也被认为是生物质， 因为它始于植物。 一些植物将能量作为简单

的糖储存， 其他植物将能量储存为复杂的糖， 被称为淀粉。 另一种植物物质是由非常复

杂的糖聚合物组成的纤维素生物质。 这些植物物质被认为是生产生物乙醇的原料， 可以

从以下渠道获得：
① 城市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和纸制品）， 如图 5. 37 所示。
② 农业残留物 （农作物残留物———茎、 叶和植物外壳）， 如图 5. 38 所示。
③ 为生产生物燃料目的开发能源作物 （快速生长的树木和草）， 如图 5.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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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林业废物 （锯木厂和木材厂的木屑、 枯树枝）， 如图 5. 40 所示。
⑤ 食品加工和其他工业废物 （造纸厂污水）， 如图 5. 41 所示。

图 5. 37　 McCommas Bluff 的城市固体废物填埋场

来源： 得克萨斯州公共资源审计署。

图 5. 38　 农业残留物： 甘蔗渣 （左图） 和稻壳 （右图）

（1） 乙醇生产
下面是从生物质生产生物乙醇的两个主要反应。
1） 水解： 这是将原料中的复合多糖转化为简单糖的化学反应。 在将生物质转化为

生物乙醇的过程中， 酸和酶被用作催化剂。
2） 发酵： 这是一系列将糖转化为乙醇的化学反应。 在这种化学反应中， 酵母和细

菌被用作催化剂。 葡萄糖的发酵反应为

C6H12O6（糖）→2CH3CH2OH（乙醇） + 2CO2（二氧化碳） （5. 9）
（2） 乙醇的未来
乙醇的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根据美国可再生能源协会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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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9　 能源作物： a） 杂交杨树； b） 柳枝稷； c） 柳树

图 5. 40　 林业废物： 锯屑 （左图） 和枯树枝 （右图）

2005 年美国 95 家乙醇工厂生产了超过 43 亿 gal㊀的乙醇。 另外还有 40 家新增或扩建的

乙醇工厂将于 2007 年中期建成， 届时总产量将增加到 63 亿 gal。 但是， 这一惊人的增

长仅占每年超过 2000 亿 gal 汽油和柴油消费量的 3% 。 图 5. 42 显示了预计乙醇产量的增

长量以及随后的玉米价格上涨趋势。
此外， 1 英亩玉米可以生产 300gal 的乙醇。 那么， 为了取代 2000 亿 gal 的石油产

品， 美国农民需要投入 6. 75 亿英亩， 占全国 9. 38 亿英亩农田的 71% ， 用于种植原料。
显然， 乙醇不会终止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用食品进口取代美国大

部分的进口石油。

　 　 ㊀　 1gal = 3. 785412L。



260　　 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

图 5. 41　 工业废物

图 5. 42　 乙醇生产量和玉米价格上涨

2.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一种可清洁燃烧的替代燃料， 不含石油， 由可再生资源生产。 它通常由

废弃植物油制成， 但也可以由其他种类的油脂或动物脂肪制成。 生物柴油是通过被称为

“酯交换” 的化学过程制成的石油基柴油的直接替代物。
使用植物油来驱动柴油机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当 Rudolf Diesel 博士在 18 世纪末

发明柴油机时， 其最初设计是可以用从石油或植物油中提取的燃料驱动的。 当 Diesel 博
士在 1900 年巴黎世界展览会上展示他的发动机时， 他用的是 100% 的花生油进行的展

示。 Diesel 博士对植物油制成的燃料的感受记录在他的两段话中。 第一段话是他在 1911
年讲述的： “柴油机可以使用植物油， 并将大大促进使用它的国家的农业发展。” 他在

1912 年的第二个声明是： “使用植物油作为发动机燃料今天可能看起来不重要。 但是这

种油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变得与石油和煤焦油产品一样重要。” 石油基柴油在 1913 年

Diesel 先生去世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㊀　 1BUA =35. 23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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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柴油的生产

1） 酯交换反应。 酯交换过程在醇 （例如甲醇） 中与植物油、 动物脂肪或再循环脂

肪中所含的甘油三酯发生反应， 形成脂肪酸烷基酯 （生物柴油） 和甘油。 反应需要热

和强碱催化剂如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 简化的酯交换过程可表示为

甘油三酯 + 酒精→脂肪酸烷基酯（生物柴油） + 甘油 （5. 10）
一旦反应完成， 主要产物生物柴油和甘油分成两层。 甘油可用于 1500 多种其他产

品的制造。 对于含有超过 4%游离脂肪酸的植物油， 在酯交换过程开始之前， 需要先进

行酸酯化反应。 图 5. 43 所示为按财政年度估计的美国生物柴油生产量。

图 5. 43　 按年度估计的美国生物柴油产量

2） 提供生物柴油所需的油和脂肪。 不同作物每英亩产出的油量是不同的。 玉米可

产出 18gal / 英亩， 而油棕可产出 635gal / 英亩。 美国有 7400 万英亩的闲置土地， 假设表

5. 3 所示的每种作物都可以在这些闲置土地上生长， 则全美可以提供 13 ～ 470 亿 gal 的
植物油， 这相当于等量的生物柴油。 由于美国每年消耗 300 亿 gal 的柴油， 因此在满足

国内需求后， 还可能出口 170 亿 gal。 这也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进口用于制造石油

柴油的 2770gal （66 亿桶） 石油。
要实现这些数字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除非在闲置的 7400 万英亩土地上全部种植油棕

榈， 或者使用额外的耕地种植油料作物。 然而， 通过在国内生产生物柴油， 可以显著减少

或消除对国外石油的依赖。 表 5. 3 显示了各种作物每英亩可生产的生物柴油量。 美国大多

选择种植大豆，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 菜籽油是首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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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不同作物产油量

作物 美国 gal / 英亩 作物 美国 gal / 英亩
玉米 18 红花 83
腰果 19 大米 88
燕麦 23 桐油树 100

羽扇豆 25 向日葵 102
槿麻 29 可可 110
金盏 33 花生 113
棉 35 罂粟 124
麻 39 油菜籽 127

大豆 48 橄榄 129
咖啡 49 蓖麻豆 151

亚麻籽 51 山核桃 191
榛子 51 荷荷巴 194
大戟 56 麻风树 202

南瓜种子 57 澳洲坚果 240
香菜 57 巴西坚果 255

芥末种子 61 鳄梨 282
亚麻 62 椰子 287

芝麻籽 74 油棕榈 635

（2） 生物柴油的用途和优势

生物柴油可与传统的石油基柴油混合使用， 或直接使用。 当与石油基柴油混合时，
其代号为 BXX， 其中 XX 是所用生物柴油的百分比 （即 B20 表示 20% 生物柴油和 80%
石油柴油）。 纯净的生物柴油可用于任何柴油发动机， 尽管如果是用在与非生物柴油相

容的发动机中， 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密封件和软管的老化， 需要将其替代为与生物

柴油兼容的密封和软管。 根据制造商的不同， 部分汽车发动机与 B100 或标号较低的混

合柴油 100%兼容， 而部分汽车发动机仅与 B5 兼容。 以下是生物柴油的优点：
1） 安全性： 生物柴油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对环境友好， 使用安全。
① 无毒， 比食盐的毒性低 10 倍， 安全性高， 易于运输和储存。
② 比肥皂水对皮肤的刺激更小。
③ 可生物降解， 因此如果发生漏油， 可快速降解， 这一点与葡萄糖相似。 另外，

因为生物柴油是以油为基础的， 所以在从油罐溢出的情况下不会与海水混合。
④ 高闪点， 高达 300℉， 大大高于石油柴油的 125℉， 使其非常不容易点燃， 从而

提高了其处理的安全性 （见图 5. 44）。 事实上， 根据密苏里大学农业系统管理副教授

Leon Schumacher 的说法， “如果你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一桶生物柴油里， 火柴会直接

熄灭。” “生物柴油用丙烷焰火炬也点不燃， 你可千万别用石油基柴油去尝试。”
⑤ 根据 “清洁空气法” 第 211 （b） 节， 生物柴油是向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提

交排放结果和潜在健康影响完整评估报告的首要且唯一替代燃料 （见表 5. 4）。
2） 排放量： 它们比石油柴油排放物干净得多， 不需要对发动机或车辆进行任何改

动。 与石油柴油相比， 使用生物柴油可将硫排放量减少 100% ， 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
减少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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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4　 燃油闪点比较

（3） 燃油经济性

生物柴油和石油柴油在用于柴油发动机时的燃油经济性基本相仿。 其燃油经济性比

汽油动力车辆的燃油经济性高 20% ～ 40% 。 例子之一是大众公司的新甲壳虫轿车。 其

1. 8L 汽油发动机在城市道路的燃油经济性为 23mpg㊀， 高速公路上的燃油经济性为

31mpg， 而其 1. 9L 柴油发动机的城市道路燃油经济性为 36mpg， 高速公路燃油经济性为

46mpg。 使用柴油实现的燃油经济性与使用混合动力汽车时的燃油经济性相当。 结合这两

种技术是可用的最省油的选择。 柴油混合动力汽车的原型车的燃油经济性达到了 90mpg。
表 5. 4　 生物柴油与传统柴油的对比 （根据 EPA 排放相关研究）

燃油类型 B100 B20
受管制类

总未燃碳氢化合物 - 67% -20%
一氧化碳 - 48% -12%
颗粒物 - 47% -12%
NOx + 10% +2%

无管制类

硫酸盐 - 100% -20%
多环芳烃 - 80% -13%

nPAH （硝化多环芳烃） - 90% -50%
特定碳氢化合物的臭氧生成潜势 - 50% -10%

（4） 全可再生

生产生物柴油所需的所有原料都是可再生的。 作为主要成分的植物油可以直接从各

种作物获得。 当收获作物时， 将其压榨出油。 第二主要成分是甲醇 （CH3OH）， 可在碳

基化合物 （例如木材） 的发酵过程中产生， 因此有时也称为木醇。 最终成分碱液

（KOH） 可以由木灰和雨水制成。 甲醇可以在各种地方购买， 碱液可以从商店购买。 使

用太阳能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所需的所有能量。 通过太阳能加热可以达到 150℉的中等温

　 　 ㊀　 1mpg = 1mile / gal = 0. 425144km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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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并且可以通过光伏面板供电以运行搅拌器 （以确保溶液的充分混合）。
（5） 生物柴油的缺点

生物柴油具有以下缺点， 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较为容易地进行补救：
① 加油站有限。
② 通常比石油基柴油的成本高 0. 03 ～ 0. 10 美元 / gal； 然而， 随着近期石油价格的

高涨， 生物柴油实际上比石油柴油便宜了 0. 20 美元 / gal （或更多）。
③ 真的是缺点吗？ 生物柴油可以溶解并清理由石油柴油引起的燃油管路堵塞。 石

油基柴油可能堵塞过滤器， 导致它们需要定期更换。 生物柴油这种效应也存在于用于储

存石油基柴油的燃料箱中， 因此要求在转用生物柴油之前对其进行彻底清洁。
④ 可随时间软化和降解某些类型的弹性体和天然橡胶化合物 （即燃油软管和燃油

泵密封）。 可以通过用兼容的弹性体代替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较新的柴油发动机已经

是 100%兼容生物柴油， 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
⑤ 将在 25℉左右冻结 （呈凝胶状）， 而石油基柴油在 15℉左右冻结 （尽管在冬季

在石油柴油中加入添加剂以降低其冰点）。 可以使用大多数柴油发动机已经具有的发动

机加热器来补救。
3. 甲醇
甲醇俗称木醇。 常见的用于汽车的甲醇类型是 M85， 即 85% 甲醇和 15% 汽油的混

合物。 甲醇主要通过天然气蒸汽重整产生的合成气制备。 合成气在催化剂存在的情况下

产生甲醇和水蒸气。 虽然可以使用各种其他原料， 但是用天然气生产甲醇的经济性较

高。 目前， 美国生产的所有甲醇均来自于天然气。 然而， 也可以通过发酵有机物 （例
如污水和粪便的副产物） 产生的沼气获得甲烷。 以经济可行的方式从沼气生产甲醇，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技术。

（1） 甲醇的优点

甲醇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使其用作汽车燃料时具备几个固有优势。 它是一种辛烷值为

100 的强效燃料， 能够提供比汽油更高的压缩比和更高的效率。 纯甲醇不易挥发， 因此

冷车起动并不容易。 当燃烧时， 其火焰不可见。 汽油与甲醇混合制造的 M85 燃料可以

解决这两个问题。 甲醇的其他优点包括排放较低， 性能更高， 易燃性低于汽油。 此外， 甲

醇可以由各种原料制造， 最主要的是生物质。 使用甲醇有助于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此外， 甲醇容易制成氢气。 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克服使用甲醇作为氢燃料源的障

碍。 有一天这项研究可能使甲醇被用于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制造氢气。
（2） 甲醇的缺点

甲醇具有极高的腐蚀性， 需要特殊材料制成的容器进行运输和储存。 另外， 甲醇的

Btu㊀量只相当于汽油的 51% ， 这意味着其燃料经济性比乙醇更差。 此外， 甲醇在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甲醛排放。 与乙醇酿酒厂相比， 甲醇工厂的成本较高， 使得投资者

不愿意为甲醇投资。 此外， 使用天然气生产甲醇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净增长， 从而

　 　 ㊀　 1Btu = 1054. 35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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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全球变暖。 与乙醇不同， 甲醇的生产过程会导致地底埋藏碳被排放至大气中。
（3） 甲醇的未来

通过上面的比较， 甲醇缺点似乎超过了优点。 EPA 的垃圾填埋场甲烷外展计划的

任务旨在减少填埋场的甲烷排放， 其中收集的大部分甲烷都被用于能源生产。 截至

2004 年 12 月， 美国已有 325 个以上的填埋气能源项目， 超过 600 个垃圾填埋场被认为

是项目的良好候选地。 但是无论如何， 目前所涉及的垃圾填埋场数量还相对较少。 甲烷

也可以通过加工生物质如草屑、 锯屑和其他纤维素来生产。
基于乙醇和甲醇之间的重要差异， 以及农场集团游说的力量， 将乙醇作为汽油替代

品的优先级较高。 然而， 甲醇仍可能成为未来的燃料。 几乎所有的主要电子制造商都计

划在未来两年内发布由甲醇燃料电池驱动的便携式电子产品。

5. 5. 5　 生物质能的优缺点

下面总结了生物质能的优缺点。
1） 优点：
① 可利用废物。
② 可使用多种原料。 用作生物质能源的有机物质包括树木、 木材废料、 木屑、 玉

米、 稻壳、 花生壳、 甘蔗、 草屑、 树叶、 肥料和市政固体垃圾。
③ 可转化为生物燃料并用作汽车燃料。
④ 可处理废物， 具有清洁性。
⑤ 本土燃料减少对外来石油的依赖。
2） 缺点：
① 可能导致森林砍伐。
② 成本更高。

5. 6　 太阳能热转换系统

由于化石燃料的枯竭以及工业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能源需求的增加， 全世

界迫切需要寻求替代能源。 解决方案之一是利用太阳能来生产能源。 随着全球温度因污

染而上升， 世界对能源的高需求可以通过使用太阳能热转换系统 （ solar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STECS） 来满足。

5. 6. 1　 简介

太阳能的利用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 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处理夜间和阴

天当太阳光线不可用时如何产生能量。 现实是， 虽然到达地球的太阳能与储存在煤、 天

然气和天然气中的能量相等， 但是太阳能在全世界的可利用程度是不一致的。
通过将收集装置暴露在太阳光线下可收集热能。 太阳能热转换系统使用收集器吸收

的能量来加热水或其他流体。 这样的系统可以分为小型和大型装置， 小型装置通常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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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用于取暖和水加热的中低温度； 大型装置用于大型建筑物及农业和工业过程的取暖

和生产高温热水。 它们还可用于生产可以驱动涡轮发电机以产生电力的蒸汽。

5. 6. 2　 大型太阳能热转换系统

大多数太阳能热转换系统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关注四种技术： ①抛物面反射器系

统； ②中央聚光接收系统； ③槽式系统； ④太阳能池。 除了太阳能池， 大型太阳能热转

换技术通过聚光器将大面积的太阳光线反射到较小的接收区域， 从而实现高温收集。
1. 抛物面反射器系统
如图 5. 45 所示， 抛物面反射器系统使用聚光器将太阳光反射到安装在焦点上的接

收器。 通常使用计算机控制的双轴抛物面聚光器跟踪太阳。 流体工作介质在通过接收器

时吸收热量。 在某些系统中， 诸如斯特林发动机的热机可以与接收器相连以进行发电。

图 5. 45　 抛物面反射器的示意图

为了实现更高的太阳能转换效率， 抛物面反射器系统

可以达到 1000℃的高温。
图 5. 45 所示的发电系统使用碟状抛物面反射器捕

捉太阳的能量。 反射器将太阳光聚焦到焦点上的接收

器上。 当液氨通过接收器时， 被加热至 750℃。 过热氨

气驱动涡轮机和发电机发电。 由于涡轮机旋转的速度

与氨气的压力相关， 这将导致输出的频率随太阳能强

度发生变化。 为了对这一点进行补偿， 可将发电机的

输出整流为直流， 然后使用逆变器变换回 60Hz 交流。

图 5. 46　 太阳能抛物面

反射器系统

根据反射器的大小， 其输出功率在 10 ～ 25kW 之

间。 可以在太阳能系统中部署一系列反射器， 以增加总功率。 抛物线反射器占用的空间

较小， 完全独立， 使其成为偏远地区使用的理想选择。 这些反射器具有最佳的太阳能 -
电能转换效率， 可以达到 12% ～ 25% ， 峰值效率测量

值可达 29. 4% 。
在 1982 ～ 1989 年期间， 太阳能源项目 （ STEP）

在佐治亚州的 Shenandoah 建造了一套大型太阳能抛物

面反射器系统 （见图 5. 46）。 该系统包括 114 个反射

器， 每个反射器的直径为 7m。 STEP 可生产用于发电的

高压蒸汽、 用于针织物熨烫的中压蒸汽和用于附近针

织厂的空调系统的低压蒸汽。 该设施自 1989 年 10 月

以来一直关闭， 原因是其主机失灵， 缺乏必要的厂房

维修资金。
抛物面反射器被认为是未来有希望的太阳能热转

换技术， 其优点在于：
1） 转换效率高；
2） 模块化的灵活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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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快速；
4） 不需要水；
5） 选址灵活性高。
阻碍抛物面反射器技术商业化的缺点包括：
1） 使用该技术的公司缺乏经验；
2） 在分布式发动机模式下部署该技术可能会受到过度运行和维护成本的影响；
3） 电能储存容量有限。
2. 中央聚光接收系统
中央聚光接收系统包括数以千计的镜子， 称为定日镜， 以及其围绕的容纳传热流体

的塔 （见图 5. 47）。 每个定日镜都有自己的跟踪系统， 以保持其聚焦在塔上以加热传热

流体。 典型中央聚光接收系统可以在接收器处达到 538 ～ 1482℃的温度。 当流体通过接

收器时， 收集热量并将其运送到储热子组件， 储热子组件又直接为工业应用提供热量，

图 5. 47　 中央聚光接收系统示意图

或者驱动涡轮机发电。
目前在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附近桑迪亚

国家实验室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的许多

中央聚光相关研究都是由美国能源部 （DOE） 资

助的。 该实验室目前正在测试熔盐工质和改进定

日镜。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 10MW 系统 Solar
Two 中 （见图 5. 48） 使用了熔盐流体导热技术和

改进的定日镜。

图 5. 48　 一座 10MW 中央聚光太阳能转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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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9　 抛物槽式聚光器示意图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在白天

Solar Two 的 2000 台反射镜跟踪太阳，
并将其能量作为热量储存在熔盐中。
然后在需要时， 例如在电力需求峰值

期间， 用于发电。 中央聚光接收系统

的优点包括：
1） 能量储存能力， 并具备一定的

调度能力。
2） 转换效率高， 潜在的较低的资

本支出和运营成本。
3. 槽式系统
槽式系统的太阳能聚光器仅在一

个维度上弯曲呈槽状。 这些槽安装在

从东到西跟随太阳的单轴跟踪系统上。
它们的表面反光， 将太阳的能量聚焦在

沿着槽的焦线的管道上 （见图 5. 49）。
一系列抛物槽式聚光器可用于构建太

阳能热槽系统。
图 5. 50 所示的抛物槽式系统包括

长排槽式聚光器。 传热流体通过管道

循环， 然后泵送到中央存储区域， 在

那里通过热交换器将热量转移到工作

流体 （通常是水）。 工作流体被闪蒸成

蒸汽以驱动常规蒸汽轮机。 抛物面槽式冷凝器将离开涡轮机的蒸汽冷凝。 接收器温度可

达 750℉。 发电厂通常使用天然气燃烧的过热器来生产用于发电的蒸汽， 用冷却塔冷凝

从涡轮机出来的低压蒸汽。
Luz International 公司于 1984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Daggett 安装了一台 13. 8MW 的太

阳能发电系统 SEGS I。 在接收管中将油加热至 343℃， 为涡轮发电机提供蒸汽。 SEGS I
包含了 6h 的热存储， 并可使用天然气燃烧过热器来对太阳能进行补充。 该公司还建造

了其他几座太阳能发电站， 从 SEGS II 至 SEGS VII， 每座都具有 30MW 的装机容量。
1990 年， Luz International 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Harper Dry Lake 完成了 SEGS VIII 和 IX
的建设工程， 每座都具有 80MW 的装机容量。 这些工厂的总发电量为 350MW， 使其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抛物槽与其他太阳能热转换技术相比最大的优点是其相对较早实现了商业化。 与其

他太阳能热转换技术相比， 太阳能抛物槽式系统的最大缺点包括转换效率低， 需要用于

防止传热流体冻结的补充燃料源， 以及冷却所需的大量水。 即使可以进行干式冷却， 也

会导致性能下降， 初始投资成本增加。



第 5 章　 新型可再生能源 269　　

图 5. 50　 Luz International 公司的太阳能热槽系统

4. 太阳能池
太阳能池是用来收集和储存太阳能的水体。 池塘可以是天然的， 也可以是人造的，

其中充满盐水。 在淡水池塘， 进入池塘的阳光将会加热水分。 通过自然对流， 加热的水

会升至顶部， 而较冷的水将沉入底部。 另一方面， 盐水比淡水重， 如图 5. 51 所示， 不

会因为自然对流而上升或混合。 这会在池塘内产生较大的温度梯度。 淡水在顶部形成薄

的绝热表面层， 在其下方是温度较高的盐水， 其底部温度可达 93℃。

图 5. 51　 太阳能池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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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池最常见的用途是发电。 加热的盐水从池塘的底部被抽出并通过管道输送到

热交换器中。 在热交换器中， 热量将液体制冷剂转化成驱动涡轮机的加压蒸汽发电。 太

阳能池海水淡化系统也可用于为淡水稀缺的地区提供饮用水。

5. 6. 3　 小型太阳能热转换系统

1. 住宅热水
在住宅上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太阳能热力系统可以满足普通住宅

60% ～ 80%的热水需求。 美国消费者使用的标准水箱容积为 60 ～ 120gal。 大多数使用太

阳能热力系统的家庭都有一个备用的供热系统， 以防多云的天气或长时间大量的热水使

用。 图 5. 52 显示了太阳能集热器如何与平板集热器一起使用， 该平板收集器使用太阳

能来加热循环液体， 从而为家庭提供可用的热量。 流体 （在这种情况下是水） 流过太

阳能集热器中的铜管， 并且在该过程中吸收来自太阳的能量。 然后， 循环流体流动到换

热器， 在那里加热家庭用水。 最后， 泵将流体泵回至太阳能集热器以重复循环。

图 5. 52　 使用太阳能热力系统为家庭提供热水的示意图

2. 商业和工业热水
目前太阳能热力系统为美国约 25 万个商业和工业建筑提供热水或供暖。 这种系统

最常见于洗衣、 食品服务、 食品加工、 金属电镀和纺织工业。
3. 加热游泳池
简单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可用于将游泳池的水温提高 8 ～ 10 ℉， 以将游泳季节延长

3 ～ 4个月。 游泳池系统不同于住宅热水系统， 因为游泳池可作为储罐。 使用泵将水循环

通过系统， 收集器是黑色塑料管， 而不是玻璃管。
4. 太阳灶
通过使用太阳灶来烹饪食物， 可以节省常规燃料。 它可作为常规烹饪手段的补充，

但不能完全替代它。 因此， 在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太阳能的供应量很大， 可以使用

一个正常工作的太阳灶烹饪 4 ～ 5 人的午餐 （见图 5. 53）。 此外， 全部或部分晚餐也可

以利用太阳灶烹制。 近年来印度已出售了超过 487000 个太阳灶。 近 40 家制造商参与了

太阳能炊具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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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3　 印度使用的太阳灶

5. 阳光房
作为建筑物延伸的温室或阳光房是可居住的太阳能集热器， 在较冷的气候条件下

（例如澳大利亚南部、 东部和新西兰） 是非常常见的。 利用进入房间的太阳辐射可加热

空气， 然后再循环进入主楼。 热能储存在建筑物内， 特别是阳光房或温室与房屋其余部

分之间的墙壁内 （见图 5. 54）。
6. 太阳能吸热壁
太阳能吸热壁建立在利用建筑空间节约能源想法的基础上。 这是由 Felix Tromb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明的， 首先在法国南部使用。 在这种空间加热系统中， 一个薄的空气

间被建在储存墙后面 （用于储存热能）； 太阳辐射被吸收并作为热量储存在其中包含的热

质中。 然后通过传热将热量传递到建筑物中 （见图 5. 55）。
太阳能吸热壁和建筑物之间的窗户可以打开以允许预热的空气进行循环， 这增强了

墙壁的热性能。 窗户也可以关闭， 以防止晚上或寒冷天气的能量损失。 太阳能吸热壁有

许多类型， 特别是在对现有结构进行改进的情况下。 例如， 在屋顶或墙壁上安装小型收

集器面板或盒子， 平板收集器或具有透明绝热层的覆盖物。

5. 6. 4　 太阳能热转换系统的优缺点

据夏威夷商业、 经济发展与旅游局下属的能源、 资源和技术部介绍， 使用太阳能热

转换系统的优点和缺点如下：
1） 优点：
① 使用可再生自然资源。
② 无污染。
③ 能够在阴天储存能量。
④ 由于技术的进步， 与化石燃料能源的成本相比具有竞争性。
⑤ 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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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4　 阳光温室的示意图

图 5. 55　 太阳能吸热壁示意图

⑥ 税收优惠， 例如， 夏威夷州提供 35%的税收抵免， 用于购买和安装为单户住宅

或多户住宅建筑供应热水的太阳能热水设备的费用。
⑦ 设备易于使用、 安装和维护。
2） 缺点：
① 在长期多云天气的地区不可使用， 大气阴霾或灰尘也会降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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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冷冻可能会损坏太阳能集热系统组件。
③ 大型集热设备可能会使用大量的农业、 住宅、 度假或商业用地。
④ 反光装置在某些区域可能会令人不安。
⑤ 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不能使用。
⑥ 在较高温度下的液体储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
鉴于太阳能热转换系统的诸多优点， 科学家在这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大部

分都集中在上述的四种大型太阳能热转换系统上。

5. 7　 微型燃气轮机

微型燃气轮机是市场上最新的新能源发电方式之一。 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此类机

械是非常高效和可靠的。

5. 7. 1　 微型燃气轮机的定义和应用

微型燃气轮机是用于非移动式发电应用的新型燃气轮机。 它们属于小型燃气轮机，
大约只有冰箱大小， 输出功率为 25 ～ 500kW。 它们可以被放置于空间有限的场所。 通过

具备废热回收功能的热电联产系统， 能效水平可达 80% 以上。 除了发电， 微型燃气轮

机还提供了一种高效、 清洁的机械直驱解决方案， 如用于压缩机和空调器。 其最重要的

特点是尺寸相对较小， 典型的商用 60kW 微型燃气轮机的大小是 0. 76m 宽 × 1. 93m 长 ×
2. 08m 高。 目前主要的 5 家制造商包括 Capstone、 GE、 Ingersoll Rand、 Solar Turbines In⁃
corporated 和 United Technologies。 图 5. 56 所示为并排的三台微型燃气轮机， 图中的一名

人员可以显示其相对大小。

图 5. 56　 三台微型燃气轮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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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燃气轮机和发电机是通常位于或接近于使用点的电力生产组件。 它们常被用作

备用电源， 以便在公用电网故障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备用 （待机或紧急） 电力供应。
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单元可以与当地的电力公用电网并网， 用于调峰， 或者将多余的电

力卖给电力公司。 在其他应用中， 微型燃气轮机和发电机可离网安装于农村和偏远地

区， 为当地提供唯一的电力供应， 或与其他能源 （如光伏或风力发电机） 联合供电。
来自汽车和船舶工业的内燃机、 汽油发动机、 天然气发动机、 丙烷发动机和柴油发

动机多年来一直可与交流发电机和发电机组直接连接。 此外， 现在与高速发电机共同使

用的微型燃气轮机在过去 50 年中已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和运输行业。 这些系统被认为是在

独立和分布式系统中最可靠的发电技术。 通常， 微型燃气轮机始终保持运行， 因为其主要

缺点是可以起动和停机的次数有限。 因此微型燃气轮机最有效的用途是在离网的情况下。

5. 7. 2　 微型燃气轮机的组成和运行

微型燃气轮机由压缩机、 燃烧器、 涡轮、 换热器和发电机组成， 可以分为简单循环

和热回收两类。 在简单循环微型燃气轮机中， 压缩空气与燃料混合并在恒定压力条件下

燃烧， 所得到的热气体通过涡轮膨胀做功。 简单循环微型燃气轮机具有较低的成本， 更

高的可靠性和可产生更多的可用于热电联产应用的热量。 热回收型微型燃气轮机的效率

更高， 并且可以通过预热节省 30% ～ 40%的燃料。
微型燃气轮机系统如图 5. 57 所示。 在无热回收时效率仅为 25. 30% ， 但通过热回收

可将效率提高到 70% ～ 80% 。 热回收是将来自微型燃气轮机的尾气通过热交换器回收

热量的系统， 在进入燃烧室之前， 预热并压缩空气， 减少燃料使用， 从而提高效率。 微

型燃气轮机往往是高度可靠的， 由于几乎没有移动部件， 因此几乎不需要维护。

图 5. 57　 微型燃气轮机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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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3　 微型燃气轮机的优缺点

下面总结了微型燃气轮机的优缺点。
1） 优点：
① 高效率： 参见前文关于效率的讨论。
② 耐用性： 在大修之前可保证 11000h 的可靠运行， 使用寿命至少为 45000h。
③ 燃料灵活性： 可使用多种燃料， 包括柴油、 乙醇、 垃圾填埋气和生物燃料。 在

今天的市场上， 燃油灵活性非常重要。 天然气价格高达 4. 19 美元 / gal， 有时甚至可能更

高。 如果这个系统只能使用天然气， 那是没有市场的。
④ 清洁排放： 主要的环境效益包括富含氧的超低排放废气， 氮氧化物含量低于 9 ×

10 - 6。 Capstone 公司的微型燃气轮机可以使用从污水处理厂、 农场消化池和垃圾填埋场

生产的甲烷 “废物” 气体， 接近零排放生产电力。
⑤ 可使用多种燃料工作： 可使用天然气、 丙烷、 柴油和煤油， 也可以使用油田废

气作为燃料， 有效地处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并在没有电网的偏远地区现场发电。
由于其紧凑的结构及较低的操作和维护成本， 微型燃气轮机产品预计将占据分布式

发电市场的重要份额。
2） 缺点：
每千瓦初始成本高： 2003 年， 这些设备的价格为 25 万美元。 该价格包括助燃器、

压缩机、 热回收模块、 工程调试以及第一年的维护。 安装费用为 10 万美元。 硬件成本

为 1100 美元 / kW， 包括换热器和气体燃料压缩机。

5. 8　 卫星发电系统

预测显示， 到 2050 年全球将有超过 100 亿人口， 超过 85%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而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

影响？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无法解决问题， 因为燃烧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会将二氧化碳排放

入大气中， 从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 当然， 现在的资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核能

避免了温室问题， 但同时却会引发处理核废料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 如水力、 太阳能、 生物质能、 生物燃料和风能， 都可用来发电。 然

而， 这些电力供应都是间歇性的———太阳会被云层遮挡， 风会停息， 无降水会导致水力

发电站无法发电。 由于这些技术不能持续发电， 因此需要相应的储存能量的方法， 这增

加了总体成本和系统复杂性。 低地球轨道上的太阳能卫星网络可以连续地向地球上任何

位置提供电力， 因为至少有一颗卫星总能接收太阳能。 太阳能发电卫星 （ solar power
satellite， SPS） 的概念是利用太空中的太阳能为地球提供基本负载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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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　 简介

轨道卫星将收集太阳能并将其投射到地球， 将其转换为电力 （见图 5. 58）。 目前有

几种不同的方案， 包括微波、 激光和镜面传输。 其中投入最大的是使用微波束或无线电

力传输。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避免了太阳光扩散无法在地球表面连续使用的问题。 可以

在太空中每天 24h 收集太阳能， 并使用太阳能发电卫星将其传输到地球。 太阳能发电卫

星有可能提供几百 GW 的基本负载电力。 对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及其发展的需求将取决

于电力需求的大幅增长 （如果煤炭和核能受到限制）。

图 5. 58　 空间太阳能发电概念

太阳能发电卫星是由捷克裔美国人 Peter Glaser 博士于 1968 年提出的。 经过几年的

初步研究， 同时受到石油危机的推动， 当时新成立的美国能源部在 NASA 的协助下进行

了详细研究。 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结果导致了美国空间太阳能发电的停滞。 美

国想利用国际资金继续研究， 但是没有获得资助， 此外能源领域的游说集团也不想政府

向这个技术方向前进。

5. 8. 2　 太阳能发电卫星的类型

太阳能发电卫星的概念旨在通过使用光伏电池将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电力。 该概念希

望消除昼夜时间对陆地光伏阵列的苛刻限制以及由与大气条件变化引起的太阳能强度的

变化。 太阳能发电卫星还需要几项技术改进， 特别是建设在轨太阳能发电站所需的运输

工具和空间站。 此外， 还必须解决环境、 经济、 社会和政治可行性方面的问题。 因此，
如果这项技术能够成为现实， 也不可能在近几年内实现。 目前考虑的主要有三种类型的

传输方式， 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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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波传输
太阳能将被收集并转换成微波。 这些微波将被辐射到地球上， 并通过接收天线转换

成电力。 目前设计中的卫星系统包括距赤道 35800km 轨道上的 55km2 光伏电池阵列。
电池将太阳能转换为直流电， 该直流电流传导到安装在光伏阵列末端的直径 1km 的微

波发射天线。
微波发射管将电流转换为 2. 45GHz 的射频功率， 并将其传输到地球。 接地天线接

收电磁辐射并将其整流回直流电流 （见图 5. 59）。 直流电可以被逆变至交流电， 并升压

到高电压， 再被整流为直流并直接传送到地面电网中的直流输电网络或用作传统的交流

电源。 地球上的天线将覆盖 102km2 的地面， 此外还需要额外的 72km2 面积进行微波防

护， 天线中心微波束功率密度为 23mW / cm2。

图 5. 59　 微波太阳能发电卫星

2. 激光传输
太阳辐射将被收集并转换成红外激光， 并辐射到地球接收器。 与微波相比， 激光具

有非常小的光束直径。 由于发射和接收天线的面积随着波长的二次方减小， 所以来自红

外波长激光器的光线可以通过比微波束直径小 100 倍的孔径来传输和接收。 孔径面积的

大幅度减小使得：
1） 可使用低太阳同步轨道而不是地球静止轨道。 （该轨道是一个接近极地的低地

球轨道， 使卫星可始终保持收到充足阳光的照射。）
2） 主激光器将其功率投射到轨道中的中继反射镜， 并反射到地球接收器。 这将降

低成本， 因为该系统将处于低地球轨道而不是地球静止轨道。
3） 激光系统能够在较小规模 （100 ～ 1000MW） 下有效和经济地运行。 这提供了实

地电力需求匹配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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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光功率传输将避免微波对生物的危害， 同时也避免对其他频段电磁波产生

干扰。
激光太阳能发电卫星也有一些缺点：
1） 激光辐射吸收： 红外辐射会受到云的严重吸收。 与微波不同， 地面负载系统将

需要相当大的储能容量来弥补中断———该项成本将会非常高。
2） 效率： 目前的大功率连续波激光器只能实现非常低的整体功率转换效率

（ < 25% ）。 将光束转换回电的效率也不高。
3） 健康和安全危害： 激光束的强度会对人体和动物产生危险。
3. 镜面传输
轨道反射镜将阳光汇聚到地球上的一个中心站。 接收器将 24h 的照明转换成电力。

该系统使用大型轨道反射镜来将太阳光反射到基于地面的太阳能转换系统， 而不是将能

量转换系统直接放置在轨道上。 因此， 系统的空间部分可能更简单、 更便宜和更可靠。
一座这样的系统将由地球轨道中的多个圆形平面镜组成， 每个反射镜将太阳光引导

到地面太阳能发电站的收集器。 光到电的转换将会在地球表面进行。 在一种方案

（ “SOLARES baseline” 概念） 中， 需要约 916 个反射镜， 每个面积为 50km2， 从 6 个单

独的站点产生 810GW 的功率。 根据不同需要还可采用不同的镜面尺寸， 以及不同的轨

道和地面站尺寸。
一个更可行的方案将是使用较低的轨道系统 （2100km）， 为每个地面站点提供 10 ～

13GW 的功率。 其特点是它可以用太阳能产热， 也可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 能量转换在

地球表面发生， 可保持较小的在轨重量， 从而降低运输成本。 然而， 这种镜面系统的一

个主要缺点是， 整个系统对于地面部分需要极大的陆地面积， 尽管通过使用干旱的土地

和沙漠地区可以避开人口稠密的位置。

5. 8. 3　 太阳能发电卫星的优缺点

下面总结了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的优缺点。
1） 优点：
① 效率： 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的效率非常高。
② 高可用性： 该系统具有 99%的可用性， 即可接收太阳能的时间非常长。 其高可

用性的原因之一是其高可靠性， 因为其部件使用寿命都很长， 并且不存在任何旋转或机

械往复运动。 此外， 系统内置了很多冗余度。 只有极端恶劣天气时才能造成非预期的停

电， 或者陨石撞到卫星的敏感部位， 两者的概率都非常低。
③ 任何位置可用： 能量可以发射到地球上任何需要的位置， 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④ 促进国际间合作。
2） 缺点：
① 来自随机噪声和传输频率 （2. 45 GHz） 谐波的干扰。
② 电离层的局部加热， 可能会干扰穿过受影响地区通信卫星等的通信链路。
③ 可能的有害影响： 美国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表示， 2. 45GHz 频率及其第 2 ～ 5 次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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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可能会干扰通信、 雷达、 导航、 广播卫星、 计算机及一些医疗设备和仪器。 美国能源

部正在研究射频干扰和电离层问题。
④ 高成本： 太阳能发电卫星及其主要组件的总体成本估算非常不确定。 前期成本

评估从 40 亿 ～ 1000 亿美元不等。 最详细的估算是由 NASA 提供的， 其在 22 年内的投资

总额为 1024 亿美元 （包括运输和工厂投资）， 以生产首个 5GW 卫星， 每个额外的卫星将

耗资 113 亿美元。 NASA 估计的总成本包括空间运输和光伏电池等主要部件的成本。
成本是实现这一技术的主要障碍。 自空间计划开始以来， 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被认为

是最具技术挑战性的项目。 建造一个卫星和地面站的费用估计为 120 亿美元。 建造总功率

为 300GW 的总体系统成本为 7500 亿美元。 根据目前的估计， 投资成本预计为 2000 ～ 4000
美元 / kW。 在输送到消费者之前， 整流天线 （见图 5. 60） 处的成本约为 0. 55 美元 / kWh。
这些预测表明， 太阳能发电卫星技术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是具有竞争力的。

图 5. 60　 接收站 （整流天线） 的照片

5. 8. 4　 太阳能发电卫星的未来

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宇航局利用当时已有技术进行了 “1979 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
设计， 迅速成为当时讨论和辩论的焦点。 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被认为是世界能源供应的

未来。 每个地区都将有来自卫星的电力。 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幻想， 但在若干年之内

可能会成为现实。
然而， 为了使梦想成为现实， 必须全球共同的努力。 各国必须齐聚一堂出钱出力。

这将是一项非常昂贵的研究， 不管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本角度。 由于石油危机，
美国宇航局对太阳能发电卫星的研究始于 1968 年。 大约 45 年后， 这项研究的预算已经

完全耗尽。 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型石油公司对太阳能发电卫星的反对， 竭力游说立法者放

弃该技术。
现在又有新的动力促使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的开发。 由于地球正变得越来越热，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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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可能成为减缓全球变暖的另一个绿色能源的来源。 人们认识到， 化石燃料是导致

全球变暖的主要污染源。 世界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现在可能更

容易将太阳能发电卫星项目推销给各国政府， 以替代化石燃料。
许多国家正在开始思考绿色能源的利用， 为可减少污染的技术提供激励措施。 政府

资助可用于对光伏和其他替代方案感兴趣的公司。 但是， 为了实现太阳能发电卫星系统

的开发， 需要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承担所需的巨额资金。
太阳能卫星发电系统的设计概念非常简单。 然而， 其实现需要大量的监管和工作。

其基本原理是将光伏系统放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上， 使其保持在地球赤道上的固

定点上方。 太阳能光伏系统将收集太阳辐射并产生电力， 并被传输到地球上。 此外， 其

他概念设想包括使用大型轨道反射镜将太阳辐射反射至地面， 创造出全天候可用的巨大

的太阳能农场。 我们也可以使用激光束作为传输介质来承载能量。

习　 　 题

5. 1　 位于 New Brunswick 的 Shepody 潮汐发电站的面积为 115km2。 潮差为 10m， 盐

水密度为 1025. 18kg / m3。 计算功率输出。
5. 2　 根据阿根廷 Puerto Rio Gallegos 潮汐发电厂的数据， 潮差为 14. 5m， 盆地面积

为 9 × 105 m2， 涡轮发电机效率为 60% 。 计算发电机的功率输出 （如果盐水密度为

1025. 18 kg / m3）。
5. 3　 对于周期为 5s， 高度为 0. 91m 的深水波浪：
a） 计算波长。
b） 计算相速度。
c） 计算总势能。
d） 计算功率输出。
5. 4　 假设波幅 a = 12m， 波长 λ = 5m：
a） 计算周期 T。
b） 计算波的功率输出。
5. 5　 盆地淹水面积为 10km2， 高低潮之间的高度差 R = 2m， 潮汐周期为 12. 4h。 计

算这种潮汐系统的最大可用功率。
5. 6　 如果地表海洋温度为 75℉， 深水温度为 55℉， OTEC 的理论和实际效率是

多少？
5. 7　 对于问题 5. 6， 如果温水和冷水的流量为 5000kg / s， 涡轮发电机效率为 80% ，

计算 OTEC 系统的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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