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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

管理协调系统，由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

和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组成，所述光伏和燃料电池

联合发电系统包括光伏阵列、光伏-燃料电池一

体化逆变器、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储氢设备、氢

燃料电池、负载、电网、电流传感器、EMS管理系

统，所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包括是否向蓄电池

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充氢气、是否使用蓄电池

向负载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向负载供电、

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

负载。本发明保证了系统供电的连续性，进一步

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来达到在满足用户负载日

常需求的同时实现全年的能源供需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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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由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

电系统和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组成，所述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包括光伏阵列(1)、光

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2)、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储氢设备(4)、氢燃料电池(5)、负

载(6)、电网(7)、电流传感器(8)、EMS管理系统(9)，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

逆变器(2)与光伏阵列(1)、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氢燃料电池(5)均相连，质子交换膜水

电解槽(3)与氢燃料电池(5)之间连接有储氢设备(4)，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2)包

括MPPT控制电路(21)、逆变电路(22)、直流变换电路(23)，MPPT控制电路(21)输入端连接光

伏阵列(1)，MPPT控制电路(21)输出端一路连接逆变电路(22)、另一路连接直流变换电路

(23)，逆变电路(22)输出端连接负载(6)、电流互感器(8)，同时与电网(7)连接，直流变换电

路(23)输出端通过K1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进行制氢控制，直流变换电路(23)输出

端通过K2连接氢燃料电池(5)，进行氢能发电控制，所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包括是否向蓄

电池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是否使用蓄电池向负载6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

(5)向负载(6)供电、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6)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负载(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EMS管理系统(9)分别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MPPT控制电路(21)、逆

变电路(22)、直流变换电路(23)、氢燃料电池(5)、电流互感器(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是否向蓄电池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当某一时刻光伏阵列(1)所

发电量满足并超出负载(6)所需电量时，应当优先向蓄电池充电，当蓄电池充满时，应当利

用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是否使用蓄电池向负载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5)向负载(6)供电，当某

一时刻光伏阵列(1)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6)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

蓄电池和储氢设备(4)中存储的能源可以在当前负载(6)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

小时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将控制蓄电池向负载(6)供电；当该时刻蓄电池可用电量不足以

向负载(6)供电，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将控制氢燃料电池(5)与蓄电池同时向负载(6)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6)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负载(6)，当某一时刻光

伏阵列(1)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6)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蓄电池和

储氢设备(4)中存储的能源无法在当前负载(6)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小时数，能

源管理协调系统将计算蓄电池与氢燃料电池(5)是否满足用户基本负载(6)的使用时间，如

果满足，则由用户选择减少次要负载(6)的使用；如果不满足，则由系统强制减少次要负载

(6)的时候以保证急需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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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技术领域，具体为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

理协调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具有随机和间断的特性，独立式光伏能源系统要实现电力连续稳定的供

应，需采用必要的能源存储设备。蓄电池的使用寿命较短，且价格昂贵，所以蓄电池并不适

于长期存储大量能源，鉴于其高的能源存储效率，蓄电池可用于满足负载短期的日常需求；

寿命长、价格低的氢气罐可用于长期存储大量能源。这可在提高太阳能利用率的同时，抵御

光照的季节性变化。燃料电池仅在光伏电池和蓄电池的能源存储量不足以满足负载需求的

紧急状况下使用，这可减少氢气的存储容量和延长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从而降低系统的

最初成本和维护成本。

[0003] 对于独立光伏能源系统，白天的部分太阳能必须存储起来以满足光照不足或无光

照时段的负载需求。通常春季、夏季和秋季的太阳能较充足，而冬季太阳能偏少，因此春季、

夏季和秋季的部分能源也必须存储起来补偿冬季的日照不足。能源管理策略的目的是协调

联合发电系统的各个部件，在满足用户负载日常需求的同时实现全年的能源供需平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之处，从而提供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

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来达到在满足用户负载日常需求的同时实现全年的能源供需平衡

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

由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和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组成，所述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

系统包括光伏阵列、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储氢设备、氢燃料

电池、负载、电网、电流传感器、EMS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

器与光伏阵列、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氢燃料电池均相连，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与氢燃料电

池之间连接有储氢设备，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包括MPPT控制电路、逆变电路、直流

变换电路，MPPT控制电路输入端连接光伏阵列，MPPT控制电路输出端一路连接逆变电路、另

一路连接直流变换电路，逆变电路输出端连接负载、电流互感器，同时与电网连接，直流变

换电路输出端通过K1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进行制氢控制，直流变换电路输出端通过

K2连接氢燃料电池，进行氢能发电控制，所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包括是否向蓄电池充电、

是否向储氢设备充氢气、是否使用蓄电池向负载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向负载供电、是

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负载。

[0006] 所述EMS管理系统分别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MPPT控制电路、逆变电路、直流

变换电路、氢燃料电池、电流互感器。

[0007] 所述是否向蓄电池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充氢气，当某一时刻光伏阵列所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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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并超出负载所需电量时，应当优先向蓄电池充电，当蓄电池充满时，应当利用质子交换

膜水电解槽向储氢设备充氢气。

[0008] 所述是否使用蓄电池向负载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向负载供电，当某一时刻

光伏阵列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蓄电池和储氢

设备中存储的能源可以在当前负载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小时数，能源管理协调

系统将控制蓄电池向负载供电；当该时刻蓄电池可用电量不足以向负载供电，能源管理协

调系统将控制氢燃料电池与蓄电池同时向负载供电。

[0009] 所述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负载，当某一时刻光伏阵列

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蓄电池和储氢设备中存

储的能源无法在当前负载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小时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将计

算蓄电池与氢燃料电池是否满足用户基本负载的使用时间，如果满足，则由用户选择减少

次要负载的使用；如果不满足，则由系统强制减少次要负载的时间以保证急需用电。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

协调系统，联合发电系统以光伏制氢储能方式作为储能环节，控制方法是当光伏发电满足

负载用电并产生富余时，通过电解水制氢将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在光伏发电不能满足负

载用电时，将储存的氢通过燃料电池转换为电能，甚至和电网一起联合向负载供电，从而保

证了系统供电的连续性，同时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率，能源管理协调系统，来达到在满足用

户负载日常需求的同时实现全年的能源供需平衡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示意图。

[0013] 图1中，1-光伏阵列，2-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3-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4-

储氢设备，5-氢燃料电池，6-负载，7-电网，8-电流互感器，9-EMS管理系统，21-MPPT控制电

路，22-逆变电路，23-直流变换电路。

[0014] 图2中，T为系统运行累计时间，单位：h，

[0015] Pt1为光伏阵列在某一时段列产生的电能，单位：KWh，

[0016] Pt2为负载在某一时段消耗的电能，单位：KWh，

[0017] Pt3＝Pt2-Pt1，为负载在某一时段未能被光伏阵列满足所额外需要的电能，单位：

KWh，

[0018] Pt4＝Pt1-Pt2，为光伏阵列在某一时段满足负载后剩余的电能，单位：KWh，

[0019] Pta为主要负载在某一时段所需要消耗的电能，单位：KWh，

[0020] C1为蓄电池在某一时段可使用的电能，单位：KWh，

[0021] C2为氢气罐(氢气罐通过燃料电池转换为电能，故此处直接用电能表示氢气储量)

在某一时段可使用的电能，单位：KWh，

[0022] Ca为蓄电池可用于储存的电能，单位：KWh，

[0023] Cb为氢气罐可用于储存的电能，单位：KWh，

[0024] Pt5＝Pt4-Ca，蓄电池充满后多余的电能，单位：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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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是基于光伏与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的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由

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统和能源管理协调系统组成，所述光伏和燃料电池联合发电系

统包括光伏阵列1、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2、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储氢设备4、氢燃

料电池5、负载6、电网7、电流传感器8、EMS管理系统9，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燃料电池一体

化逆变器2与光伏阵列1、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氢燃料电池5均相连，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

3与氢燃料电池5之间连接有储氢设备4，光伏-燃料电池一体化逆变器2包括MPPT控制电路

21、逆变电路22、直流变换电路23，MPPT控制电路21输入端连接光伏阵列1，MPPT控制电路21

输出端一路连接逆变电路22、另一路连接直流变换电路23，逆变电路22输出端连接负载6、

电流互感器8，同时与电网7连接，直流变换电路23输出端通过K1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

3，进行制氢控制，直流变换电路23输出端通过K2连接氢燃料电池5，进行氢能发电控制，所

述能源管理协调系统，包括是否向蓄电池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是否使用蓄电池

向负载6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5向负载6供电、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6使用、是否强制

关闭次要负载6。

[0027] 所述EMS管理系统9分别连接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MPPT控制电路21、逆变电路

22、直流变换电路23、氢燃料电池5、电流互感器8。

[0028] 所述是否向蓄电池充电、是否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当某一时刻光伏阵列1所发电

量满足并超出负载6所需电量时，应当优先向蓄电池充电，当蓄电池充满时，应当利用质子

交换膜水电解槽3向储氢设备4充氢气。

[0029] 所述是否使用蓄电池向负载6供电、是否使用氢燃料电池5向负载6供电，当某一时

刻光伏阵列1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6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蓄电池和

储氢设备4中存储的能源可以在当前负载6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小时数，能源管

理协调系统将控制蓄电池向负载6供电；当该时刻蓄电池可用电量不足以向负载6供电，能

源管理协调系统将控制氢燃料电池5与蓄电池同时向负载6供电。

[0030] 所述是否提醒用户减少负载6使用、是否强制关闭次要负载6，当某一时刻光伏阵

列1所发电量无法满足负载6所需电量时，由能源管理协调系统计算当前蓄电池和储氢设备

4中存储的能源无法在当前负载6使用量的前提下连续供给必须的小时数，能源管理协调系

统将计算蓄电池与氢燃料电池5是否满足用户基本负载6的使用时间，如果满足，则由用户

选择减少次要负载6的使用；如果不满足，则由系统强制减少次要负载6的时间以保证急需

用电。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32] 当负载6用电功率接近光伏发电功率时，系统工作在正常光伏并网自发自用模式；

当负载6用电功率小于光伏发电功率时，系统通过光伏发电优先满足负载用电，并将剩余的

电用来制氢并存储起来；当负载6用电功率大于光伏发电功率时，系统采用光伏和氢燃料电

池5联合发电模式，光伏阵列1通过光伏发电，同时将存储的氢气输送至氢燃料电池5发电，

共同供给负载6；当没有光照情况下，光伏停止发电，系统通过氢燃料电池5和电网7共同给

负载6供电。

[0033] 本发明的能量来源由太阳能阵列提供，能量转换过程由太阳能转换为化学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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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氢气作为燃料电池的燃料，再将化学能释放为电能，无需其他储能装置。

[0034] 本发明中光伏发电和氢燃料电池5发电共用一套逆变电路22，电解制氢和氢燃料

电池5共用一套直流变换电路23，大大节省了硬件成本。

[0035] 本发明中是通过电流互感器8检测并网点的电流方向和阀值来判断光伏发电和负

载6用电情况，当电流来自电网7且大于阀值，说明光伏发电小于负载6用电；当电流来自电

网7且小于阀值，说明光伏发电接近负载6用电；当电流流向电网7且大于阀值，说明光伏发

电大于负载6用电。

[0036] 本发明中，氢燃料电池5供电系统既可以作为蓄能设备，储存富余的太阳能，又可

以作为备用的电力供给系统，以弥补太阳能供电的不稳定性和不足。在太阳能发电充足时，

利用多余的太阳能电电解制取氢并贮存起来作为氢燃料电池5的燃料来源。待在太阳能发

电不足或者市电无法供电，又急需应急供电时则可以启用氢燃料电池5辅助供电，通过氢燃

料电池5的加入，可以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

[0037] 如图2所示，光伏阵列1产生的电能先与负载6需求相比较，然后决定能源在负载6

和存储元件之间的分配方法。光伏阵列1产生的电能首先满足负载6的需求，如果有剩余能

源，优先存入蓄电池中。当蓄电池充满后仍有剩余能源，可通过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槽3将电

能转化为氢气，并经压缩后存储在储氢设备4中。

[0038] 当光伏阵列1能不能满足用户的负载6需求时，首先判断条件1(在某一时段蓄电池

与氢燃料电池5可使用的电能能够满足负载6在该时段未能被光伏阵列1满足的额外电能

(即Pt3)，C1+C2＞Pt3)。如果条件1成立，先由蓄电池来满足需求，若蓄电池存储的电能不足

以满足负载6需求Pt3，需氢燃料电池5同时供电。

[0039] 如果条件1不成立，需再判断条件2(在某一时段蓄电池与氢燃料电池5可使用的电

能能够满足主要负载6在该时段所需要消耗的电能(即Pta)，C1+C2＞Pta)。如果条件2成立，

由用户选择减少使用负载量，如果不成立，需由系统强制减少次要负载6，保证急需用电。

[0040] 可根据用户的年负载6需求和所在地光伏资源丰富程度设计充足的能源存储容量

来尽量避免强制甩掉负载6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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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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